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定价：135.00 元 零售价格：3.00 元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 质检电话：010-65369738

w e n h u a
2017年12月6日 让教师诗意地栖居16版

主编：金锐 电话：010-82296735 投稿邮箱：zgjsbjssh@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负暄琐话

《毛诗》与《毛诗图》
□包光潜

□石素敏

人生边上

《秋日山河》 北京师范大学承德附属学校 王春莹
我的
画廊

我是风儿你是沙我是风儿你是沙

吟游

太湖观云
□刘 强

咏桃

万朵千姿色艳浓，嫣然野陌笑春风。
冶容常惹群蜂醉，薄命偏教满树红。
堪叹渊明寻梦远，可嘉崔护用情隆。
今人不觅桃源路，只为身居画境中。

咏荷

淡淡幽香惹梦萦，随风入夜伴蛙声。
一塘静溢清廉气，百世芳留高洁名。
出水叶擎千顶盖，连心丝系万家情。
芬芳不染红尘浊，雨后亭亭更碧莹。

咏菊

篱边槛外绽花黄，晓梦醒时蕊染霜。
瘦影横秋摇冷月，余香抱蒂笑斜阳。
怡神一盏意何惬，傲世孤标品自芳。
陶令诗成三径后，高风千古入华章。

咏梅

胜日闲游到异乡，重来天露访梅娘。
情钟庾岭千枝白，梦染罗浮一段香。
玉骨未曾因雪瘦，娇颜依旧惹蜂狂。
凌寒独自先春发，不与群芳争紫黄。

（广东省开平市风采中学 司徒素柏）

三毛说：“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
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次像风一
样从父亲身边“刮”过，我脚步很轻，心却
很沉，里面满是父亲为我飘落的那些沙。

那天，我刚进门，父亲就兴冲冲地过
来向我报告：“看，朱顶红！”那神情就像
一个得了满分的孩子期待着老师的表
扬。我匆匆扫了一眼那素朴的小花，准
确地说只能算草——一个简陋的小瓦
盆，韭菜叶似的叶片不规矩地伸展着。
有什么可兴奋的呢？

“我记得你喜欢花儿啊。”父亲的眼
神暗淡了。

小时候，住在农村宽大的房子里，还
有一个大大的院落。窗台上是父亲精心
培养的盆栽，架子上开黄花的是丝瓜，院
子里成片的是蜀葵。虽然都是蜀葵，但
有多种颜色，黄的、红的、白的、粉的，应
有尽有；又有多个品种，单瓣的、复瓣的，

足以让我的童年五彩缤纷。我最喜欢掐
一朵玫红色复瓣的蜀葵簪在鬓边，美美
地照镜子，飘飘然地到人堆里炫耀，看小
伙伴们嫉妒得眼里冒火。父亲看我掐
花，一点儿也不心疼，总是呵呵笑着，说

“好看”。不知道是夸他的花，还是夸他
的女儿，谁让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呢！

母亲去世那年，院子西南角那棵分
杈的枣树也长得特别奇怪。一枝干巴巴
的一芽不发，另一枝却葱茏地昭示着生
命的存在。院子里的花无人侍弄，东倒
西歪，一片残败的景象，颓废的样子就像
只知道蹲在枣树下发呆的父亲。

给母亲看病欠了不少债，父亲微薄
的工资入不敷出，他便把我托付给外婆，
只身一人去哈尔滨打工。每次父亲给家
里寄钱来信，都说吃得好、住得好，还说
只是有些想我，并特别提到自己又侍弄
了一片花。有一次通电话，我问他冷不

冷，他说哈尔滨的雪下得可真厚，一次半
夜起来上厕所，发现厂房里水管冻裂了，
便举着手电蹚着水，用管钳修了一个多
小时才修好，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冷了。

他说着说着笑了，我听着听着却忍
不住哭了。水管冻裂了，那人呢？父亲
在家时就怕冷，一到冬天腿就难受，哈尔
滨天寒地冻，雪深数尺，父亲是怎么熬过
这长冬的呢？

花开花又谢，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
可父亲从哈尔滨回来后却坚持一个人
过。他说，孩子是人生中刮来的一阵风，
自己老了，不能给孩子添麻烦。

父亲血压高，颈椎病也严重，现在腿
疾也加重了，我连劝带威胁，他才答应来
城里跟我一起住。然而，总是一副惴惴
的样子，忙着买菜、做饭、打扫房间、收拾
碗筷。我说：“爸，你该享享福了，我来做
就好了。”谁知他一脸惊惶，以为自己做

