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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边上

岐黄密码岐黄密码
英国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在其著

述《新工具》中提出，科学力图“按照宇宙

的尺度”而非“按照人的尺度”来看待世

界；相反，艺术的根本使命是按照人的尺

度来感知万物，认识世界，表达思想。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特聘教授

杨志凌创作的《岐黄密码》纸本水性壁

画，落成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推拿针灸

学院一楼大厅，以中国哲学为阐释依

据，在人类文明的视野下，用当代艺术

语言阐释中国哲学和中医文化，正是

“按照宇宙的尺度”来探寻人体密码。

步入大厅，但见满壁缤纷，顿生

“罗幕遮香，柳外秋千出画墙”之感，颜

色的冲击力极强。

《说文解字》对颜色的释义为：“颜，

眉之间也；色，颜之气也。”可见，颜色的

原义指人的身心状况，谓之“心达于气，

气达于眉间”。《道德经》云：“五色令人

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即警示后人沉迷

感官享乐必然受其“反噬”而致身心受

损。不知从何时起，颜色从人们的面颊

间“离家出走”，转而关注世间的旖旎缤

纷，而我们也愈加沉醉于人间的春秋景

象，逐渐开始忽略自己眉宇间的“颜色

憔悴”了。《岐黄密码》这幅作品外形绚

丽，以原色叠加、五色互见喻指万物周

而复始、变幻莫测，作者在此自觉地承

担起了还原“颜色”本意的使命。

传统方位与色彩、味道、人体均有对

应，《黄帝内经》即指出：东、南、中、西、北

分属青、赤、黄、白、黑五色。《岐黄密码》

以红、黄、蓝、黑及留白的方式，以“五色”

