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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到殡仪馆参加葬礼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了。
人死比天大，是一句俗语。意为这是最为迫切重要的

事。在乡村，只要死者家属上门磕头报丧，手头再忙也得放
下，恩怨再深也得解开。然后，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都
去帮忙办白事。在唢呐声和泪水里，自有一种深切的体恤和
温情。

在城市里感觉到的，却很不一样。
最近参加的是一个前辈的葬礼——只要时间允许，前辈

的葬礼，我总是会参加的。我和这位前辈交往很少，回想起
来，似乎从没有单独交谈过，只是偶尔在会上见面。犹记得
某次开会，我们一起坐车，我和他挨着，他看着窗外的街景，
突然问我：“澳门豆捞——小乔，豆捞是什么？”

待我细细地讲给他听，他便孩子般地恍然大悟：“真有意
思！”

他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两次。他戴着呼吸机，已经不
能讲话了。我说想给他送点儿书看，他摇摇头，用唇语告诉
我：看不动了。

这是曾经视文字为生命的人啊。
他去世之后，朋友圈刷爆了他的信息，很多人图文并茂

地回忆着他，怀念着他，也表达着没有去医院看望他的懊悔。
“应该去看的，就是忙啊忙……”
“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
说到底，其实还是觉得去看他这件事情并不重要。如果

是现任领导，恐怕早都纷纷赶去问候了——似乎有道德谴责
的嫌疑，其实我也一样。尽管心里一直惦记着去看他，可总
是把别的事情安排到这前面，推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担心成
为憾事，才赶忙去了医院。也因此，他去世之后，心里才稍感
安慰。

人世之浮伪，便是如此。
在这葬礼上，让我意外的是见到几位省外的朋友，有来

自上海，有来自广州，还有来自海南，都是闻讯专程而来。如
此场合，旧友相聚，悲欣交集。上海的朋友环顾着葬礼现场
的面容，边寻觅边天真地说：“谁谁谁不可能不来的呀，老人
家生前为他操了多少心啊。”

但是就是没见那个人来。那个人在微信上说，自己无奈
出差了。

忽然开始想象，自己如果死，哪些人会来，哪些人不会
来……当然，他们来不来根本无所谓。人死灯灭，万事不
知。只是在我这活人的矫情想象中，不由自主地有些矫情寒
意而已。所谓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年龄越大便越觉得，
说到底，世态还是炎得少，人情还是冷得多。

看韩剧《我的梦幻葬礼》，罹患癌症的女孩和追求她的男
孩聊天，说起一个去世的病友。男孩问她和病友的关系怎么
样，她说：“最多就是她死了，会去参加一下她的葬礼。”男孩
说这种程度算是亲的了。女孩问怎么就亲了？男孩说：“葬
礼可是唯一一个当事人不参加的活动。不是因为死者家属

才参加的，纯粹是因为和死者的缘分才参加的。也没有人让
你去。即使那样也会参加的话，我就觉得是很亲的了。”

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翻译出来的这些对话有些磕磕
巴巴，词不达意，但我觉得我懂了，因此允许我再用自己的习
惯来意译一下：因为作为当事人的死者不可能邀请你来参加
葬礼，你去参加了他也看不到，所以，在如此前提下，你还会
去参加那个人的葬礼，那你对逝者应该是很有情义了——亲
属除外。因家族情势和血脉渊源，葬礼对亲属有着某种必须
参加的强制性道德律。但对于亲属之外的朋友，则有着宽松
得多的自由度。而唯其如此，也才更能体现“尽心”二字。

又想起一件事：几年前，一个诗歌界的前辈在北京去世，
一个外省诗人听说之后，当即买票前往，一时之间没有买到
票，他坐在售票处的地上号啕大哭……这个诗人一直被人争
议，众说纷纭，总让我觉得惶惑。可这件事却让我对他有了
笃定的信任感。这样的人，再不好，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曾参加过一个笔会，在一段单调漫长的乡间路途上，导
游怕冷场，便很卖力地讲着荤段子逗人们乐。突然，转过一
道弯，迎面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司机便靠着路边，将车慢
慢停驻。车里的人们都沉默下来，年轻的小导游却还是在喋
喋不休地讲着，讲着。沉默的车厢里，反感的气氛越来越浓
厚，终于有人开口对她说：闭嘴！

——有一个人刚刚去世，正在被送往墓地。我们正和他
擦肩而过，即使不认识他，即使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的
一切，此时，也应该保持起码的静穆吧。