错了什么，我也只好由着他忙活。
唉，父亲这一辈子！
又过了几日，我刚进门，父亲就小心

翼翼地跟过来，说：“看，花开了。”
果然，在那碧绿的叶片顶端，开出

两朵硕大的朱顶红花，像两个小喇叭，
颜色内黄外红，很是漂亮。怪不得父亲
每天又是松土，又是施肥，天天翘盼，视
若珍宝。

人生，总有许多沟坎需要跨越，把梦
想放在心底，岁月就会由碧绿长成金
黄。原来，父亲就是这样把朴素的日子
过得充满希望，美丽而又芬芳。

我走到花前，嗅一嗅花香，伸手摘下
一朵父亲的花，轻轻簪在鬓边。父亲呵
呵地笑了，说：“好看！”

也许，我只是父亲人生中刮来的一阵
风。但是，父亲真的是我心底的撒哈拉。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泊头市第四中学）

一首“太湖美”，难以道尽太湖的
诗情画意。

1995 年发行的“太湖”邮票，将太
湖的绮丽风光和人文美景浓缩在方寸
之间。小型张“包孕吴越”从大视角展
现太湖的烟波浩渺，正可谓“谁能胸贮
三万倾，我欲身游七十峰”。“鼋头春
涛”“蠡湖烟绿”“寄畅清秋”“梅园香
雪”则选取春夏秋冬不同角度展现太
湖的四季美景。我们常说的“烟雨江
南”，其实恰恰是因太湖孕育而成。湖
水映照下，山色似有似无，流云缥缥缈
缈，帆船星星点点，难怪白居易夜宿湖
中感慨不已：“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
山脚太湖心。”

最喜太湖边漫步观云。无数次，
我骑着单车在湖畔漫游，赏湖中美景，
观天上流云。不经意间，抬头看天，天
边悄悄地生起一团云。刚开始还细细
弱弱、丝丝缕缕，如同旧时农家升起的
炊烟，又像洗砚池晕染的一片片墨
团。涌起的云很快就聚合成一大团，
遮蔽西南，颜色也有层次地变化着，浅
灰白渐渐演绎成深灰色，再幻化为淡
墨色。夕阳投射，墨灰色的云团中，暗
红色的光线从密密厚厚的云层中射

出，五颜六色。云层慢慢运动着，或挤
压，或舒展，或聚合，或离散，“去留无
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自然就是艺术，云的变化千姿百
态，忽而散作一群兽，忽而聚似一座
山，忽而又垒起一栋房，如徐悲鸿笔下
的奔马，似刘海粟的黄山图卷，又似吴
冠中的“江村”画页。云映在湖里，恍
惚刚结束的围棋棋局，“一灯明暗覆吴
图”。停车静观深思，云图似乎有了历
史内涵，有时铺陈为吴越争霸的古战
场场景，有时点化为范蠡太湖泛舟的
情景，甚至隐约呈现要离刺庆忌的紧
张画面。

“太湖绝佳处”的鼋头渚有处碑刻
“横云”，点明太湖观云的妙味。宋代
诗人王禹偁游太湖洞庭山的名诗也没
忘记“云”的意趣：“吴山无此秀，乘暇
一游之。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

平看月上早，远览鸟归迟。近古谁真
赏，白云应得知。”

即使风暴来临前夕，太湖的云也不
会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伴
随着雷声滚滚，云移动的步伐快了些，
色彩也暗黑了些，但它依然不是威严
的、狂暴的。这点不像海上的云那样迅
烈，也不像山里的云那般狞厉，太湖边
的云在湖水滋润下，是柔和的、璀璨的。

水汽氤氲，夕阳斜照，太湖边便可
以欣赏到彩虹。彩虹也是疏朗的，不
是气贯长虹，而是若有若无，就像刚学
绘画的儿童用水彩笔在宣纸上轻轻划
过，也如江南女子水汪汪的明眸上浅
浅淡淡的柳叶眉。朋友圈晒彩虹、晒
流云，引来点赞一片，我的心重新融入
蓝天白云，我的眼重新认识彩虹流萤。

拍下了数不清的太湖云，闲时便
翻出来浏览。有机会，我总是走出户
外，漫步湖畔，攀登湖山，静观流云，让
自己的灵魂暂时驻足云端，摆脱世俗
的裹挟。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生活
在低处，灵魂在高处。

太湖之美，可养眼，可洗心。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锡山

高级中学）

《域外闲读》是作家朱小棣的第五部
随笔书话集，该书秉承了朱小棣的一贯
文风，呈献给读者多元的阅读思考。书
中含有“谁懂中国”“宝岛探幽”“文字百
味”几个分辑，作者大胆地对鲁迅、张爱
玲、毕淑敏、史铁生等近现代作家的作品
进行评论，或感或叹，必经事实，或长或
短，必经深思。全书共收录 58 篇文章，
每篇皆能抓住所读书目的趣味点，据实
立论，精彩点评，成一家之言。

繁忙中翻看朱小棣的散文随笔，喧
嚣的世界似乎立刻安静下来。每读一篇
文章，浮躁的心就能镇定片刻，紧张的大
脑就会闲下来，看似闹中取静的《域外闲
读》，实在是“静品闲书，热话红尘”。

