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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稿
的
记
忆

李
广
春

从结绳纪
事 到 甲 骨 刻
文， 再到竹简
刻文、 纸张书
写， 人类的文
化传承得以不
绝如缕。 从刀
刻到笔写 ，从
毛笔到自来水
笔， 再到圆珠
笔， 书写工具
的革命， 使得
文化传播速度
与日俱增。 书
写革命在信息
化的今天 ，纸
和笔逐渐被键
盘 和 屏 幕 取
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作家们自然也纷纷放下手中的
笔，改用电脑书写。 不像以往，文章起
头不满意，撕了揉成一团扔在一边，再
去苦思冥想，不行撕了重来。现在删除
键一按即可重来，真是方便快捷。

说这些主要是想起了前些时候
王干的《汪曾祺十二讲》新书首发式，

活动在汪曾祺纪念馆举办，文人雅士
聚集，嘉宾学者的致辞变调为学术研
讨，要言不烦，新意纷呈。 把首发式推
向高潮的是王干把珍藏多年的手稿
捐赠给汪曾祺纪念馆。 他的《除夕》手
稿上有汪老的手记， 在手稿空格处，

既有汪老肯定的批语，也有认为需要
商榷的眉批， 更有认为不妥的建议，

一个文学前辈对后学的奖掖提携之
情，通过娟秀的文字跃然纸上。 王干
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
好者，将习作寄给汪老，汪老不但看
了，而且看得很认真，还在文稿旁边
悉心批注，大有“玉不琢不成器”的诲
人不倦古风。 今天还会有这样美好故
事发生吗？

《除夕》是王干上世纪 80年代初
的习作，眨眼间已 40年，泛黄的手稿
仍清晰地记载着那个年代文坛的盛
况。 诗歌、小说、散文等一切文艺作品
受到热捧，老一辈复出抓紧写，小字
辈模仿学着写， 同辈的较劲比着写，

一个文学的春天就这样来临。 这份泛
黄的手稿弥足珍贵，它承载了太多的
历史信息，可以唤起我们对生机勃勃
历史的记忆，可以想见文学前辈对后
生无私帮助的高尚形象，可以鉴赏文
章书法兼佳的艺术作品。

在短信替代书信的今天， 我们的
文学爱好者还能否有幸像王干那样，

得到前辈的亲自批注指点， 这个姑且
不论。 我好奇的是电脑批注修改的痕
迹怎样展览？用手机截屏打印出来，还
是用电脑播放出来？依我的孤陋寡闻，

好像还未见过。王干将手稿保存至今，

应该是以此寄托对汪老等文学前辈的
敬重之情。一份手稿，记录了素不相识
的两代文学人的精神交往， 传递了汪
老“人间送小温”的一贯精神追求，昭
示了文坛不绝如缕的精神传承。

这份手稿的捐赠，在无纸化写作
的今天，见证了那个年代笔耕不辍的
历史，是非成败尽在其中、悲欢聚散
可见一斑。 回不去的历史，挡不住的
趋势，在无纸化写作的今天，那些文
坛大家为后辈修改的文稿怎样传承、

又如何示人？ 王干手稿就显得格外有
标本意义了。 好在船到桥头自然直，

车到山前必有路， 想想自结绳记事、

竹简刻字、 雕版印刷一直发展到今
天，心中也就坦然了。 好东西能不能
留历史说了算， 怎么保留技术是关
键， 留下来怎么用还是由人民来决
定。 物以稀为贵，食多无滋味，留几个
文学手稿作为膜拜已就够了。

