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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边上

春“添”
□秦 闫

想起那时的油印机
□石春红

弦歌最近读《全世界都想上的课》，第

18页写到桥本先生的手制教材都是钢

板刻印的，“用铁笔在蜡纸上写需要相

当的力气，写着写着指尖发麻，肩膀发

僵，慢慢地，拇指、食指和中指也磨出

了硬茧”。看到这里，思绪一下子回到

几十年前。

彼时，我在乡下的一所小学教书，

那是一所双轨制的乡中心小学，学校

在空旷的田野里，校舍共三排，第一排

是教室加食堂，第二排是教室，第三排

是宿舍，记忆里学校没有会议室，但食

堂里有个乒乓球桌。虽然办学条件简

陋，经费相当有限，但还是有一台油印

机，与油印机相匹配的是钢板、铁笔和

蜡纸。钢板差不多有 30 公分长，8—

10公分宽，正面是横纹，反面是斜纹；

说是铁笔，其实只有笔尖是钢制的，像

一枚小圆钉嵌在黑色的塑料杆里；蜡

纸呢，是一种表面涂了蜡的特制纸，卷

在一个纸筒里。它们长年累月被放在

办公室一角，需要试卷、练习的老师便

自己刻、自己印。

记得学校有个临近退休的老师

姓汤，刻得一手好字，全乡统考试卷、

会议通知一类都出自他的手。我常

常看到汤老师戴着老花眼镜静静地

坐在角落，偶尔听到铁笔划着蜡纸发

出的“嗤嗤”声，接着他会长长地舒一

口气，然后举起手里的蜡纸，这时阳

光会穿过那张透明的蜡纸，把他娟秀

的字显映得特别清晰。许多夜晚，我

也学着他的样子趴在宿舍课桌上，就

着煤油灯昏暗的光，把一张薄薄的蜡

纸铺在长方形钢板上，再用铁笔一笔

一画刻着字。不过，我的力度总是掌

握不好，不是写轻了就是写重了，字

的棱角也特别清晰，像极了我的性

格，不会拐弯，所以常常会划破纸，一

旦把蜡纸刻破，印出来就是一个黑

印。所幸，我的学生不跟我计较，他

们在飘着油菜花香气的田野上，拿着

我这半吊子技术下印制出来的名著

选段，读得津津有味，即使是大块大

块的黑团，也没有丝毫嫌弃的意思。

最难忘的是秋日一个晚上，为了

应对接下来的期中考试，教同一年级

的主任让我把书上的重点词语、句型、

段落整理出来给学生练习。说实话，

那时的老师要出一张试卷，真是很不

容易——资料很少，学校也没有什么

杂志、书籍，更不要谈电脑网络，连照明

用的电都没有，一到夜晚，偌大的学校

只有星星点点的煤油灯光。记得那夜

刻好蜡纸后，我穿过黑夜里长长的走

廊去办公室油印，小心翼翼地把蜡纸

贴到纱网下面，用涂了油墨的滚筒在

纱网上从上推到下。我推得那么谨慎

而又虔诚，可拿起来一看，却发现蜡纸

装反了，加上煤油加少了墨又太浓，整

张纸上黑漆漆的。我一下子懵了，一

个人呆呆地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无

助而惶恐地看着窗外，铺天盖地而来

的是一张硕大的黑色巨网。想到又要

重新刻写，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

那一夜，我蜷缩着身子，坐在床

边捧读卡夫卡，我知道了什么是“没

有真实是不可能生活的，真实大约就

是生活之道”，什么是“你必须走完全

程，你逃不掉的”。选择了教师这一

行，刻钢板、印试卷就是我的基本功。

如今的教师已然不再需要这样的

“技能”了，每一所学校都有装修精致

的文印室，但那些陪伴我们教育青春

的老式装备——油印机、钢板、铁笔，

还是深刻地烙印在心底。这不仅仅是

一种怀念和记录，更是亘古不变的师

者之道，我想这永远也不会过时吧。

是的，不会。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

杜鹃花事
□陈传雄

如果去探寻艺术的发展轨迹，

定然绕不开魏晋，因为在中国美学

史上，魏晋时期对审美特性有了自

觉追求，通常被认为是“文的自觉”

