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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读画和读帖，是孙犁先生晚年的重要
生活内容之一。当然，这个爱好并不是自
晚年始，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孙犁先生
就曾经买过不少画册和画论方面的书。只
不过晚年的孙犁更有了时间和静心，面对
画册与碑帖，可以相看不厌，打通心梦两
界，勾连画和生活的血脉关系。因此，读画
而感的写作，便也成为孙犁先生晚年的重
要文字。《读画论记》等，是关注或研究晚年
孙犁生活与创作、情感与思想绕不过去的
篇章。

通常说，文艺不分家。尽管美术和文
学，一靠笔墨，一靠文字，相距很远，但是，
自古有诗书画为一体的传统，很多作家都
是喜爱美术的。不过，像孙犁先生这样，晚
年如此偏爱中国古画并深有见地的作家并
不多。看他在《甲戌理书记》中有一节读
《张大千生平和艺术》后写道：“余作《读画
论记》，内涉及中国绘画发展史，恐有失
误。今读此书，余所作时代划分，尚与大师
主张相吻合，乃一块石头落地。”其认真和
喜悦之情，溢于纸上。

清初画家石涛，是一位在中国绘画史
上绕不过去的巨擘。自然，石涛便不会跳
出孙犁先生的法眼。孙犁先生在几处论及
石涛。今天，重读孙犁先生论及石涛的文

字，颇有意思。有意思，不是就画说画，或
就人说人，而在于由画到人，再由人到画，
互为表里，彼此镜像，犹如醒墨，从而洇染，
旨在澄心。因此，重读孙犁先生20多年前
的文字，并未有时过境迁之感，相反，依然
具有对现实的警醒之意。

说起石涛，即使没有看过他的真迹，很
多人都知道他的名言，诸如“搜尽奇峰打草
稿”“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等。他的
巨幅山水，他的册页小品，均成为罕世珍
品，几乎是所有画中国画的画家必须学习
的范本。孙犁先生在《石涛山水册页》一文
中，高度评价石涛：“其画法，简洁而淡远，
笔墨纯熟为天成。开卷其作风自现，无第
二人可比。”在孙犁先生所评论过的画家之
中，石涛真的是无第二人可比。

《读画论记》最后一节《石涛画语录》
中，孙犁先生从石涛的一首题画诗入笔，以
中国画的传统六法为理论，详尽分析了石
涛的画如此出类拔萃，为什么能够做到，又
是怎么样做到的。他这样说：“面对眼前的
景物，他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他进入自
然景物之中，并有推动和支配这些景物的
愿望。他终于与自然景物结为一体，成为
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景合一，天人
合一。他创作的画，活了起来，也成为自然
的一部分，并影响着自然，赋予眼前景物新
的光彩，增加了大自然的美的内涵、美的力

量。这样，石涛的画，就有了气韵，就完成
了六法，也表现了个性。”气韵，是六法中的
第一法。

作为画家，石涛无疑是出类拔萃的。
但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一辈子渴望得
志却并不得志的人，他自称“苦瓜和尚”，确
实一生都是苦瓜一个。

石涛出身显赫，为明靖江王十世孙。
却生不逢时，处于改朝换代的乱世，父亲被
杀死时，他才三岁多。如果不是被一个太
监抱到寺庙之中，他早就和父亲一样死于
非命，断不会以后流落为僧，精于绘事。
为世人所诟病的是，清康熙大帝两次南
巡，他两次都叩头迎驾，渴望得到皇帝的
宠幸，即使做不成官，起码也可以做一名
御用的宫廷画家。一次，是在南京长干
寺；一次，是在扬州平山堂。第一次，他44
岁；第二次，他 49 岁。正值壮年，但有希
望，尚可回黄转绿，落照辉煌。他渴望能
够实现从和尚到弄臣的一步跨越。第二
次，他更是充满希望，因为迎驾皇帝时，康
熙居然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他，并叫出他
的名字。这让他分外感激涕零。事后，激
动之余，他写了两首七律，画了一幅画。
诗中他说：“圣聪忽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
岁前”；“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
颜”。他的画的名字是《海晏河清图》，上
有题诗：“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