泉水自心中流过
林 莽

与黄胜相识是因为画 ，辛

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 他希望

我参加他策划、 上海文联主办

的全国文化名人书画展。 我对

辛亥革命确有感受， 曾写过一

首名为 《如果我生活在一百年

前的 中国———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诗。 我的画表现的

则是： 从一个书生的窗口望出

去，布满乌云的天空中，透出了

一线太阳火红的光亮。 画意是

有了，但技法也许是不足的，但

黄胜接受了拙作。

我之所以谈及这件往事，是

想说，艺术的根本是有意味的形

式，构成一件艺术作品的是生命

经验和文化经验的结合，再用某

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凡是有共

同经验的人都会从中得到应有

的感受与发现。 绘画和诗歌以及

其他艺术，都是共通的。

只有意味，没有恰当的外在

形式， 还构不成一件好的艺术

品，只有外在形式，没有真切内

在的生命体验也不会是一件好

的艺术品。

黄胜是个画家，南方油画山

水画派成员，可以任意挥写他的

山水风景， 寄托他的山水情怀，

而山水诗是他文字的风景。他的

山水诗沿袭了东晋山水诗派的

气息，淡泊，空灵，山有精神，水

有哲思，灵动旷远。不得不说，用

画家的眼睛看世界， 在绘画之

余，再用文字、用诗记下自己的

生命体会和文化认知，颇让我们

羡慕，像我们的前人一样，让生

命沉浸在诗书画印的艺术氛围

之中。

他写柔韧而委婉的流水江

南，黛瓦粉墙，蕉荫扶苏，那是与

他的生命同时存在着的故土。 在

这片土地上， 有着他的过去、现

在与无尽的生命情感的生长点。

它们在繁复的交汇中构建了一

个有文化魅力的生命个体。

他写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许多细微之处发现诗意，有时

诗人就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点

滴中与他所在的时代发生了必

然的联系，于是诗歌记录下一代

又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和情感脉

络。 这些记录也连接着过去、现

在与未来。

他写亲身体验过的那些有

韵味的土地，写世界各地的异域

风光，在这些作品中有着一个画

家的专业眼光和独特发现。

他写自己有深入体会和认知

的画家、艺术家以及他们流传千

古的伟大作品。

他写心中隐秘的情感，他写

爱、思索，相近与疏离。

他的诗是丰富的，是多维度

的，是多取向的。 我最赞赏这本

诗集中最后一部分：远山的雪正

在消融。

这是一组关于雪的组诗。 诗

中有一种潜在的情感弥漫其中，

它不确定，它时隐时现。 它如同

所写的雪一样，覆盖着，弥漫着，

轻盈中的存在，无处不在中的相

依与怀想。 它到底是什么，它是

谁， 它与作者之间发生了什么？

诗有时就是在这样的悬疑与不

确定中发生的，它引发我们的想

象， 引发我们的内心隐密地再

现，它就如同我们所熟知的温润

的雪一样，在我们的阅读中任意

地挥洒与飘荡。

我想说它是一组有真意、可

细品的抒情之作， 它是一组语言

灵动的、 充满个人情感的优秀组

诗。 但后来看到他画的不少优美

的山水雪景油画，才恍然大悟，原

来雪是他艺术创作倾心的题材和

对象，诗只是另一单元的表达。

诗歌是语言和情感的艺

术 ，语言到位 ，情感真切 ，就会

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听泉》这

本诗集中有不少值得认真阅读

的好作品。

祝贺黄胜诗集的出版，希望看

到他更多的好诗。 是为序。

（本文为诗人黄胜诗集 《听
泉》序）

花里春秋
钱红莉

芒种后，一日热似一日。 清

晨开窗，鸟鸣之声，寥寂寡合，仿

佛欲言又止， 始终懒懒恹恹的。

万物似都提不起精神。

夜幕下，喜欢枯坐无人风口，

远处一盏地灯，弱弱亮着。我们的

身体，抑或精神，大约是需要歇夏

的吧。 自然界中，唯花花朵朵，兴

兴头头开着。 这无穷无尽热烈奔

放的天性，颇为感染人。

屋后山坡上，一丛又一丛夹

竹桃，万花怒放……白衣胜雪的

白。 夹竹桃的花， 还是白色的

好———远望 ，雾气袅袅 ，如白丁

香开在细雨中， 恰好一阵风过，

微微晃动，梦一样的质地。