时代。

汉末以来，随着经学衰落、玄

学兴起，书画作为审美的艺术形式

之一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内容，书

画创作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蔚然

成风。上层士族把文字书写作为

人物品藻中展现自我风范的绝佳

手段，书法之雅俗甚至成为衡量人

品高下的标准之一。到了魏晋时

期，严谨和工整的汉隶演进为意蕴

生动的行书，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

也是渐进的。

从汉末到西晋之间，士人用笔

依然严肃，《天发神谶碑》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庄严和沉稳是主要

风格，笔画之间的组合方劲有力，篆

书的圆转用方折取代，这自然是作

者的有意为之。这一时期的士人开

始打破重群体的思想，向追求自然、

强调主体转换。钟繇宣称“笔迹者

界也，流美者人也”，美学家宗白华

对此解释道：“笔蘸墨画在纸帛上，

留下了笔迹，突破了空白，创始了形

象……从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

之美，也就是人心内之美。”

到了东晋，审美之风又在悄然

变化。东晋偏安江南，士人在山水

中怡情悦性，寄寓自己的抱负。王

羲之就将汉魏拙朴书风转为自然流

美书风，与东晋文人雅士风流倜傥

的人生姿态相合，使得书法具有了

怡情的效果。显然，王羲之的书作

是对老庄精神的践履。庄子曾说

“真者，精诚之至也”，可以说“真”是

一种至淳至诚的境界，正如王羲之

的叔叔王廙在教导王羲之时所言，

“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魏晋审

美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纯情和率性。

与西晋时期相比，东晋的审美

思想脱离了诸多禁锢，这一时期的

士人对自然的欣赏突破了将自然进

行道德比附的狭窄审美，脱离了“仁

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束缚，而是将热

烈的情感渗透到自然本身，又继而

享受自然带来的舒畅澄明的心境。

此外，王羲之一改楷、行、草书的传统

写法引起时人讥议，他却不以为然

地自评道：“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

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王羲

之对钟繇、张芝等大书家不肯“俯首

称臣”反而高自标誉，这种态度正是

魏晋艺术个性意识觉醒的明证。

在魏晋艺术审美的演变中，士

人的主观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而魏

晋风度又是其中的主因。《世说新

语》对魏晋之风有多处描述，例如在

“任诞”篇，王子猷一时兴起，雪夜访

戴未成率性而返，坦然曰：“吾本乘

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展

现的正是魏晋之士的自由心灵和自

由个性。同时，魏晋好品藻，“韵”就

是用来指一个人的风神姿态和内在

品性。我们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看

到多处用“韵”对人物进行品评，如

“风韵”“天韵”“风气韵度”“拔俗之

韵”“风韵遒迈”等，这种发现个体价

值和张扬自我意识的观念对魏晋艺

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顾整个魏晋时期，受玄学思

想、道家思想的影响，魏晋士人常常

超越具体物象的限制，追求以自然

为美的审美情趣和玄妙的精神境

界，他们对自然、社会、人生都表现

出形而上的哲学追求。书画艺术作

为人的精神外延，士人必然在其中

表现他们对“韵”的追求，对人生的

体验，对生命的思考。宗白华在《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

出：“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

绝俗的哲学的美。”魏晋的艺术审美

已经从具体的意象变成了不必应

言、不必具象，仅以线条或浓或淡或

枯或润的游走墨迹，体现超越言象

之上的玄妙之意和幽深之理，抒发

着个人的情感，表达着对宇宙的认

识和思考。这种对于内在美、内在

神的追求，是整个魏晋时期的写照，

而这种审美倾向又反过来影响着士

人的思想和言行。

魏晋名流以其特立独行的人生

态度和审美情趣，在艺术方面拥有

了独特造诣，学者罗宗强评价“他们

变成大地上真正的诗”。正是这些

在魏晋士人身上流淌着的生命情思

和宇宙精神，让这一时期人自身的

存在就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枣

庄实验学校）

大地上真正的诗
□黄雨燕

春天的脚步在一场细雨过后走

来了。它不是悄无声息，总想为这个

世界添点什么。

春天添加了一幕话剧，歌者是

风、雨、雷、电，舞者是樱花、桃花、兰

花、迎春花；春天添加了一幅油画，碧

波荡漾的水、苍翠欲滴的山、海天一

色的天、沃野墨黑的地；春天添加了

一首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

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

柳满皇都。

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棵松树

苗，让我帮他一起去种。我们轻装上

阵，肩膀上各扛着一把铁锹便出发了。

在绿草茵茵的田埂上行走，阳光

正好、微风不燥，空气中弥漫着泥土

和青草的香味。沟渠中潺潺的溪水

在缓缓流淌，匍匐在岸边的水草也随

之摇曳，那是它们正在与每一滴水挥

手告别。

油菜花已有半人深，金黄的花

蕊遇到和煦的春风，像极了大海荡

起的层层波浪。不远处的坡地上，

时隐时现着三两支粉黛色的桃花，

羞涩的舞女可能便是这般。我没有

千呼万唤，不然山涧中就会荡漾出

我的声音。继续向前走，碰到两个

放风筝的孩童，一个在前面双手握

着线轴在拉线，一个在后边高举着

风 筝 奔 跑 。 我 的 童 年 大 抵 也 是 如

此，羡慕之余“忙趁东风放纸鸢”的

诗句脱口而出。

父亲和我的脚步并不匆忙，但就

是再长的时间，也无法望尽美不胜收

的春景。还是走到了种树的地方，看

见几棵郁郁葱葱的树，我不禁感叹地

出了声：“啊，这几棵树都长得这么粗

了！”父亲说：“你还记得啊，这是咱们

亲自栽的。当时也没觉得树长得多

快，反而觉得你长得比它们快。”

