
画家蒋志鑫生于甘肃平凉崆峒

山下，大西北的原生态自然地貌在他

心里雕刻下深深的烙印。对黄土高

原的一草一木、阴晴云雨，蒋志鑫都

充满独特的理解与热爱，甚至对山川

土地的贫瘠和荒凉也饱含敬畏之

情。为了将这种由荒原之美而迸发

的艺术理想展现给世人，蒋志鑫穿越

西部无人区，踏遍大漠敦煌，探访人

间天堂香格里拉……尽览荒野自然

之美，将黄土、牦牛、胡杨、昆仑、大漠

这些独属“大荒”特色的风景化为一

幅幅具有深刻感悟的画面，成为“大

荒画派”的重要画家。

“大荒”一词来源于《山海经·大

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

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在《山海

经》中，“大荒”指的是边远荒凉、人

类难以企及的幻想之地。观赏大荒

画派的作品，身心仿佛能够跨越从

现实到虚幻的距离，得到神奇而美

妙的愉悦。

在大荒画派的作品中，画家没有

对荒原表现出欢快热烈的感觉，也不

是对一般风景的模仿与再现，而是坚

决抛弃了一般创作题材中猎奇、矫情

与表面化的弊病，在简单的色彩与丰

满的结构中，以大写意的形式抒发激

情、狂喜等情绪。画作没有过多的细

节描绘和逼真刻画，天空、雪山、牛

群仅是墨色、线条与空间的切割，除

了自由不羁的用笔和厚重的墨色

外，朴素写意的线条勾勒出意味深

长的象征意义。这种复杂的精神情

怀——沉静、凝重，以及略带伤感的

孤寂和大自然的神秘感，只有置身于

大荒之野才能产生，而画家的成功之

处恰恰在于将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

与体验传递给了观众。

蒋志鑫的视觉美感紧紧与大荒

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在荒无人烟的

大荒之地感悟到许多灵感，对雪山、

荒漠、落日、牦牛都有深厚的感情，这

些既是人们眼中的荒原，也是我心中

最美的风景。”大荒在蒋志鑫心里早

已不是简单的风景展示，而是一种与

天地沟通的精神寄托。

正是在领略了南极的寒美后，蒋

志鑫创作了“南极”系列作品。这些作

品构图十分大胆，没有繁杂的布衬，却

极为生动传神，体现了抽象性、精神性

是笔墨与生俱来的生命基因这一特

点。在苍茫寥廓的雪原，企鹅缓慢前

行，让地平线产生了蜿蜒伸展的空间

叠加，也为茫茫的冰原融进了无限的

生机和活力。生命与自然的对话在画

家营造的氛围中不露声色地展开，在

燥润相间的墨韵中，山川脉络、云迹水

文相辐辏，仿佛历经了一次精神洗礼，

引导观者直抵时间之源和生命之门。

“天籁”系列作品可见画家用笔

的精简和老辣：笔墨皴法在有法与无

法之间圆融观照，有一种极强的视觉

冲击力；水墨的渲染铺洒简约朴素、

自然灵动，呈现出干湿、浓淡、燥润的

丰富变化。画面中的天、雪、山处于

一种不悲不喜的中间状态，是那么的

清幽、洁静，没有一点人间烟火的侵

扰。如果驻足画前倾心体验，会感受

到蛰伏其中细腻而高贵的灵魂，这种

天地之间颇具意味的精神形式给人

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牦牛”系列作品与画家的人生

经历密切相关，牛正是画家内心意绪

的载体。在渴笔与飞白之中，朴拙的

笔墨转化为生命的感怀，为荒野与牲

灵赋予了神秘莫测的宿命感。画家

笔下的牛，厚重而不狞厉，峭拔而不

刚硬，在与雪山的组合中散发着沧桑

的诗情和生命的坚韧。画作因注入

了生命感悟而意蕴深邃、耐人寻味，