逝者已逝，没有知觉。可是活着的人，还是应该致敬。
因为我们都曾是生者，也都将成为逝者。

第一次到殡仪馆的时候，我曾惊诧于那里的喧闹。遗体
告别大厅，那么多正举行和待举行的仪式，那么多吊唁的人，
那么多悲恸的泪水……这是人生结束的地方。人们的服饰
都简单素净，黑白是最普遍的颜色，似乎意味着所有消减了
的俗世欲望。殡仪馆这个地方，让我无比明晰地看到，人生
就是一场茫茫大雪真干净，死亡就是最终的休眠和虚妄。

人生的底子，无非是自己那颗心。
要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3

□曲令敏

我新书的责编是个大美女，对文本和插图
的要求不是一般的唯美。用在前勒口的作者
像，不但要近照，还得生动活泼有精神，我传
了几张都没过关。平日里马马虎虎照镜子，
自我感觉还不曾“老态龙钟”，可人在单反镜
头前一晃，岂止是斑驳陆离！迎来送往数十
年，尊卑荣辱都是这张脸，过日子免不了推拉
伸挡，烟熏火燎，久经冲刷，这张脸早已是丘
壑纵横，分不清哪里是自心的阴暗，何处是岁
月的留痕……

于是，听从编辑的安排，化妆。鼓足勇
气去影楼。听话地套上旗袍，描眉画眼，平
生第一次，花钱买罪受，提腿伸脖子地各种
摆。好不容易拍完了，匆匆忙忙逃回家，不
由心里嘀咕：这把年纪了，又是腮红又是口
红，活脱老妖精一枚，印到书上还是我吗？
思来想去，还不如请朋友拍个素面朝天的
好。朋友选一家咖啡馆，谈笑风生，拍了多张，
这下子心里踏实了。

人或多或少，都自恋，我也难以免俗，更何
况对这张脸的不自信，青春年少就开始了。小
姑娘时代也爱照镜子，唇红齿白眉目清楚，免
不了沾沾自喜。不幸的是，有一次去赶集，迎
面过来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细白的
脖颈，细白的脸，瓷娃娃却顶着一头苞谷缨子，
还自来卷儿。身边的女伴指着她大呼小叫：你
看你看，这个小妮儿长得多像你！那时候的审
美标准儿和现在不一样，先不说一头黄毛儿不
招人喜欢，她那张豆包脸实在不经打量：高高
的颧骨，厚厚的嘴唇，一双眯眯眼，一动一动活
像小蝌蚪儿，咋看咋难看。从那儿以后，我就
开始嫌弃自己的长相，一直嫌弃到年过半百。
两年前有一天，我把这件往事当笑话说给一位
心理咨询师朋友，她闻言很为我抱屈：你头发
这么黑，眼睛这么亮，人家一说你就不自信了，

你说你傻不傻？傻不傻都无所谓了，青春一去
不复返，时光不会倒流。其实自认相貌丑陋，
反倒消解了害怕年华老去的悲情，焉能说不是
一件大大的好事？

且说这时光是把杀猪刀，男人女人都无可
逃。不久前，我在省城邂逅了青春年少时仰慕
过的偶像。只见他远远地迎面走来，叫着我的
名字：令敏，你是令敏吧？这么沧桑了？我都
快认不出来了！我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这位
躬腰驼背牙稀发少的老汉，好半天都没认出他
是哪路神仙。听他说起往事才恍然大悟，原来
这位穿着讲究的老人家，就是那个曾经在小县
城里电倒三个剧团女主角儿的汉剧小生！三
十年岁月流逝，他那张曾经迷死人的脸岂止河
川纵横，还被拿捏出时隐时现的狰狞与猥琐，
不错，就是狰狞与猥琐！我猜不出是什么样的
日子把他塑造成这般模样，昔日逼人的英气荡
然无存……

“日月如梭催人老，当年的少将也胡须
飘。”戏词里的浩叹无人幸免。再俊美的容颜，
再豪横的才华，也挡不住时光摧折。诗人叶芝
那首《当你老了》有名句：“……多少人爱过你昙
花一现的身影，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真情。
唯独一人曾爱你那朝圣者的心，爱你哀戚的脸
上岁月的留痕。”但是不要忘了，这恰恰是写在
美人韶华胜极时。