书 中 的 文 章 大 多 成 于 2014 年 和
2015年，是作者创作的成熟期和精神世
界的丰富期，读者可以随处体会到与书
籍对话、与智者对话的快感。有的文章
对经典作品进行重读和解读，使读者体
会到作者的精神成长。朱小棣的文章绝
不是心灵鸡汤，只期带来心灵的慰藉，也
不是臧否人物，只求带来阅读的快感，而
是“一个灵魂去寻找另一个灵魂”。文思
犀利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历史天空下
异彩缤纷、风格迥异的众生相。

可能是源于父辈的经历，也可能是
源于丰富的积累和阅历，近年来在中美
两种文化间游走的朱小棣对历史的点评
总是具有独特视角。《尘封书页岂等闲》
一文是这样开篇的：“历史有时让人震
惊，有时让人陶醉，更多的时候让人伤心
或莞尔。”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人性的深
度思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苏州“神
童”》一文中，肯定苏童文学成就的同时，
朱小棣又非常犀利地指出：“其实在我看
来，无论是先锋还是写实，他都鲜有突
破，只是比较会写，文字细腻且擅长于描
写女性心理。”接下来，他还对比了吴组
缃和苏童两位知名作家的发展瓶颈，“如
果说在主观意识上追求立意伟大是阻碍
吴组缃艺术发展的绊脚石，那么完全放
弃或者说丝毫没有这样的念头，恰恰是
苏童难以达到艺术高峰的根本原因之
一”。他甚至还引用苏童说他自己“是属
于喜欢东张西望一类的人”来作为进一
步佐证。

朱小棣不仅关注历史，也喜欢流行。
《域外闲读》收录了多篇对当下媒体人著
作的点评，其中一篇是《何谓与卓越同
行》。该书是凤凰卫视女主播吴小莉对6
位商界领袖的访谈，恰好我也刚刚看过这
本书，尚沉浸在对书中采访的6位商界领
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激情澎湃中，而朱小
棣的几句客观点评却醍醐灌顶：“尽管书
中人物个个精彩卓越，但当今中国社会偏
重于认可商界精英为卓越，其实是大可值
得反思的。正如老子所云，‘天下皆知美
之为美，斯恶矣’。”由他的文字，我又读到
了敏锐、坦诚和良知。

如此，怎能不喜欢朱小棣的文章，继
而喜欢上作者本人呢？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实验中学）

《诗经》有许多种版本，汉代就有齐、
鲁、韩、毛四家，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
姓氏。其中，齐、鲁、韩三家为主流所推
崇，而毛诗多在民间流传。到了东汉，读
书人渐渐热衷于毛诗，而疏远了主流推
崇的齐、鲁、韩三家；宋代以后，齐、鲁、韩
三家的版本竟然渐渐失传了。因此，我
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其实是当时民间
流行的一种版本，即毛诗流派之一。

毛诗之毛有二，一是鲁国毛亨，二是
赵国毛苌。三国时期的陆机在《毛诗草
木鸟兽虫鱼疏》中记载：“孔子删书授卜
商，卜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
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
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人毛亨，
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
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毛亨为了躲避

“焚书坑儒”的流毒，走上了逃亡之路，经
过艰苦跋涉，最终定居在武垣县北部。
逃亡的路途中，毛亨一边熟记《诗经》，一
边腹稿《诗故训传》，成书后便传于侄儿
毛苌。后来，学术风气渐渐明朗，毛苌开
始设馆讲学，主要内容即为毛诗。

魏晋以后，毛诗成为许多画家的创
作素材，明代画家周臣的《毛诗图》即是
代表作。时值暮秋，寒意渐生，村舍水畔
的大树已然落光了叶子，但繁枝依然生
机暗藏，迎纳暖阳，水鸟毫无顾忌地嬉戏
于村头池塘，波光粼粼、栅影闪烁。乡民
纷纷涌向村头，奔走相奔，喜形于色——
原来他们在村头围观斗鸡。两只品貌精
美的斗鸡怒目而视，展开针锋相对的生
死决斗，它们的血腥搏杀换来了乡民的
阵阵欢笑。这是中原地区最古老的一种
娱乐形式，虽然缺乏博爱情怀，却也形成
了一种文化，沿袭至今，经久不衰。

此图取意毛诗，画面质朴古拙，描
绘了乡民秋收后闲适、散淡的生活情
景，再现了周代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
业的田园风光。我想，乾隆皇帝看到这
幅画的时候，心里一定暗下定决心，要把
大清天下治理得如同《毛诗图》一般。于
是，他挥毫题诗、加印，藏于“三希堂”，以
示高拔。诗曰：“东郭接西邻，姓惟朱与
陈。相逢皆至戚，不拟唤嘉宾。谷贱难
犹喜，糯收酒亦醇。每图优雅意，真弗愧
周臣。”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池州市秋浦西
路杏花村中学）

阅读时光

热话红尘
□任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