迎。”道不尽的笔歌墨舞，心飞意动之情。
孙犁先生在《甲戌理书记》中，也曾经

论述过石涛这样的一段经历。在此两次迎
驾康熙大帝之后，孙犁先生说：“此僧北游
京师，交结权贵，为彼等服务，得其誉扬资
助，虽僧亦俗也。乃知事在抗争之时，泾渭
分明，大谈名节。迨局面已成，恩仇两忘，
随遇而安，亦人生不得已也。古今如是，文
人徒作多情而已。”

在这里，孙犁先生对石涛的批评极有
分寸。他只说他“虽僧亦俗也”，六根并未
剪净。其实，这话却是绵里藏针，针藏在
这句话的前面和后面，权贵和名节，是坠
石涛入这俗之烂泥塘的两块充满诱惑的
巨石。

如果我们重读孙犁先生的另一篇文章
《读〈史记〉记》，或许会明白，这样的两块巨
石，虽然巨大得充满诱惑，却是孙犁先生厌
恶痛恨的。在文章中，他引班固论《史记》关
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文字后
说，这“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
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
显晦，甚至生死大事”“不直，可立致青紫；不
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
平安”。

以此观石涛，便可以明白孙犁先生
对石涛批评的真正意义所在。涉及许多
现实的问题，石涛所做的一切，便可以理
解，这是孙犁先生的宽容态度；不能迁就
甚至饶恕，这是孙犁先生晚年历经世态
炎凉与人生况味特别是文坛的各色人等
与春秋演绎之后所醒悟并恪守的为文为
人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则《甲戌理书记》
论述石涛的文字中，孙犁先生特别强调了
这样四个字：“古今如是。”这便是孙犁先生
论述石涛至今依然具有的鲜活的现实意
义，也是孙犁先生文笔的老辣。

谨以此小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 15周
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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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和石涛

□周岩森

7月 7日，早上，从郑州出发。天空灰黄，闷热异
常，车内开着空调也无法驱赶暑气，同伴老蓝有点胖，
一路挥汗如雨，嚷着说：“空调是不是坏了？”

沿着高速，往西、往西，渐渐看得见山，看得见绿，
似乎有些凉意，大家的心情也明快起来。更行更远更
深，行驶近300公里，进入豫西大峡谷了，浓阴匝地，山
花摇曳，头上的天也蓝得晶莹澄澈，加上几缕白云，好
有闲情。霎时，绿意、凉气团团扑来，抱着人飞升、飞
升，出离都市的喧闹和热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用在豫西大峡谷景
区身上，真是太贴合不过了。想当年，郑州公交总公司
投资开发位于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的旅游资源，就
是看中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利用天然河道，发展漂流
项目。10多年过去了，景区打造出了漂流及美丽乡村
等项目，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公司发展了、县里
增加了税收、当地百姓也富了，多方共赢。

今天，且不说那个大峡谷漂流，就去看看那里美丽
乡村的风景。

缘起是这样的。随着景区的发展，村民们先后都
搬到景区核心地带，开农家乐、做小生意等。原来的村
庄成为空心村，长久失修，加上都是土坯垒砌，风雨飘
摇，几成断垣残壁。

在别人眼里，也许这只是一堆急需推倒的破烂，但
在景区负责人田伟的眼里，却是一种呼唤。这个出生
农家的中年汉子，虽然在城市打拼多年，是大家公认的
河南旅游业成功人物，但他的心灵却一直在寻找安放
的地方，扯不断的乡愁总是缠绕到他的梦中。

