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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家司空图的论诗专

著《诗品二十四则·形容》中写道：

“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作曲家王

瑞谱写的古筝曲《海之波澜》正是

以书中独特的美学思想为源，结合

自身的经历与想法不断研究、探索

古筝的艺术情感表现张力，通过音

乐主题发展、音乐织体变化等创作

手法，抒发蕴含在作品中的情感。

当我初次听到这首曲子时，只觉得

自身与之共情共景，乐曲中既有海

鸥飞翔、浪涛拍岸的宏阔，又有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明朗。

司空图认为，事物姿态万千、

变化无穷，不论花草的神采秀韵，

还是大海的波浪翻滚、山峰的青石

嶙峋，都是大道的呈现，妙合着万

事万物融契无碍的禅理。描绘生

动的艺术形象不必拘泥于形似，而

要力求神似，要通过事物的表象去

把握内在的情性和精神境界。不

是描摹事物的表象，而是由浅入

深、由表及里，创造出反映事物本

质、含有至理的艺术形象。

在《海之波澜》的柔柔琴声中，

作曲家诉说着面朝大海与家乡告

别，笃定着乘风破浪般的孩时奋斗

的初衷，呢喃着迷茫失落时对远在

家乡亲人的思念和自己的孤独之

感，坚定着凭借坚毅和强大的内心

继续前行、勇往直前的勇气。乐曲

的音乐语言穿透我的心灵，仿佛作

曲家就在我的耳边低语，表达自己

对家乡的回忆和眷恋。

“形容”当然是一种人工的技

巧。司空图并不反对刻画，只是要

求这种刻画达到“天然工妙”，这就

是“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的含义。

作曲家在作品的构思和创作中，借

鉴并运用了这一美学观点：“海之

波澜，山之嶙峋”，山水自身并无情

感可言，只是情感表达和寄托的媒

介，通过对山水特点的客观形容呈

现想表达的某种特定情感、心绪、

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海之波澜》看

似是对客观事物表面现象的描写，

其实是借景抒情，通过对大海波涛

汹涌、风平浪静等状态的描绘，从

自身的主观情感角度出发，结合自

身经历向听众寄托、传达一种真实

的情感。

波澜是海的心事，《海之波澜》

的音乐旋律之间有横向的音乐线

条感，又有纵向的立体衬托感，二

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明镜一般无

边无际的海面。除了画面感强烈，

变化的音调之间也传达出情感浓

烈的意境之美。从一开始温暖而

使人陷入回忆的主题，慢慢深沉至

添加几分忧郁的色彩，直至变奏、

摇指的出现，使得酝酿的情感喷涌

而出。如果说一开始使人联想到

每一次与海的相遇，静静地坐在海

边聆听，那么音乐行进到后面而产

生的画面则是天色骤变，汹涌的海

水不断袭来，猛烈撞击和拍打礁

石。听着这翻滚不息的海浪，一次

又一次地积聚着力量，作曲家的所

有故事一一呈现——关于真诚、关

于热烈、关于寻找、关于梦想。

这片海承载着太多的感怀，诉

说着每个人的故事。有时动人，像

潺潺流水般浅吟低唱；有时绵延，像

露滴竹叶般泠泠作响。在一阵海浪

翻滚、急促雄壮的声音过后，音韵逐

渐平缓下来，好像海潮落去，月皎波

澄，沙洲人静。琴声如诉，所有最美

好的时光、最灿烂的风霜，都将回到

最初的模样——是在过尽千帆之

后，岁月把心迹澄净；是身隔沧海之

时，沉淀所有波澜壮阔。

海，总是有无穷魔力吸引着每

一个人。孩童时，期待每一年夏天

的到来，可以不顾一切奔向自由的

海边，阳光和沙滩构成了无限欢乐；

长大后，期待与冬天相遇，安静地坐