对应“五脏”，以五色叠加的中间色和色

彩渗化所形成的色痕变化，寓意中医视

角下人体各器官之间的复杂变化，作者

试图通过对斑斓色彩的经营，吸引甚或

诱导观者关注中医的生命之道。

静观画作，则点面辉映，生“月下

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的化外之境，得

见形与态。

作品以“星”和“云”的符号表征构

成画面基本形态。星在远处，云趋近

前，星为点状布局，亦呈日月同辉之

像，云为线面交织，亦呈缤纷斑斓之

状。作品以剪贴的北斗七星暗合斗转

星移、四季更替的现象，以东、西两壁

绵延的山水意象叙述东海至昆仑山的

壮美篇章，以星空、云彩的交汇融合揭

示人体的生命律变。

由于壁画需要依附于建筑或墙体，

传统壁画多以丝麻加细泥做底，在墙面

上直接绘制。随着新技术的兴起，玻璃

钢、金属、陶瓷、玻璃等“硬性”材质由于

便于直接镶入建筑墙面，遂成为现代壁

画的常见形式。前者具有绘画的直观

性，后者便于保存、维护、拆迁。

作者在创作中独辟蹊径，选择以

草为材料的纸本作为载体。草既是纸

张的主要原材料，又同是中药的核心

成分，“本草”和“纸本”在物质源头上

同属于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晋代傅咸

《纸赋》云：“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

有则，体洁性真。”此画正是以“体洁性

真”的纸张勾画岐黄变幻的寓意和图

像，以“柔弱胜刚强”的理念缓解钢筋

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的某种缺憾，

营造出温润祥和的景观气氛。

由于纸本绘画的调和剂为水，水的

流淌痕迹所形成的意象图像吻合大自

然水气运行的自然规律；而在自然的流

淌边界，作者以火灼焚，形成对自然感

的终结，寓意“人间烟火”对自然现象的

参与和局部改观，也暗合着“水火者，阴

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创作者大胆舍弃了现代壁画中浮

雕、金属、重彩等厚重优势，同时放弃

了传统壁画的叙事化特征，立足于物

化自然的信念，单取原色的渗化叠加

和意象思维，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构

建出全新的空间。

苏轼认为，绘画存在“常形”与“常

理”的分野，“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

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

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

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对于大

众而言，具有常形的模拟性绘画颇受

青睐，而意象、抽象式暗合“常理”的作

品往往不被理解和接受。作为一次有

益的尝试，《岐黄密码》传达出作者深

邃的思想意趣，体现了“合于天造，厌

于人意”的理想期待，其短期未必能被

更多的人理解，但长远来看，或许将是

公共艺术的一个创新方向。

（作者单位系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何卫平何卫平

我居然又一次梦见了小时候。

我扯着串满糖纸蝴蝶的绳线在

风中奔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梦里

全是花花绿绿的蝴蝶，它们快乐地飞

向我。梦里，我笑出了声。

小时候盼过年，最盼望的不是穿

新衣和放鞭炮。过年难得买一次新

衣，父母却从不征求我的意见，也不

带我一起上县城试穿。新衣必然是

红色，款式也未必是自己喜欢的，便

不太期盼。放鞭炮是男孩的游戏，我

胆子太小，玩儿不来。

我最盼望的是吃糖果，美丽的

糖纸是美丽的诱惑，糖纸包裹着的

糖是什么滋味呢？那时对幸福的理

解就是天天有糖吃，尝尽所有甜蜜

滋味。每次吃完糖，糖纸是绝不会

扔掉的。小时候，唯有过年，我才有

机会积攒很多糖纸。如果不是逢年

过节，不是亲戚家有嫁娶喜事，糖果

是很难一见的。积攒到的一张张色

彩绚丽的糖纸，就是幸福的余味和

证据。

每次吃糖的时候，我都小心翼翼

地剥开，唯恐弄坏糖纸。有些糖变潮

了，黏在糖纸上，我只得把它放在温

水里浸泡一会儿，用小刷子轻轻擦去

黏着的地方，再用玻璃片把折皱压

平，然后夹进课本里。记忆中的那些

糖纸漂亮极了，图案栩栩如生，颜色

五彩斑斓。收集的糖纸部分成为我

的书签，大多数被我折叠成了漂亮的

糖纸蝴蝶。

折叠好的糖纸蝴蝶，我用针线穿

过中间的位置，把它们一串串地挂起

来，挂在我的木格子窗上。等待风

起，“蝴蝶”在我的窗前飞舞，年少的

心事也随风飘荡。

与我同龄的许多女孩都有这个

嗜好。我很清晰地记得，有一个与

我很要好的女孩，她家住在山脚下，

家里很穷，房子很破，但她喜欢把自

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房子收拾得

干干净净。她的房间与我的房间一