生命的怒放状态与人的激情、精神、

意识，都在气势磅礴地复述着关于

天、地、生命的意义。

“写意”是中国人的审美重心自

觉转向主体性的标志，天、地、人与万

物的认知以“形—神—意—道—自

然”的逻辑展开，通过主观的画面组

织传达内心的感受。这种绘画是纯

感性的，画中的事物都是从精神本质

出发最终又回到原点和自我心境的

载体。蒋志鑫的大写意山水，对于茫

茫荒漠、皑皑雪山的塑造，不是简单

的实物描述，而是将深邃、广阔、神秘

的大荒世界简约概括为水墨形态，人

与自然的交流以及对生命的感悟是

以精神性为底色的叙事性空间。

蒋志鑫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历

险之旅，化作一次次精神历练，在经

过了生活体验、情感融入、艺术锤炼、

创作实践的漫长历程后，大荒艺术已

成为他心灵的向往、眷恋、怀念以及

精神和意绪的表达。画家以辽阔的

胸怀、苍茫的心境、厚重的笔墨，将大

荒之境表现为一道道迷人的生命风

景。不以形耀人眼目，而以意动人心

弦——苍朴、古拙的大荒风景已成为

蒋志鑫常画常新、魅力不衰的创作主

题，蕴含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

精神旨趣。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大学博士后）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任丽娜

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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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寻““味味””生活生活
生活究竟是什么味道？有人说

“生活甜美如歌”，有人说“生活清香如

茶”，有人说“生活平淡如水”，也有人

说“生活百味，酸甜苦辣皆有”，每个人

的生活经历、人生阅历不同，感悟也不

同。在我看来，生活的味道是对人生

经历的一种体会，更是镌刻在一个人

内心深处的情愫。

一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种

地为生的农民。从我记事起，勤劳的

父母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

双手在几亩薄田里勤耕苦做，勉强让

一家人不饿肚子。

到了春耕秋收的季节，父母去田

里耕作，有时也会带上我。父亲娴熟

地套上老式铧犁，一声吆喝，就赶着老

牛开始耕地了。我就在旁边玩泥巴，

或是在母亲点种时屁颠屁颠地跟在她

身后。老牛拉着犁，父亲扶着犁，一趟

一趟来回折返。几袋烟工夫，一块田

就被耕作得松软、平整了。每耕完一

块田，父亲就会坐在田埂上，掏出一张

皱巴巴的纸片和一小撮粗粗的烟丝，

熟练地卷成纸烟，迫不及待地含在嘴

里猛吸几口，仿佛只有如此才能缓解

劳作后的满身疲惫。吸完一支烟，父

亲又有了精神。他躬下身子，捧起一

把黑黝黝的泥土，端详片刻，又把鼻子

凑近闻了闻，时不时还深吸一口气，神

情是那么专注、那么享受、那么陶醉。

那时的我不明白，黑黝黝的泥土

怎会有这么大的诱惑力？我一脸疑惑

地问道：“这泥土黑乎乎的，又不能吃，

还有一股怪怪的味道，你怎么那么喜

欢闻它呢？”父亲扭头看了一眼身旁的

母亲，两人相视一笑对我说：“你还小，

等长大后就懂了。”