老了就是老了，该撒手时就撒手，这才是
真潇洒。既然不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就不要
奢望有人会对你说：我爱年轻时候的你，但是，
我更爱你现在备受岁月摧残的斑驳面容。在这
个浮躁的年代，脚下没有高枝可站，腰里又没有
硬通货来挺，趁早不要奢想谁会有耐心细细认
读你的精神容颜！常识是，顺应造化，不与容貌
的衰朽抗争，更不和内在的枯萎较劲。出过力
的席子边儿卷了，面儿花了，收起来洗洗涮涮，
自珍自爱吧，一任它自在舒卷，这才是安贫乐贱
不惧老的人间正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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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浩

如今，“获得感”一词，不仅是新闻
热词，也是一个关乎民利、贴近民生、
体察民意的用语。

“获得感”一词，既强调了物质上
实实在在的“得到”，又有对人性精神
需求的观照。仅就精神层面而言，就
是指我们每个人要有梦想、有追求，活
得有尊严、更体面。

常常审视自己的欲望，努力摆脱
金钱名利等外在的诱惑，不断丰富和
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做灵魂的富有
者，是人生的大智慧，是持续一生的修
为。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心灵没有归
属；人生最大的苦恼，是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时下，许多人之所以心
浮气躁、苦恼不堪，是因为其陷入了一
种“钟表摇摆定律”不能自拔，具体表
现就是：物质贫乏痛苦空虚，物质满足
更痛苦空虚，人生就像一个钟摆，总是
在痛苦和空虚之间摇摆。

人的物质需求是恒定有限的，而
精神追求却是无止境的，这体现了人
性的高贵和荣耀。物质上的“获得
感”，体现的是占有金钱财富的多少，
有时仅仅是银行账号上数字的累积，
这种“获得感”并非总是随金钱财富的
增加而增长，有时却是拥有的愈多，愈
加饥渴；而精神上的“获得感”，则体现
在思想的交汇、情感的对接、心灵的对
话、灵魂的碰撞中，随着个体的专注、
投入和不断地修为，视野会越发开阔，
灵魂将更加深邃，境界会日渐高远。

作家、画家丰子恺曾说，人生有三
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

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他问：你
住几层楼？

曾有人喜欢上了一个花园，脑袋
一拍就掏钱买下了，而自从买下之后，
就再也没有去过这个花园，花园并不
真正属于他。另外一个人也喜欢这个
花园，他不是买下，而是用心欣赏。他
每天都要到这个园子里转几圈，看这
里的花开，看这里的草长，看这里蜂飞
蝶舞。他在里面散步，并记录下每次
游园的心得。从此，他的心与这个园
子融为一体了。这个园子的一花一
草，都生长在他的心中，可以说，他已
经从心灵上拥有了这个花园。

物质上的拥有，并不能真正改变
我们的幸福指数。现实中，许多人中
得大奖一夜暴富后，好运演变成了噩
梦，不仅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幸福和快
乐，还打破了原有的宁静生活，甚至为
此引起争端，招来祸端，落了个家破人
亡的凄惨下场。对此种现象，众多心
理学家经深入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一个买彩票得大奖的人，会在短短
一个月的时间里，回到中大奖之前的
幸福感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他中大
奖前是不快乐的，时隔不久，他还是会
回到不快乐的状态。

正如一段流行语说的那样：金钱
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可以买到
药物，但买不到健康；可以买到书籍，
但买不到智慧；可以买到虚名，但买不
到实学；可以买到谄媚，但买不到尊
敬；可以买到权威，但买不到威望；可
以买到派头，但买不到修养；可以买到
配偶，但买不到爱情…… 快乐与金钱
无关，幸福和心态相连。愿我们精神
的“获得感”充盈人生。3

□郑彦英

《笔墨涅槃》付梓在即，我有幸看到清样，不同于张
万庆先生以前作品集的是，这本书有张万庆先生的童
年、乡情和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所以读着读着，便如同
看到了张万庆先生近八十年的足迹。亲切而又真实。

二十多年前我见到张万庆先生，他刚刚从开封调
到省委工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举止斯文，言语温和，
很像儒雅的中国古代文人。那时他住在很小的一间
房子里，我下班时去拜访他，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立
即倒一杯水，递一盏茶或者点一支烟，而是拿了一片
长条宣纸给我看，宣纸上是他刚刚完成的一幅手札。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张万庆的作品，我当时并不知
道他爱好书法，所以在他住所的灯光下，我礼貌性地认
真看。这一认真，便发现那是一幅难得的书法作品。