在海岸边，享受着大海平静而又充

满力量的抚慰。“海之波澜，山之嶙

峋”，我准备着深深领受那些意想不

到的奇迹，呢喃着诗性的絮语。

（作者单位系华中师范大学）

海之波澜海之波澜
□喻腾玉

人生边上

田野里芝麻花开了。

在生活中，芝麻是不引人注意的，

俗话把一些小事叫“芝麻粒儿大的

事”，可见它的卑微、渺小。但也许正

是因为小，母亲对它充满爱怜——手

抓一把芝麻粒儿，母亲半俯着身子，让

芝麻粒儿轻轻从手指缝里漏出来，落

到泥土里。母亲说，如果直起身，把芝

麻粒儿摔疼了，芝麻就不好长了。

芝麻粒儿破土而出，是一点一滴

的绿，迎着风儿一长，绿叶像小兔耳朵

似的，一对一对蹿出来，鲜绿、油亮，盎

然一片生机。芝麻苗蹿到一尺多高就

开花了，芝麻花小小的花朵藏在叶腋

里、躲在叶片下，素洁淡雅。它开一层

花，往上长一节，往上长一节，下面结

出芝麻梭，上面再开一层花。于是就

有了那句尽人皆知的歇后语：“芝麻开

花——节节高。”

芝麻于我有着无穷的情味。芝麻

长高以后，一地油绿碧翠，掩映着密密

匝匝的芝麻花。这时候，芝麻叶鲜嫩

而肥，我们便拿着小筐，掐取一些厚实

的叶片，回家轻轻揉搓，晾干后贮藏起

来，冬日里便是下杂面条的绝好配

料。芝麻花也有巧妙的用处。一天，

我的手腕上长了一个刺瘊，怎么也消

不下去。母亲知道了，要我每天采几

朵芝麻花，在刺瘊处揉搓揉搓，刺瘊过

了一段时间居然渐渐消失了。

秋天到了，芝麻叶自下而上层层

脱落，芝麻梭一天天黄起来。我们下

地割草就喜欢在芝麻地旁边蹭着，拣

熟的芝麻梭揪下来，一分两瓣，然后把

一瓣对着嘴，用指尖掰开，再猛地一

松，芝麻粒儿就弹进嘴里。如此往复，

边弹边嚼，不一会儿便满口浓香。这

时节，芝麻地里生长的马泡、香姑娘之

类小野果也成熟了，我们钻进芝麻地

里，寻找采摘一些甜甜的马泡、喷香的

香姑娘，就是余味无穷的小零食了。

芝麻收获了，割下来捆成一个个芝

麻捆，运回家放在场院里。芝麻捆相依

相对，“站立”成一片，好像等待检阅的

士兵。太阳一晒，芝麻梭裂开口，就可

以“磕芝麻”了。左手提着芝麻捆，右手

用棒槌一磕，芝麻粒儿就簌簌地落在早

已铺好的塑料布上。我们往往会迫不

及待地上前抓一把，吹去上面的浮叶，

捂进嘴里，大口大口嚼起来。

最期待的是晚上可以吃到焦馍。

磕芝麻完成后，母亲就走进厨房做焦

馍，先用芝麻和好面，揪成一个一个馍

剂子，放置在案板上醒一醒。待收拾好

锅灶，面也醒好了，父亲就开始烧火，母

亲也开始擀面。母亲把面擀得又圆又

薄，擀好后放进锅里烙。烙馍既不能大

火也不能小火——火大容易焦黑，火小

不易做熟。做焦馍最主要在熥，把烙好

的馍重新放进锅里，文火慢熥，边熥边

翻，直到熥得烙馍硬实起来，看上去好

像是一顶草帽似的。焦馍放凉了，母亲

给我们几个，让我们拿到院子里吃。月

光透过老枣树稀疏的枝叶筛下点点光

斑，老枣树上挂着的蝈蝈笼里，蝈蝈叫

得正欢，我们坐在树下的凉床上，“咔嚓

咔嚓”你掰一块我掰一块，然后“咯吱咯

吱”嚼起来，真是又香、又酥、又脆，那晚

的梦也会做得格外香甜。

种芝麻当然不愁吃芝麻香油。在

我的记忆里，有着芝麻香油滋润的日

子一直是香甜美好的。如今，又见芝

麻花开得热热闹闹，我们的日子也正

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攀高，越来越幸

福美好。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亳州市铁路小学）

芝麻花开芝麻花开
□李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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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