长大后我才明白，这孕育生命、生

长万物的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

子”。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泥土

打交道，从这黝黑的泥土中闻到的是

麦香，是稻香，是油菜花的清香……原

来，泥土中散发的种种芳香，是万物生

长的味道，更是生命的味道。

二

从童年到少年，从小学到初中，我

都生活在父母的呵护下。初中毕业，我

第一次远离父母，独自一人去陌生的城

市上学。再后来，参加工作，成家立业，

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离开了

慈祥的父亲母亲。但不论离家有多远、

工作有多忙，我总会在某个节假日回到

老家，看望日渐垂暮的父母，呼吸乡野

间的清新空气，感受浓浓的乡村气息。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村子里转

一转，找寻儿时的记忆。暮色四合，天

边蔓延开一片薄薄的鸦青色，小小的

村落渐次升起袅袅炊烟。这时，母亲

便会丢下手里的事情，走进灶间去做

晚饭。

不一会儿，灶间就传出锅碗瓢盆

奏响的乐章。紧接着，一阵阵熟悉的

香味穿过门窗的缝隙扑鼻而来。这种

熟悉的味道亲吻着母亲脸颊上细碎的

汗珠，抚摸着母亲粗糙的双手，也温暖

着我和妻子女儿的心房。吃饭时，女

儿大块朵颐，一个劲儿地说：“奶奶做

的饭菜真香，比爸爸妈妈做的饭菜好

吃多了。”我笑着对女儿说：“算你有口

福，奶奶做的饭菜，是爸爸吃过的最美

味的饭菜，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听了

我和女儿的对话，母亲满是皱纹的脸

上总会堆满幸福的笑意。

这晕开在黄昏里的炊烟，这一辈

子都会想念的饭菜香，正是家的味

道。无论身在何处、走得多远，心里最

近的地方，永远是有父母在的那个家，

心里最割舍不下的，永远是父母一辈

子的牵挂。

三

每年春节临近，母亲都会打电话

问我什么时候放假，盼着我和妻子女

儿一起回家过年。我也总是肯定地告

诉母亲，一定会回家过年，放假就回

去。在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执念：父母

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父母在哪里，年

就在哪里。

好不容易等到放假，我和妻子去

超市买齐过年的物品，叫上女儿就往

家赶。刚到家门口，就看见父母笑容

满面地在那里迎接我们。

整个村子都洋溢着春节的喜庆，

放鞭炮、贴春联、吃饺子更是不变的习

俗。除夕那天，一家人早早起床，女儿

和侄儿嬉笑着放鞭炮，我们兄弟二人

打糨糊贴春联，母亲和两个儿媳忙着

准备年饭。正午刚过，噼里啪啦的鞭

炮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小山村。那

一声声清脆的爆竹声，传递着孩子心

中的喜悦；那一张张写满祝福和心愿

的春联，映红了父亲布满沧桑的脸；还

有那锅中翻滚着的饺子，升腾起袅袅

白雾，氤氲着整个厨房，也氤氲着每个

人的心，包裹起阖家团圆的喜悦。夜

幕降临，家家户户大门口挂起红灯笼，

就像给小山村披上了崭新的衣服。

那响亮的鞭炮声、大红的对联、喜

庆的灯笼、香喷喷的饺子……都是年

的味道、团圆的味道，这种味道穿越时

空，把幸福和祥和带给每一个家庭。

人生百味。这些铭刻在我心中永

久难忘的味道，不仅是生活的本真，而

且是源自内心深处的呼唤，散发着醉

人的芳香，历久而弥新。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保康县教育局）

中国古人创造汉字，一定会

首先关注到“人”。从甲骨文到小

篆再到楷书，“人”的字形基本没

有发生变化，都是一个人弯腰行

礼的样子。但两人之间的关系，

却演化出许多不同的汉字，高中

文言文学习中最常见的两人关系

就有：从、比、北、并、及等。

“从”的甲骨文写作一个人跟

在另一个人后面，所以“从”就是

跟随、跟从的意思，比如《史记·项

羽本纪》中的“有美人名虞，常幸

从”。跟在后面的人往往处于次

要地位，于是引申出“听从、顺从”

的意思，比如《论语》中的“择其善

者而从之”。跟着的人不占主动，

只是参与活动，所以又转化为动

词义项“参与”，比如《琵琶行》中

的“弟走从军阿姨死”。

“比”的甲骨文也是一个人跟

着另一个人，不过还有手掌向上

的样子，到了金文则是把两个人

的方向转换了一下。两个人挨在

一起，就有“挨着靠着”的意思，比

如《核舟记》中的“其两膝相比

者”；两个人手都抬起来，可能是

在模仿对方，所以有“譬喻、摹拟”

的意思，像“比方”“比兴”等都是

如此；也有可能是在较量，所以又

有“较量”的意思，像“比较”“评

比”等。

“并”的甲骨文是两个人连在

一起，小篆有些讹变，到了楷书最

后定型。“并”的字义一直没有明

显改变，是“拼合、并排”的意思，

比如“兼并”“并拢”“并驾齐驱”

等，由此又引申出表示并列或递

进关系的虚词“并且”。

从、比、并都是在说两个人关

系好，那关系不好呢？“北”字就出

现了。

“北”的甲骨文写作两个人

背靠背的形状，此后字形没有明

显变化，表示两个人关系不好，

脊背对脊背或者向相反的方向

行走，比如“反北”就表示“背叛

和逃离”。

“及”字比较复杂，它的甲骨

文和金文字形都是后面一只手抓

住了前面的人，意思是从后面跟

上了前面的人，所以就有“赶得

上”的意思，比如“追及”“及早”

“及格”等，由此也引申出“达到”