他要在这山坳里28户人家留下的房子上找到他
的乡愁。考察，找专家，规划，建设……投入资金3000
多万元，经过一年半的奋战，一个原生古朴的中原小山
村复活了！

一条条碎砖石铺就的小路，一方方种着梨树、柳
树及指甲草的小院，一面面和着麦糠的土墙，一根根
结着时光烟垢的房梁，一间间回荡生命气息的厢
房……还有活生生的生活场景，有在院里磨豆腐的，
有酿米酒的，有熬牛肉汤、打烧饼的，还有培植山野
兰花的……村旁水塘和青山妩媚而葱绿，蓝天映着黄
墙、黑瓦和谐而清新。“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
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虽然外观乡村味道十足，但
村子的芯儿是现代的，石槽里流动的是干净的自来
水，卫生间里是抽水马桶，电脑，手机、小汽车联通外
面世界。

我们一行四人在一家卖豫西十大碗的院子里坐
下。葡萄架下，摆着几张老旧的八仙桌，附带着长条板
凳，很像小时候在农村吃酒席的场景。待我们坐定，老
板娘送上几个粗瓷大碗及一壶凉茶。走得又渴又饿，
一碗含着甘草、薄荷等味道的自家熬制凉茶灌下肚去，
那个爽劲儿！

十大碗，也是粗瓷碗端上，黄瓜段、蒸猪蹄、扣碗小
酥肉、蒸豆腐、炒土鸡蛋、橡子凉粉、玉米糁汤、韭菜槐
花包子、手擀面条……新鲜食材、乡村做法，五颜六色、
吹弹欲破，吃起来齿颊留香、回味无穷。特别是手工花
卷馍，雪白的面层里卷着葱爆辣椒酱，面香混着酱香，
闻一闻就垂涎欲滴，我们这些平时在家里很少吃主食
的城里人，都放开肚子，一人吃了两个，汤汤水水的加
起来，撑得站不住。

村民的土地都流转给景区了，被规划成500亩百
草园。沿路种的是核桃、石榴、樱桃、苹果，都已经挂
果，樱桃摘过了，苹果及石榴硕果累累，压弯了枝
头。里边的田地都种上了花草，玫瑰、鲁冰花、薰衣
草、紫薇、千日红等依次排开，组成一条条花带，挥洒
在蓝天下、青山间。另有连翘、金银花、黄芪等几十
种中药材的基地。未来几年，他们还要将各种花草
及中药材的种植面积扩大到3万亩，让这片土地真正
成为锦绣大地。

晚上的小村更有情致。我们坐在农家小院里，依
着院里的石磙、石磨，不由自主地看天。天不是黑
的，而是黛色的蓝，深邃无穷。云在天上不停地幻
化，时而像轻纱一样飘拂，似乎是嫌月亮不够亮，在
轻轻地擦拭；时而又变成一片片薄冰，将月亮浸泡其
中，就像初春融雪的河流；时而聚成一道道石林，月
亮的光线穿越其中；时而又散成一片花海，摇曳呼
应……那星星也熠熠闪烁，盯着看，越看越多，仿佛
能听到碎银在天上叮当作响。凉风习习，月色溶溶，
坐一会儿凉气如水一样漫上来，需要添加衣服；草丛
中的虫子此起彼伏低吟低唱。人被夜色含着要融化
掉了，大家都不做声。

虽然是试营业，但游客还是不少，据说每天有两三
千人。那些城里人，徜徉在这个美丽的山村，欣赏，感
叹，寻味。一个个都满脸欢喜，眼睛放光，醺醺然，仿佛
醉了。

是过去，也是未来；是故乡，也是远方；是日常，也
是诗意。在这里，走走看看，人就不知今夕何夕，穿越
了时空，在自然的怀抱中，生命中那些该安放的安放，
该飞翔的飞翔。3

安放乡愁的地方

□胡竹峰

明朝断园居士在友人山居，泉茗
为朋。喝的是什么茶，人家没交代，
但景况不恶。晨推窗：红雨乱飞，闲
花笑也；绿树有声，闲鸟啼也；烟岚灭
没，闲云度也；藻荇可数，闲池静也；
风细帘清，林空月印，闲庭悄也。此
番风致比周作人喝茶当于纸窗瓦屋
更具风韵。