其次是蜀葵，广布于小区底

楼庭院旁，一株株挺立着，不分

叉。 蜀葵的气质，近于舞者，长身

玉立，有着天鹅颈。 然而，世间物

事总逃不了二律背反原则。 蜀葵

如此好身段，开出的花，却不尽

人意，颇为俗气了：暗红、浅红、桃

红、紫红、粉红……红颜料泼翻，

独缺洁白色系。 各样浓烈的红

花，犹如上上下下被按了多只喇

叭，一声声嘶鸣着，热啊热啊热

啊……酷似大红裙女子， 走哪

儿，自带一阵薰风，简直大白天

点灯。

酷夏时节， 红色系衣服，不

太合宜，无论男女，不仅热，还额

外显出呆傻之气。 小区广场舞的

红扇子除外。

继续说花。

整个夏日，金银花始终幽秀

低徊， 像一个人辗转细腻的心

思，敏感，纤巧，素淡，又长情，永

远开下去，一直开到初秋。

然而， 比金银花更加长情

的，还数复瓣栀子。

有人看栀子花，村气 ，嫌其

香气浓烈，我则以为亲民。 栀子

花的香气里，始终有一份与生俱

来的大老实，也是一种稀世的趋

真精神。 年年端午前后，栀子迎

来花期，热烈又真挚，不分黑夜

白昼地开。

栀子最美的状态，当数含苞

待放蓓蕾期，像春风少年，世间

的一切都是簇新多姿的，蓓蕾鼓

涨着，随时蓬勃而出。 这青白相

间的蓓蕾， 被莲花状青柄托起，

顺时针旋着的，一瓣一瓣紧密相

连心手相牵。

栀子蓓蕾的香里，是泉水调

蜜的气息，淡淡复浅浅，月光一

样柔软，小鹿一般怜爱。 待整个

花朵张开， 香气馥郁起来了，有

酒至微醺之感， 待沐浴几日阳

光，花朵锈黄，枯了，落了。 个别

的，结一个两头尖的果实。 中药

里，被称之为“黄栀子”的，莫非就

是这种家常品种？ 在古代，黄栀

子可用来染衣。

这些年，去各地，见到各样

古朴的茶盏，总是爱不释手。 苦

于神经衰弱，不能饮茶———这些

茶盏就都一直寂寞地被关在书

柜里。 每年栀子花期，它们一齐

被排上了用场。

不能实用，何不审美？

黑釉茶碗，适合蓄养栀子花

苞。清水半碗，浮两三朵蓓蕾。黝

黑底子上，飞了一点青白，如国

画的留白，以少少胜多多。 甜香

气稍被水稀释些，浅淡若无。

有一只茶盏， 颇为拙朴，印

的是浮世绘， 日本大和时期女

子，云鬓高耸，脖颈颀长雪白，被

一袭黑和服包裹住……这样的

器物，适合喝一杯明前的西湖龙

井，恍惚活在了南宋。 可是，没有

西湖龙井，插一朵盛开的栀子花

吧，黑白配，极尽嵯峨之美。

南京作家黎戈曾赠我一只

玉杯，常年隔于书柜间，微微泛

了幽光。 这样的时节， 拿它出

来，注满清水，一朵栀子蓓蕾随

性斜靠于杯沿 ，空疏 ，简洁 ，遍

布寂静……搁窗台，望之良久，

像菩萨。 杯身刻有四字：平淡之

喜。 像禅语。

我们的一生，大多囿于困惑

迷茫、焦虑无奈、追念痛悔之中，

少有平淡、宁静时刻。

迷你型紫砂壶，也可用来蓄

养栀子花，最好带长枝，绿叶三

两片，配两朵白花，当清供，有宋

时案头山水的清气。

磨砂质地的茶宠里，也插一

朵栀子花，搁鞋柜上。 黄昏，身心

疲惫旋开家门， 一股暗香扑扑

来，像孩子的拥抱，末了，还在你

额上浅浅碰一下。

栀子花这样纯洁无邪的白

里，有一个幼童的向往。 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初期， 吾乡女子大

多拖着两条麻花辫。 清晨小河

边， 一朵朵白栀子在她们黑发

上跳动。 年老女性将花别在鬓

边， 姑娘们将花绑在辫梢或插

于辫根处。

幼童是混沌的，一日日置身

于山风月色之中， 却浑然不觉，

反倒一派漠漠然，非得隔了许多

年， 才会被一朵朵白栀子点燃，

仿佛短暂的童年都拥有着一生

的落日与晚霞。

置身城市，少有见落日、晚霞

的机会。 城市没有地平线可言。

夏日黄昏，有着木质的光线，

似叫人看得见纹理。

一次，我与孩子站在小区一

株高耸的合欢树下仰望———成

千上万羽状叶片渐收拢，露出一

线瘦天。 彼时，一大一小两人即

刻幻身为两条游鱼， 静置于河

底，河面为水草所覆盖而露出的

一点罅隙，安静而微妙。

翌日，熹微时分 ，合欢叶子

渐次舒展开。 重站树下，天空不

见了，唯余一地浓荫。 合欢花永

远开在枝巅， 喜欢压过叶子一

头。羽扇一样的花，天生不怕热，

烈日下开得欢洽， 有茸茸之美。

这些花花朵朵， 枝头停留三五

日，悄悄落下，比微风还轻。地下

堆积层层残花，由红渐黑，幻为

无形。

昨日，东北朋友发来两种我

不认识的花：山丁子、黄刺玫，一

白一黄，充满蓬勃的野气，令人

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