的意思，比如《伶官传序》中的“及

其衰也”。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

系，远不是这几个字可以概括的，

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古人

的造字智慧以及汉字的一些演化

规律。 （柴海军）

复杂的
“两人”关系

说文解字

万顷太湖水，千亩桑麻地。

养蚕一般在春夏季，与桑树生

长周期一致，保证桑叶供应充足。

采摘的桑叶十分讲究，必须新鲜、洁

净、低温、无毒，叶面又要保持一定

的湿度；枯萎、泛黄的叶片必须剔

除 ，因 为 叶 子 的 营 养 成 分 早 已 流

失。人工挥撒桑叶的时候，动作幅

度不宜过大，避免叶柄无意间伤害

叶片。养蚕场所必须保持空气清

新，周边环境无毒无菌，也要防止猫

狗蛇鼠等伺机骚扰破坏。蚕宝宝名

副其实，全身都是宝：蚕茧可以缫

丝，蚕丝是优良的纺织纤维；蚕蛹可

以食用，属于高蛋白营养品；蚕蛾和

蚕粪也有回收利用的价值，是多种

化工和医药工业的原料。

太湖之滨，我的家乡，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太湖边青翠欲滴的葳蕤桑

叶。养蚕最兴盛的年头，农家还会

“田改桑”，将稻田麦田改造成桑树

地，扩大家蚕养殖范围。从四月下旬

到十月下旬，一年可养蚕四五次。一

年之计在于春，春蚕属于“头茬”蚕，

就是第一批次的蚕，出茧率高，农民

普遍重视。

五月俗称“蚕月”，是春蚕投喂的

繁忙时节。蚕的一生从蚕宝宝开始，

“蚁蚕”成长到五龄蚕，体重增加一万

多倍；长到五龄之后便停止进食，开

始吐丝结茧；油菜梗、稻麦秆、柴龙，

以及后来发明的“方格纸”，都是熟蚕

最后的“归宿”。

作茧自缚，破茧化蝶；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生命轮回，生生不息。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日

日采桑叶，坚持一个月绝非易事。看

着蚕蔟上雪白的蚕茧，蚕花姑娘心里

乐开了花。所有的身心疲惫顿时烟

消云散，唯有对田园生活的感激，对

美好未来的期盼。在悠久的栽桑养

蚕历史熏陶下，江村娃都有采摘桑葚

的童年回忆。五月桑葚成熟，桑果挂

满枝头，红得发紫。江村娃顶着炎炎

烈日，也要把桑果送到舌尖之上。

客居城市，桑树罕见，更是日日

夜夜牵挂着自己的学生——疫情原

因，已经几个月没见到他们了。十

分怀念没有疫情的岁月，曾经多次

带着学生参观太湖雪蚕桑文化园。

一个以蚕桑文化为主题的生态公

园，借助丝绸小镇震泽古镇深厚的

蚕桑文化底蕴，打造了 2000 亩优质

桑园以及 4000 平米蚕桑文化展厅。

蚕桑园以蚕的生命历程为主线，让

游客知晓栽桑、养蚕、剥茧、缫丝、制

被等传统技艺，传承吴地千年特色

的蚕桑文化。

转眼间，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

了。母亲、祖母、外祖母就如旧日桑

树那样远离了我的视线——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前几

年，母亲听说我血压偏高，居然在田

间地头寻到少得可怜的几株桑树，

采摘嫩绿的桑叶洗净晒干，让我泡

茶饮用。时光飞逝，我就像一粒桑

籽，已经飘到百里之外，落地、生根、

发芽。逢年过节，村坊上的长辈会

讲故事——我家老宅之南，原本也

是有不少“先民”，可惜后来由于灾

荒、瘟疫等原因“销户”，只有我家幸

运而坚挺地活了下来。于是，村民

在我家老屋前面种植了一大片桑

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前年春天，母亲永远离开了我，

我的人生仅剩归途——一种乡恋，一

种牵挂，氤氲而生。旧宅东侧，寥寥

无几的桑树也变成了“枯藤老树昏

鸦”，虽然其貌不扬，但却顽强生长，

深情地守望着故土。疫情“偷”去了

三个春天，情系桑梓，思乡之念也愈

来愈深。

不经意间，手机刷到朋友圈的

“吃货”，晒出巴掌大的桑叶裹挟着满

满的桑果，令人垂涎欲滴，更是想起

昔日采桑养蚕的情形，定格成一个个

与母亲“抬蚕笪”“铰柴龙”的特写镜

头……

陌上桑，罗敷女。笠泽沃野，只

此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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