一直喜欢喝茶，有幸喝到天南地
北那么多品种的好茶，前世修来的福
气。四方之茶，异色异香异味而同
乐。茶之乐，乐在隐逸，乐在闲适，饮
啜间发现人生与自然的情致。写茶
的风气古已有之。陆羽《茶经》后，中
国多的是讲茶著作。一壶乾坤，茶天
地里山山水水，一言难尽。

生性好旧，唯喝茶贪新，当然说
的是绿茶。普洱、黑茶之类，越陈越
好。都说酒也是陈的香，奈何肚无别
肠，饮不得那物。

饮食饮食，饮在食前，皆为人生
大事。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茶
尤如此。喝茶殊非易事，不易有闲，
不易有心。喝茶光有闲暇还不够，更
要有闲心。

三分茶三分水三分闲心，剩下一
分闲情用来写喝茶的文章。偶有所

感，遇则记之，得文若干篇，非醉非
醒，或实或虚，连同以前写过的有关
茶的随笔，新篇旧作醉醒虚实团圆在
此一册叫《闲饮茶》的小书里。

小书比大书好读，轻省。小文章
比大文章好读，简洁。芥小纳须弥，
一千字是我的长篇。这是旧作《手
帖》中的一句话。粤西有修蛇，蜈蚣
能制之，短不可轻也。清人廖柴舟选
古文小品，有序辞道得好：

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
之内……言及者无繁词，理至者多
短调。

中国文章之美正在此间。此中有
真意，欲辩已忘言。欲辩的兴致早已没
有了。文章的事，多说无益，一门有一
门家风。齐白石清白家风，凝练如明人
小品，最让人向往。

中国写茶的文章那么多，自忖写
出了一点不同的地方，好坏不论。书
中文字，皆由茶生长发芽。清水淡
茶，一杯水，一团香，一片叶，以记实、
回忆、想象、幻觉交织而成，与茶有关
也与茶无关。

袁于令给《西游记》题词，开端
即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是知天下幻极之事，乃极真之事；极
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
言幻……”袁先生是我前世知己。

文章实难。近来写作，想说的话
越来越少，行文越来越短，心到意到
即可。琐屑的这样一本册子，怕是辜
负了那一抹案头的茶香。平凹先生
题签，祥夫贤友作序，冯杰尊兄插图，
三美咸集，点睛之笔压卷压惊，有小
儿得饼之乐也。

前几天见到几幅梁启超手书诗
卷，墨迹苍茫，纸色苍茫，字字透着旧
气，雄厚饱满，仿佛饮冰室的文章，又
硬朗又温润。偶遇劫后的文采风流，
大吉祥也。

老派人认为笔墨牵涉福祸，最忌
讳不吉利的文字，怕一语成谶，坏了
命途，这些我信。近年来，读书写作，
喝茶吃饭，日子清闲，人生难得清
闲。日子清闲一点好，文章清闲一点
也好，作者吉祥，读者如意。

小集自 2006年晚秋陆续写来，
十年光阴过去。十年磨一剑，无剑可
磨，且来磨墨。人磨墨，墨磨人，墨越
磨越短，老了少年。

往昔读书作文，残卷孤灯，不离
杯茶，以为休闲，故名《闲饮茶》。这
是我“饮食三书”的最后一本。先前
两部是《旧味》与《不知味集》。

将进酒，闲饮茶。茶有茶道，茶
之道是通往内心的花园小径。茶是
老调，书是新词。3

□杨柏榕

酷夏，常常会想起下雪的日子，想起小时候在
雪天读书的光景。

16岁之前 我在豫北的一个小城生活。那些
年的冬天，下雪的次数好像比现在多，雪量也大。
雪化时，屋檐上挂的冰凌又粗又长。那时房屋的
木制门窗也不严实，风雪天，冷风就从门窗的缝隙
涌进来，窗台上也会积下厚厚的一层雪。早上起
来，屋内玻璃上就会结上冰花。即使屋里生个小
煤炉，手脚仍感到冷。那时手脚经常冻伤，遇热后
又痛又痒。为了御寒，就用旧衣服把膝盖以下缠
住，让脚面以上有衣物覆盖，这才好些。但是要看
书、写字，不能戴手套，只能不时地把手塞进袖里
暖一暖。听说白酒能御寒，上学前，喝一口酒，也
管不了什么用。