样，飘飞着许多花花绿绿的糖纸蝴

蝶。我们常在周末聚在一块，一起

在蝴蝶窗下交换各自收集的糖纸，

一起折糖纸蝴蝶，分享一些小女孩

的悄悄话。

糖纸蝴蝶装饰了我们的友谊，也

装饰着我们共同的梦。我们都希望

将来的自己也能如真正的蝴蝶那样，

飞在澄净的蓝天里。后来，这个女孩

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了服装设计这

条路，她负责公司的橱窗设计，到全

国各地宣传和指导橱窗陈列。她破

茧而出，终于拥有了蝴蝶的翅膀。而

我，成了一个给孩子织梦的人，用手

中的粉笔、心底的爱为孩子织梦，我

与时光一起见证孩子的成长，看着他

们破茧成蝶。

采一瓣此时的月光，藏一帘昨日

的幽梦，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年少时

的糖纸蝴蝶依然在梦里翩飞。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蕉岭县上村

小学）

物语

糖纸蝴蝶入梦来
□丘艳荣

藏在针脚里的深情
□魏兰娇

天，骤然变冷，甚至来不及取出

冬衣抵御突如其来的寒风冷雨。我

在衣柜里胡乱翻找，不经意间一瞟，

不禁眼底一热，思绪拉得很长。

那年冬天，我同样在衣柜里找衣

服，却发现一件羽绒服的里衬裂了很

长一条口子。我说扔了算了，母亲说

那多可惜，缝补一下就可以穿。我拗

不过她，只好由着她去，心里想：愿意

缝就缝吧，反正我也不会穿。心里更

是暗笑她的迂腐。

母亲取来老花镜，让我帮她穿

针，我心里自然一百个不情愿。窗外

寒风肆虐，我蜷缩在沙发一隅，根本

不愿挪动，更不用说伸出手去穿针。

“我近视咧！”我小声嘀咕着。

“戴眼镜啊。”母亲柔和的语气里

却有不可违逆的意味。

我不敢再说，穿好针线递给她。

那是没有空调、没有火炉的房子，我坐

在那里，尽管身上裹着毛毯，还是觉得

脊背一阵一阵的凉。母亲却似丝毫觉

察不到寒意，从容地调整眼睛和针的

距离，时而停歇凝视，时而上下翻飞。

我看得认真，也看得虔诚。

李白诗云“素手抽针冷，那堪把

剪刀”，我的手不能称之为“素手”，母

亲的手就更不是了。一双粗糙而皴

裂的手，每逢冬天就布满了茧子，裂

口也是纵横交错。那是整日在冷水

中浸泡的手，那是见证风霜和岁月斑

驳的手，那也是曾经轻抚我脸颊、拍

我入眠的手……看着看着，我走了

神，冰凉的空气竟然潮湿了眼角。

母亲坐在那里，安之若素，笑纹

如花，用心为女儿缝补着那个裂口，

就像在缝合一个美丽的梦。

冬夜固然是冷的，冷得让人不

堪，但寒冷背后又是一片令人温暖。

这密密的针脚之间，又藏有那样绵长

的爱意。我想，这应该才是冬天最美

的画面吧！

朋友发来微信说，明天更冷了，

要多穿衣。我心头一暖，回复他说：

不怕，母亲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御寒的

棉衣。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公安县斗湖

堤小学）

孝子也是“骗子”
□周云龙

老孙，50 后，乡村教师。年近

退休了，他却忙个不停。家有九旬

老母，他每天帮她穿衣服、脱衣服、

洗脸、洗脚，隔三岔五还要洗头、剪

指甲……像服侍一个9岁孩子那样。

老孙从教 40 多年，远近闻名的

却是他的家庭角色：孝子。一边身

教，一边言传，老孙现在给学生上的

就是思想品德课。

老孙的母亲年轻时，忙农活，织

渔网，样样在行。10 多年前，老伴去

世，她和儿子媳妇住到一起。后来，

儿媳到城里帮着带孩子，儿子便成了

她唯一的依靠。本来，老孙也可以时

不时地跑到省城去，但他却一直陪在

老母身边，一丝不敢怠慢。

别人都说老孙是个孝子，我看，

他是一个“骗子”。

孙奶奶年纪大了，脾气也大了，

吃饭开始挑食。平时桌上有肉都不

伸筷子，借口是牙不好。老孙觉得

“难买老来瘦”，但也要注意营养均

衡。他知道母亲爱吃黄豆，就尝试将

肉块切成黄豆大小的肉粒，加上老人

最爱吃的洋葱一起翻炒，告诉母亲是

洋葱炒黄豆。孙奶奶开开心心地吃

了许多“豆”。

孙奶奶过去手脚麻利，老了以

后越来越懒得动了，天一冷，早上还

赖床。动得少，消耗小，吃得少，老

孙觉得不能这么恶性循环，他开始

劝说母亲多到外面走动走动。一

天，老孙拿着体检报告回家，故意作

垂头丧气状。孙奶奶发现有些不对

劲，老孙就顺水推舟，忽悠母亲说，

刚刚查出重度脂肪肝（其实只是轻

度），而且加重语气说，医生建议每

天饭后必须散步半小时。孙奶奶当

然希望儿子听医生的，而且自告奋

勇：“我陪你！”老孙暗自得意，他的

“骗术”又一次得逞。

儿子平时学校有课，老母亲一个

人待在家里，说话的人都没有，很容

易闷出病来。老孙劝说母亲多去女

儿家串串门，而母亲每次最多待个一

天两天就急着要回来，“骗”不了，

“哄”不住。后来，老孙发现母亲是想

在家里多陪陪父亲，家里供着他生前

的照片。

老孙就要离开他心爱的讲台了，

本来他可以潇潇洒洒进城，享受儿孙

绕膝的天伦之乐。而现在，他退也不

能休，接下来还有“乡村一课”：陪母

亲。孙奶奶耳聪目明，老孙已经做好

继续斗智斗勇的心理准备了。

（作者单位系江苏电视台教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