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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苏轼
周闻道

作为眉山人， 我一直以乡人

苏轼内心的宽广为楷模。 但我也

一直没有解开一个迷： 命运多舛

的苏轼，如此性格是怎么修炼的。

要知道，在写“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正是苏轼

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际；

而在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时，则是苏轼与王安石等人因

政见不合自求“备员偏州”以“脱

网罗之患” 之时。 他的受挫要么

是莫须有的罪名， 要么是因直率

磊落不善伪装所致。

这次到日照， 我终于找到了

答案。 那就是日照苏轼。

这里的“日照”，不仅仅是一

个地理名词， 不仅仅是那个位于

黄海之滨、 山东半岛东南侧的现

代都市，它还是一个主谓词组，一

种阳光的出发与指向姿势。 既然

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那

么， 为什么就没有近日者光明宽

广？当想到这一点时，我开始还有

点心虚，担心是不是望文生义，可

当我进一步了解日照的地理人文

历史， 了解了苏轼在日照所经历

的一切之后，我变得笃定。

我把目光聚焦于苏轼的日照

时光，聚集于他的到达与离去，指

向宋神宗熙宁七年至熙宁九年。

我发现，正是在此时，苏轼完成了

他人生旅途上重要的跨越之旅，

成就了他的立身立命。

苏轼 39 岁进入密州和日照

时，还处于“三十而立”的末端。我

想，那当是他当立未然的时候；或

者说即便已有建树， 他也一定不

甚满足。 而他 41 岁离开这里时，

正是不惑之年的开始， 这里的不

惑更接近于哲学上的逆命题———

人往往就是这样， 对世间之事懂

得越多， 就越畏惧于还有许多不

懂；越是明白，越感到还有许多的

迷惑；涉世越深，越是觉得世事之

深。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苏轼于日

照， 是带着当立未如愿的遗憾而

来，带着不惑的笃定，或者说笃定

的宽广磊落离开的。是日照，成就

了苏轼的宽广秉性，不只是诗文，

更重要的是独立的人格精神。

因为航班的原因，我赴日照那

天凌晨四点就出发了。 出发时，天

下着濛濛细雨，有点凉飕飕的倒春

寒意。 加上天黑，让本来就阴郁少

晴的成都平原，更拥有了一种阴郁

的压抑。 在这样的天气里待久了，

再明亮的心情也会变得潮湿。 可

当我在飞机上打个小盹醒来，舷

窗外已是朗日高照，澄澈透明。 团

团朵朵的云，似莲花，带着仙气，飘

浮于空中。 机翼下，山水静好，空

旷阔远，时而奇山怪石，铁骨铮铮，

尽显阳刚之气；时而海天一色，苍

穹如壳。 即便渺小的我，也有哈姆

雷特的果壳之王的感觉。

日照的阳光艳而不烈， 媚而

不俗， 日照之处， 尽是柔软的温

暖。虽然我心中并无什么块垒，但

当我来到日照， 攀援于苏轼当年

攀援过的山， 面朝苏轼当年面朝

过的海， 听着当年苏轼听过的传

说的时候， 心门还是倏地被打开

了， 一种开阔怡然的感觉弥漫于

身心。世间皆友好，仿佛从来就没

有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人和事。

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 但我

相信唯物主义， 相信环境可以影

响人，改造人，毁掉或者成就人；相

信日照于心，心当澄明。 攀九仙山

以仰奇石，登五莲峰以观沧海，立

黄海湾以抚古今， 都是一种无边

无际的浩瀚宽广。 当看到海烟舒

卷，流云肆意，山岚隐约，再心地狭

窄的人，也不管积怨有多深多久，

都会被这种浩瀚宽广所融化。 即

便不能像苏轼那样“左牵黄，右擎

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也可

以选择一个秋日的午后， 约上三

五挚友，抛开一切杂碎烦恼，把酒

临风，凭海观潮，以诗遣性。

于是，我相信，生性豪放的苏

轼，在人生的重要转折关头，选择

了日照，与其说是一种机缘巧合，

不如说是天道人愿。当然，在苏轼

到来前，朗朗阳光，并没有给日照

带来政通人和，安居乐业。恰恰相

反， 摆在他面前的日照，“蝗灾肆

虐，盗贼渐炽，饥年频仍，民多弃

子”，举目之处，皆是惨不忍睹。

苏轼震惊了。 他的震惊不是

没有道理。饱读诗书的他，当然知

道日照的地理文明， 随便拾起一

块历史碎片，都会令人肃然起敬。