路上晴和雨
□王文正

一

我的故乡是鲁东南一个山地与丘

陵交错的地方，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

代，它属于强大的齐国，齐长城就修筑

在故乡的山地和丘陵间。自秦汉直至

魏晋南北朝，它以“琅琊”之名行于世，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乡就在这里；唐

时开始有“密州”之称，在北宋，它属于

京东东路密州府。熙宁七年（1074年）

九月，38岁的苏东坡卸杭州通判任，移

知密州，这是他第一次任地方长官。

多才多艺的苏东坡自然少不了对

密州风物的描写。比如那“奇秀不减

雁荡”的九仙山，比如那秋日出猎“千

骑卷平冈”的常山，比如那“碧连天，晚

云间”的马耳山。我的故乡就是马耳

山后的一个无名小村，在我生命的前

15 年里，每天一抬头就会看到一道屏

风似的马耳山，我看过他的春颜秋容，

看过他的朝云暮雨，也无数次登临它

的最高峰，俯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

庄，远眺这块苍凉的密州大地。那时，

我还不知道，900多年前有一个伟大的

诗人为它写下了无数的诗篇。

苏东坡从杭州到密州，900 多年

后，我从密州来到杭州求学，从此在这

里读书、工作、生活，杭州成为我的第

二故乡。

密州、杭州，这两个苏东坡任官的

地方，就这样成为我命定的乡愁。

2009 年，我用自行车把这两个地

方连接了起来。这一年秋天，我筹划

了近两个月的“千里单骑——东坡文

化之旅（杭州—密州）”正式启程。

从杭州苏堤南端的“苏东坡纪念

馆”出发，沿着东坡当年从杭州赴任密

州的线路，我一路骑行，经过湖州、苏

州、常州、润州（今镇江）、扬州、楚州

（今淮安）、海州（今连云港），最终返回

故乡，并于中秋节那天到达密州（今山

东诸城）的“超然台”——熙宁九年

（1076 年）的中秋节，苏东坡正是在这

里写下了他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

我所经过的江南文化重镇，无论

杭州、湖州、苏州，还是常州、润州、扬

州，都留下了无数与苏东坡有关的文

化遗迹；我的“东坡文化之旅”，虽然只

是对这些遗迹的匆匆一瞥，却是生命

中永难忘记的一次行旅。

此后数年，我东临登州，西进眉

州，北上定州，南下儋州，深入江南，三

访黄州，将东坡足迹所到之处逐个拜

访，同时参阅许多典籍资料，断断续续

完成了《不合时宜——东坡人文地图》

一书的写作。

二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与皓

首穷经的书斋学者式研究不同，苏东

坡于我而言，是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

灵的召唤，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

的追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中

国古代士人的求学途径，在他们眼里

这两者不可偏废。许多文人学士在年

轻时都有“壮游”的经历，他们在祖国

大地上一边游历，写下了无数的诗篇；

一边交游，留下了众多传奇的故事。

这些诗篇与故事，在今天都成为珍贵

的文化遗产。有些人尽管不曾像李白

杜甫那样专门游历，却也在入仕后像

苏东坡那样宦游各地，或赴任、或谪

居，在祖国大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文化，从来不只存在于书本中，

更存在于大地之上星罗棋布的城市

和乡村。有了先贤走过的足迹，有了

他们留下的诗篇，我们的旅行就不再

是单调的“观光”、浅薄的“到此一

游”，而是有了在同一空间中不同时

间的对话。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

壁”，苏东坡当然知道黄州赤壁不是周

瑜大败曹操的赤壁，所以他交代得很

清楚——人道是。那么，这个“人”是

谁呢？当然可能是黄州的随便什么

人，但更大的可能是晚唐诗人杜牧。

杜牧先于苏东坡 200多年到黄州任刺

史时，就借赤壁之名写下了名传千古

的吊古之作《赤壁》：“折戟沉沙铁未

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

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

川。黄州赤壁不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但并不妨碍杜牧、苏东坡借此抒发吊

古之情。而黄州，这个历史上穷乡僻

壤的江边小城，却由于苏东坡的贬谪

之祸而得福了——在苏东坡写出“大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纵一

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莫听穿林

打叶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等