童年的孩子们最喜欢下雪，打雪仗，堆雪人，排
队滑雪，乐在其中。有年冬天，孩子们流行玩火柴
枪。我自己用自行车链、铁丝、皮筋做了一把，还要
为弟弟做一把。下雪天的傍晚，我和弟弟在拆车链
圆孔中的链轴时，我用力偏斜，冲击链轴的锥头滑
到弟弟按车链的手指上，一时鲜血直流，疼得他哇
哇大哭。

冬天，麻雀落在院子里的树上。大雪覆盖大
地，这些鸟儿找不到食物，瑟缩在树枝上，除了早上
欢叫一阵外，整天不声不响。在饥饿和寒冷的包围

中，有鸟儿从树上掉下。捡起来，发现它们已饿得
干瘦，身体虽然有点暖意，但是已经闭上眼不能动
了。于是，我就扫出一片雪地，撒些谷子，人离开
后，它们就飞下来吃。我和弟弟还用筐扣了两只，
可因为它们不吃不喝，只好把它们放了。

11岁时的那个春节，我踏着厚厚的积雪到新
华书店，买了一套《山河新貌》四扇屏。上面画的
是四季景物，有稻田、山区水电站、红旗渠、梯田
等。回来拿给父亲看，他说，你可以把看画的感想
写下，练习作文。这是我为了写东西，第一次详细
观察中国山水画。那时不懂绘画的构思布局，更
不懂笔墨技法，只是先看画面上有什么内容，然后
再想画这些是说明什么。为了多写几句话，我把
每一幅画反复仔细观看，力求把上面的人和物都
看明白。凭这些内容，我用当时流行的手法腔调，
写出几段陈述性的文字，完成作文。写作中，我用
了几个时髦成语，十分得意。那时，大家认为写作
中用的成语多，就是好作文。现在早就忘了当时
用了哪些成语，但是那四条幅的大致画面还能想
起。那些画卷富有朝气，不像现在有些山水画死
气沉沉，没有一点时代感。

初中时，上学要途经人民公园，我很喜欢公
园雪天空旷安静的环境。一次放学，雪还下着，
我到凉亭下看雪景，顺便读读语文课文。后来，
有个老头也来了，我朝他打了招呼。他抽着烟，
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多大了，然后出了道数学题

考我。我告诉他答案，讲了我的计算方法。他听
后说，问过不少同龄的孩子，很少有答对的。他
让我再试试别的计算方法，我讲了另一条思路，
他赞扬我爱动脑子，还告诉我一种新算法。那种
方法实在是巧思妙想，使我深受启发。他说，还
有别的做法，让我自己去想。这可让我下了不少
功夫，至少在一个月后才想到方法。可惜，之后
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从此，我逐渐对与同龄孩子打打闹闹的游戏失
去兴趣。放学后，我经常独自一人在屋里看书。雪
后，院里的孩子都到户外玩雪，我还是在屋里读
书。父母、老师也称赞我知道学习了。我感到自己
的兴趣确实变了，空闲时爱独自想一些问题。两个
弟弟还是在雪天疯玩，到吃饭时也不回来。我找到
他们，揪着他们的耳朵，训斥他们。我不玩雪，也不
让他们出来玩，要求他们在另一间屋里学习。他们
有时偷偷下棋，还发生争吵，我就教训他们。一次，
我的小弟弟被我用鸡毛掸敲哭了，他嘟囔着说，看
我长大怎么收拾你。其实，他所能做的，也就是躲
在暗处朝我扔个雪球。

渐渐地，他们放学后也不出去玩了。我们各自
在家里学习，累了，相互聚在一起聊聊天。很快，我
也远离他们。冬天，我写信不忘告诫他们，雪天心
静，一定要专心读书。

雪天读书，多年来已成为我冬日生活的一大乐趣，
映雪而读的图景，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一页。3

闲饮茶 心灵感悟

——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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