他想起了这里的史前文明， 早在

龙山文化时期，国家还没有形成，

这里北部的聚落权贵们， 不管是

出于权力的本能， 还是为提高民

望， 总之已知道为其成员提供精

神与实际行动上的保护， 亲密往

来，米酒交箸，宴欢同饮。 他想起

了战国时期齐威王在这里实施的

政治经济改革， 不仅使封建集权

加强，还使经济、文化、军事等发

展达到鼎盛。 还有大禹的忧民救

水，赴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

德、封有功；越王勾践为国复兴的

卧薪尝胆，称臣于吴，寄人篱下，

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及权势者梁

鸿的坚守初心，六谢不娶，拒绝绢

绸，亲近布衣……

苏轼明白，为政之道，最灿烂

的阳光，莫过于德政。

苏轼到密州和日照后， 并没

有因为心怀不满而疏于政事，而

是“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

“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

酉”。 他询问灾情，鼓励百姓下田

灭蝗除卵，还亲自下田灭蝗。苏轼

用诗， 记录了他所率领和参与的

这场治蝗之战取得的积极效果：

“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

眠。”苏轼在诗的自注中说：“蚕一

眠，则蝗不复生矣。 ”面对盗贼横

行，百姓百不堪其苦，苏轼专门向

朝廷写了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对盗贼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做

了精辟深刻的分析， 认为天灾人

祸互为因果； 对治理之策提出了

积极建议，指出治盗必须治本，并

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

生之根，才能真正做到止盗。苏轼

还冒着危险冲在治盗第一线，“磨

刀入谷追穷寇”。

为了解救弃儿， 苏轼带头节

衣缩食，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

石别储之， 专以收养弃儿。 他认

为，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

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 以致

时过十年的元丰八年， 苏轼知登

州途经密州时， 那些曾被收养的

弃儿及其养父母， 都闻讯赶往州

衙 ， 叩谢苏轼当年的救命之恩，

场景感天动地。

在苏轼的治理之下， 日照回

归了阳光之治。 苏轼在为民中创

造了朗日， 在政通人和中求得欣

慰，以德政唤醒日照阳光，在治理

中成就了日照； 又以这里的阳光

之治，驱除了心中的失落与忧郁，

加固了内心的宽广之本。日照，也

在昌明中成就了苏轼。

从此，苏轼不再有恨，宽广磊

落更加笃定。

日照苏轼，成就了苏轼。 他的

宽广植根于人格基因， 拔节于日

照的峻山阔海， 烛照于文化的星

空。 “不应有恨”，是他一生笃定的

处世姿势。 记得 2015年在眉山举

行的“穿越千年，对话东坡”在场对

话中，谈到林语堂《苏东坡传》中的

苏轼， 宦海沉浮之中也曾有过怨

恨时，评论家谢有顺断然指出，不，

那书里面的恨是作者加的。 是作

者看到苏轼受到的那些冤屈，难

禁愤愤不平， 把自己的情绪带到

了书中。 苏轼从来没有恨过。

非常有幸，今天，我也从眉山

来到了日照。 行走于日照山海之

间，遥想苏轼当年，怎禁得撷一缕

阳光，揣进怀里……

我相信，日照于政于人，一定

有某种神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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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是大连的“原住民”，1982

年从大连海事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
航道局。那时我在《航道报》当总编，

有一次我到复兴岛大学生集体宿舍
去探访， 见到冬青正蹲在床边用煤
油炉烧晚饭， 闲聊时得知她喜欢读
诗，也写。我随口说：可以向我们《航
道报》投稿嘛。

没想到她真的寄一首寄两首过
来，我觉得质量尚可，签发了。 几年
后，《航道报》 给冬青开了一个诗歌
专栏《冬青树 》，不曾想到她从此跌
入诗歌这个五彩浪漫的泳池， 再也
没想爬上来。