一篇又一篇绝世之作后，黄州便成了

中国文人墨客心中的圣地，成了中原

地区的文化重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雄”，对我来说，长江从来就不仅是一

条江，还是古老中国的历史风韵和文

化乡愁，多少歌赋诗篇，多少风月江

山，多少遥深慨叹，多少浩瀚壮观。

那年秋日的一个黄昏，我站在横跨长

江的鄂黄大桥上，看大江东去，看夕

阳西下，看夕阳照红的江面上云帆点

点，看最后的余晖渐渐消失在东坡曾

经攀登过的鄂州西山，然后再看一轮

圆月把光辉从天宇洒向江面……浪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却淘不尽东坡的

千古风流，淘不尽我们对一颗文化巨

星的千年遥望。

我相信，这样亲临其境所获得的

思悟与感受，是枯坐书斋难以抵达的。

同样，亲临其地的“田野调查”，也会避

免一些学术上的谬误或“想当然耳”。

中国诗歌史上有著名的“尖叉”险

韵说，源自于苏东坡知守密州时写的

《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中，第一首

的最后两句“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

没有双尖”中的“马耳”指什么？有些

苏东坡诗文选集的译注者将其解释为

“马耳菜”，这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解

释。实际上，只要到过密州一带，就知

道有一座马耳山，是鲁东南的第一高

峰，其主峰双石并举，上插云霄，形如

马耳，因此被称为马耳山。冬日大雪

纷飞时，由于两座主峰峭壁千尺，再加

上北风劲吹，难以形成积雪，因此当大

雪遮蔽整个山体时，马耳山的两座主

峰依然不会被雪埋没，这正是“未随埋

没有双尖”的来历。马耳山在密州城

南，与超然台遥遥相对，唐代诗人萧颖

士就有《游马耳山》的诗作。

三

以往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注重作

家、作品以及时代背景介绍，在“时”与

“人”的要素上下了许多功夫，却常常忽

视了“地”这一空间要素。其实，由于古

代交通不便，人们出行困难，古人每到

一个新地方的新奇感远超今人，而每一

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气候环境也对文人

的创作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东坡自熙宁五年（1072年）底在

湖州与词人张先相识，受其影响开始正

式进行词的创作，在杭州期间其词风并

没有超出“婉约”一派的范围。然而，熙

宁七年（1074 年），当苏东坡离开江南

杭州到了北方的密州之后，其词风便迅

速开拓，诞生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和《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两

首标志着“豪放派”诞生的词作。同样，

尽管苏东坡常常在诗文中表达“人生如

梦”“人生如寄”的幻灭感，但“人之渺

小”这一哲学意义的真切感受与认识，

却是在他南渡儋州、身处大海之时：“天

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

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苏东坡从四川眉山出发，赴京（今

开封）赶考，此后或迁或谪，一直在宦

途飘荡，从凤翔到杭州，从密州到徐

州，更有湖州、颍州、扬州、定州、登州，

所谓“一生宦迹，为官八州”，其足迹几

乎遍及大宋江山，“问汝平生功业，黄

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贬谪之地也成为

苏东坡仕途中的伤痛与自嘲。今天，

东坡已作古千年，但他所到之地都已

成为人们珍视的旅游和文化资源。我

们有着苏东坡时代难以想象的交通便

利，当年按年月来计算的艰苦长旅，今

天只要数个小时即可抵达。然而，我

们在享受现代交通的便利之时，是否

还有像苏东坡那样丰富善感的心灵？

当我们每临一地，能否想到在千百年

前，那些我们喜爱的生命也曾经在这

里留下匆匆的背影和深长的叹息？

我相信，只有身在舟中，才能感

受苏东坡“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的少年憧憬；只有置身平山堂，才能

真正理解“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

无中”的淡远意境；只有徘徊在西湖

岸边，才能真切明白“淡妆浓抹总相

宜”的晴雨风致……文学的研究、作

家的研究，不仅需要用脑，还需要用

心、用足。即便不能相逢，也要走一

走他们走过的路；即便不能相拥，也

要吹一吹他们吹过的风。

《不合时宜——东坡人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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