大概父亲一直与树亲近，感受到

的变化没有那么明显；而我在外漂泊

多年，各方面的确变化很大，而且长

时间没有回家，父母总是见不到我。

想到这里就颇觉惭愧，春风仿佛吹来

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是

故乡的大地孕育了我，是父母含辛茹

苦生养了我，我理应经常回家看看。

沉默过后，我暗自决定记住今年和父

亲栽的几棵树，年年春天都要回来看

看它们。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万物复

苏，葱蔚洇润。悬崖峭壁、山峦沟壑

都能看到春天的身影，更不用说田间

地头了。春天总是能为世间万物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心生羡慕，也

想为春天添点东西。

添点什么呢？就添一点亲情吧。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南漳县第二中学）

负暄琐话

物语

我本懒散之人，素来不喜那些花

花草草之事。忽一日有友自山中而

来，为我捎来些杜鹃，枝繁叶茂、蓊蓊

郁郁，紧闻慢嗅间似还存有一丝山林

间的氤氲雾气。家中曾育有数十种兰

花，比如春兰、蕙兰、建兰、墨兰、寒兰、

吊兰等，可最后都因自己的懒散而相

继“香消玉殒”。如今再植一批这么古

韵十足的杜鹃，倘若有朝一日又命殒

我手，岂非再添一分伤感和无奈？朋

友见我踌躇再三，便怂恿说“杜鹃好

养，耐寒防冻”。架不住他一番美意，

便又心动起来，决定让杜鹃于我手中

再饱受摧残一番。

家中的盆多是高光、抛釉的生态

树脂花盆，也是我曾祸害过的兰花、天

堂鸟、散尾葵、幸福树等留下的铁证。

我对花虽说有些外行，可对盆的遴选

绝对算狂热。家中花盆，有方形的、菱

形的、圆形的，也有陶瓷的、彩釉的。

总之，形态各异、款式不一。单以“子

弹头”一款而论，一律天青色釉面，间

搭天青色一般的自由水汽，茫茫间自

有一种大写意的深邃之美。遗憾的

是，那些绿植悄然隐退之后，花盆就一

直在家中搁置了。如今，空空的盆中

要添上风姿绰约的杜鹃，遥想花开之

际，静坐窗前，泡一壶老茶、下一局围

棋，真是一幅绝妙的水墨丹青。于是，

开始培土、填土、浇水、施肥，一番手忙

脚乱之后，时间正好定格在辛丑的白

露与秋分之间。

鉴于以往的兰花养护经历，我对

杜鹃开花前的维护还是做了一些功

课。比如，杜鹃喜阴、喜酸、喜光，所以

每逢工作之余，我都会添加一些酸性

营养液，用来增加土壤的微酸适中度；

要是遇到暖阳天气，我还会把杜鹃抬

到有阳光、可通风的地方，让它吹吹

风、晒晒太阳；每隔十天或是半月，又

会再给它施上一定的薄肥。

作为一个资深的“养花败北”者，

我把之前对于兰花犯下的所有过错简

单归咎于自己性格的懒散是极不准确

的。对于杜鹃，始种之初我便痛下决

心，一定要全力以赴，还它一个香飘满

园。因此，整个漫长的缓苗期，我几乎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合格的园艺工作

者。从施肥、补肥、裁枝、剪叶，到培