2003 年 ， 冬青自费出版了一
本诗集《红尘蝉吟 》，诗集中的百把
首诗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甚至没
有投寄过。冬青请我作序，那时候她
的诗还青涩，我写道：“那时候，她写
的诗很孤单很嫩绿， 因为她不懂她
自己就是一首诗；现在，当读者和冬
青觉得陌生时， 却可以读读她的诗
了……”

后来我调到《中国海员》杂志当主
编， 冬青也离开航道局到建设银行当
通讯工程师。 没料到数年后她的诗歌

突然升腾，诗作时不时发表在名刊上。

我请七八个报友聚餐暨 “冬青诗歌朗
诵会”。 我们拿出了冬青的诗一一朗
诵，饭店里没有配乐，我们也没有受过
朗诵的专门训练，然而，这是纯民间的
“个诵”，冬青的眼睛湿润了。

又过了数年，冬青相继出版了诗
集《矮小的幸福》《冬青诗选》《大海究
竟有多老》，她先后加入上海作协（为
协会理事），中国作协。2015年《冬青
诗选》获得上海作协年度作品奖。 在
首届中国网络诗人高级研修班上，她
当上了副班长。 2016年上海举办了
《女诗人冬青的诗与摄影人光影里的
上海映像》展览会。 2017年，冬青获
得了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 2020

年，冬青获得上海诗歌节“人类同心
共抗疫情”诗歌征集比赛一等奖……

她的诗歌收入 《中国年度优秀诗歌》

《海上诗人三十家》 等多种年选和选
集。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认定：冬
青正值创作成熟旺盛时期。

我向冬青道喜。她坦诚道：我创作
的诗歌不是很多， 有时候一个星期都
写不出一首来，磨啊磨啊，改啊改啊，

每一首诗都殚精竭虑，反复推敲，我自

己不满意是不会拿出去的。 在一个诗
歌创作讨论会上，冬青坦诚：我试图在
诗歌里运用更有张力的语言， 用隐含
的哲思抵御现实生活中的孤独和我偶
尔的脆弱，我以担当、包容抗拒平淡的
生活，以心为诗，以命为诗。

“以命为诗！ ”好一个彻头彻尾
的诗痴。

去年上半年的一天， 斌斌突然
打电话来： 我发现冬青以前每天步
行一万步，如今没有步数了，难道这
个功能让她删了？ 我打电话给冬青，

冬青说最近老是咳嗽，发不出声。 过
了几个星期，我又打电话给冬青：咳
嗽好点了吗？ 她嗓音沙哑，说：越咳
越厉害了，痰里有血。 我心头一揪。

打那以后，我不敢轻易打电话给她，

因为她说话已经非常吃力， 唯一能
联络的只有手机短信了。 我抽空专
门为她画了一幅纸本油画 《明烛纸
船 》，寓意烧纸船送瘟神 ，驱赶她周
围飘忽的病魔。 事后才知晓，冬青的
毛病很严重了， 她的肺里和骨头里
都有癌细胞转移，晚期……

接下来，不得不接受化疗，她当
然不能写诗了， 她不见任何亲朋好

友，连微信都很少回复了。 我到江苏
溱湖去度假， 采集了一把红色的植
物种子，然后拍了视频发给冬青：这
是什么种子？ 冬青回复：相思豆？ 红
豆思南国？ 我回答： 冬青树的种子
呀，冬青树是绿色的，可它的种子是
大红大红的。 我一心想分散她的注
意力，减缓她的疼痛，还她原本豁达
舒坦的心境。

今年 2 月 10 日下午， 我又旁
敲侧击给冬青发条微信：冬子，胃口
好吗？要不要给你捎点吃的去？过了
两个小时，她回复 ：谢谢头费心 ，暂
时不要了。 我全然不知冬青离她的
“终点站”还剩 4 天，这两条短信竟
然是我们最后的交往。

冬青是眷恋这个世界的， 她在
《与女儿书》 诗中写道：“百年后，请
你把我种回土里， 随便我长成什么
模样，你不要介意 ，看见草长莺飞 ，

便是我犀玉满头， 丹枫白露年年都
是，你应该宽慰……”我为冬青写过
一篇文章， 题目是 《冬天都常青的
树》，没想到她没有熬过这个寒冷的
冬天，凋谢了。 也许，也许她要把自
己这棵冬青树种到天国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