他写的是刘禹锡的《陋室铭》，看上去字体是魏
碑，有《龙门二十品》的味道，笔画坚强梗直却又顺畅
如水，墨意凝重厚实而又通达无阻，饱满的力度藏于
骨干之间，但细细品嚼，却发现笔墨之间，有隶的痕
迹，似乎是蔡邕的隶，端正丰腴，能顶天立地。这些若
有若无的隶法，只在魏碑字体的形体之内，血肉之
间。即便是不懂书法的人，拿着这一幅作品，也可看
出其中的气质：流利、硬朗。

细读细品张万庆的这篇书法作品，给我的冲击是
不小的，在世人拼命追求功名利禄时候，张万庆却钻
研书法，而且已经自成一体，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我禁不住赞扬说：“好书法。”
他笑笑，很淡，声音平和地说：“长期在博物馆工

作，爱钻研罢了，离开古人的艺术环境，古人的艺术灵
魂还跟着我，或者是我心中藏着古人的艺术灵魂，而
且放在心中的正地方，有空就练几笔，不敢丢。”

话很短，却说明他将书法和生活融为一体了，如
吃饭喝水，每天都离不开。更重要的，他明确了自己
的传承，在古人，在那些安静的岁月，在那些清静的田
园，在那些爬着青藤的陋室。

那幅手札被我视为珍品，一直很好地保存着。
几年后，由文化部举办的“张万庆书法与篆刻作

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我应邀前往，开场时很
隆重，有很多人讲话，我没听，直接到展厅里，一幅一
幅地仔细观看他的作品。

用观看两个字，是我下意识的用语。但是到了展
厅，几幅作品看过，我就感慨万千：这样的作品，绝不
能仅仅是观看，而必须用心欣赏！

进入新世纪后，张万庆在陶瓷书法上大展宏图，
我有幸得到他两件作品，一件是摆件，一件是笔筒。
上面的字端庄大气，蕴含深厚，如张万庆本人的学养。

摆件上的字，几乎家喻户晓，那就是中央电视台
夕阳红栏目的标题，这三个字用的是朱墨，红彤彤的
三个大字似三个慈祥老人的气息，含蓄而又温润，字
的简架结构稳重而又端庄，转折处温和交融，是一种
和谐美好的态度和气息。

对书法的欣赏本已经让我陶醉，而令我更加佩服
的是张万庆先生在陶瓷上的书法。或者说把书法与
陶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瓷制作品。

在上古时期，书法载体多以器物呈现，比如《汤
铭》，是书写在石头雕凿的浴盆上的，然后经雕刻匠刻
上去。由于其坚实敦厚，得以长久保留。而之后的甲
骨文，更是书写或刻在牛甲骨、龟壳上的。随后的竹
简木牍，不但方便了文字文化和书法的传播，更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几乎与此同时的帛书，字体
带有浓厚的汉简体。再后来，随着纸张的出现，人们
渐渐淡忘了器物上的书法，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
时代的海量信息如狂潮汹涌，更使人们难以再回味器
物书法。而难能可贵的是，张万庆先生在人们飞速前
行的时候，回了一下头，把古人对器物的书法气象拿
过来，到陶瓷厂去，把书法书写在瓷器上，书法和瓷器
完全融为一个新的生命：陶瓷书法。

墨西哥有一个寓言，一群人匆匆赶路，有一个人
停下来说：走得太快了，把灵魂丢了，我要等等灵魂。

张万庆就是那个中国式的等待灵魂的人，他等的
是中国文人的魂，等的是中国艺术的魂。这个魂里有
书法与器物结合的美妙图像，他把这个图像加以升
华，辅以现代科技，随后投入高炉，使之脱胎换骨，使
之涅槃重生，于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以一种新的形
式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在感叹人与物、物与物的
相辅相成时，叹服张万庆贯通古今书法艺术、升腾古
今炉火造化的毅力和魅力。

写这一篇文字的时候，陶瓷书法“夕阳红”就摆在
我的面前。使我不禁联想到英文里“中国”的单词：
china。而英文里“瓷器”的单词，也是china。这当然
不是巧合，但令我激动的是，瓷器确实是极具中国特
色的文化产品，而张万庆的书法作品与瓷器完美结合
在一起，使国粹更加厚重。

我下意识地念道：china，中国；china，瓷器；chi-
na，张万庆。3

书法
在火炉里重生

咏

莲

精神的“获得感”从这张脸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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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况味 心灵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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