土、添土、浇水、消毒，无一落下。我以

为所有的辛苦都将得到回报，定能迎

来一个花开满屋的美好时刻。

哪知我还是错了。仅一周不到的

时间，那些含苞待放的杜鹃便都蔫

了。为救命悬一线的杜鹃，我赶紧向

几十里以外的友人视频呼救。友人技

高一筹，一经诊断便初步锁定原因：

“水浇多了烂根，赶紧搬到通风处，或

在旁边加一电扇，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狡辩说“只有每天偶尔喷洒下叶

面”，友人接着说：“你看上面的‘小毛

毛’是不是已经黑腐了？花托上的花

苞是不是正在干枯掉落？”我细细一看

果然如此，赶紧遵嘱把杜鹃搬到楼顶

的阳台上。经此一劫我总算明白：原

来疏与懒、勤与怠，永远是一个对立统

一的大问题，看来老祖宗所说的“物极

必反”不是没有道理。

光阴流转、时序更替，大约清明谷

雨之际，杜鹃就差不多已经开花了。不

过，我养杜鹃不只为了看花，更是为了

消除心中久积的戾气——失意、无奈、

惶急，仿佛诸多生活的不满都在修修剪

剪中忘却了。时至中年，许多将尽未尽

之事渐行渐远，情郁于中自然难免不

甘。因此，能于晓风深巷处看风月，杜

鹃飞红处悟生死，也当属生活中的一大

幸事。

我所在的镇雄县，乃“顽劣”的多

山少木之地。不过，每年四五月，也自

有葳蕤的杜鹃于不远处的亳都山向我

隔空传语。作为一种野生花卉，由于

泼辣火爆的性格和野蛮生长的心性，

毫无疑问成为本地的“名花”。

我是一个喜欢闲逛之人，常于短

暂的外出中忘记自己身在何处。5 年

前，我曾去滇西大理，有幸看到苍山和

洱海西坡的那一片杜鹃花海，那是迄

今为止我看杜鹃最为惊心的一幕。试

想，在无垠的花海中、广袤的滇西大地

上——若说蓝色如此纯粹、粉色如此

诱人——红色呢？只能说是心碎了。

当时我不顾导游暴雨将至的劝告，孤

身一人投入那片辽阔的花海，在雨中

想起何巩道那首诗来：“泪血盈盈欲寄

谁，一山红雨向人吹。乡心正在花开

日，莫更三更听子规。”一时情不能已，

悲从中来。

3年前，我又于黔西的百里杜鹃经

过。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子，饶有兴趣

地给我聊起了她的过往。她说，从前

爱上一个人，爱得很苦也很无奈，不过

现在已经从那场摧心裂肺的爱情中醒

来。见她说得那么洒脱，我好奇地问：

“你是如何做到的呢？”她指着栈道周

围那片酡红的花海说：“不是说‘东边

有杜鹃，西边有杜鹃’吗，我总不能一

直用别人的过失惩罚自己吧？”其实，

我很想纠正她说，这是老杜的一句诗，

原文是“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

不过，看她一脸释怀的样子，我便断然

放弃了。

是的，花与海、温与柔、爱与不爱

皆自由。世界既然待我如此不薄，我

们每一个人也理应温柔对待他人。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镇雄县堰塘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