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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热评

美文

□张体义

8月 15日一大早，朋友老侯照例发来了他
的微信感言，这一次，他讲了小时候农历七月初
七晚上在黄瓜架下偷听牛郎织女说话的趣事。

笔者问他看没看河南卫视的七夕晚会《七
夕奇妙游》。

老侯说，看了，得劲！
感觉得劲的观众不只老侯，不只是河南

人，还有更多仰望着同一片星空的朋友，更多
听过牛郎织女传说的人。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汛情阴霾还未散去，
疫情当前仍旧严峻，河南真的太需要这样让人
振奋的节目了。当沉默的文化鲜活起来，我仍
旧会一次次地为河南感到无比骄傲。”

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就像闹钟一样以
不同的方式回响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或紧
或慢，或清晰或模糊。

2021年，传统节日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了
人们的生活。

河南卫视春晚和《元宵奇妙夜》《清明奇妙
游》《端午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引起
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原来，传统节日的故事还
可以这样讲。

8月 13日，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前夜，《七
夕奇妙游》播出。作为“中国节日”晚会的一部
分，《七夕奇妙游》将过去与未来巧妙对接，讲
述了 2035年，女宇航员唐小天回到唐朝洛阳，
度过一个特别七夕节的故事。

七夕节的来源是古老的星象自然崇拜。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那是古
人对自然天象、浩瀚星空的观察与崇拜；七夕
节是女儿节，是乞巧节，“家家乞巧望秋月，穿
尽红丝几万条”，那是姑娘们对拥有巧手和智
慧的期盼；七夕节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金
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是古人对

冲破封建牢笼、追求爱情自由的向往。同一个
节日，天文学家在讲，文学家在讲，戏剧家在
讲，普通的老百姓也在讲。

唐小天的《七夕奇妙游》看到了什么？看
到了龙门石窟前实景演绎的《龙门金刚》，看到
了戏剧舞台上的《爱》，看到了金戈铁马的《破
阵乐》，看到了冲上九霄的《为自己鼓掌》，看到
了芸芸大众中《最亮的星》。

《七夕奇妙游》立足于民俗，表达的却是
情，儿女情长、家国情怀、星辰大海；在夺人眼
目的现代呈现、包装方式的背后是浓浓的传统
文化情怀。

晚会的多元意境、对七夕的全新解读等，
受到观众点赞：“为了传统文化必须支持一波”

“终于有女儿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了”“太飒了，
为大河南点赞”……

七夕节是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载
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现，传承

与发展，非遗专家们也是见仁见智。其实，非
遗也好，文化也好，从来没有纯粹的原汁原味，
一直在鲜活地生长，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层
累、叠加，就像那大树的年轮，没有增加，便失
去了未来。

从春晚的《唐宫夜宴》开始，将传统节日以创
新的形式呈现，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已逐
渐打造成为一种网络传统文化符号。每一次节
目中，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承。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传统文化
里有着丰富的艺术创作资源，通过现代的创作
理念与表达方式，传统文化可以源源不断地给
人们带来新的惊喜。

传统文化是根，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让陈
列在博物馆的文物“动”起来，记载于古籍中的
人物“活”起来，让留存在田间地头的非遗“现
代”起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住回家的路，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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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突然想到可能会引起误解，
有人会说：是三昧，不是三味。

其实我要说的，是冯杰画中的三种味道而
非佛教用语的三昧。如果讨论冯杰画中的三
昧，也许能说出神秘智慧的东西，因为他的画确
有很浓的禅意，很高逸的境界。我们还是回到
世俗话语领地，说说冯杰画中三味。

冯杰画中三味，概括起来即画意、文趣和诗
味。

古人云：“意在笔先”，冯杰的画，尤为突
出。他作画先有立意，每于动笔之时，必先弄明
白自己这幅画想说点啥，想表达啥情绪。那画，
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心表情。冯杰的画作不仅意
在笔先，且立意绝妙深邃，有点类书法用笔的

“险绝”之意。他往往会把其意安放在较稳定的
形而上的框架之上，又会在观赏者思考之下归
于平稳。

比如，冯杰有一幅画作《知水图》，咋看荒

诞，细思合理，再思惶恐。审美活动的空筐结构，
在观看者的审美活动过程中结成。画作产生了
审美张力，作者的立意成为生成更丰富内涵的种
子，观看者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意义，自然产
生。“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冯杰的不少
画作在意义展开上有此特点，故而说他的画有自
己的立意特点，也有自己的绘画语言。这是冯杰
的画中一味：画意立意险绝，张力饱满。

冯杰画作的第二个特点即文趣，他的画往
往与诗文结合，它的审美叙事，是图加文共同完
成的。画作的图文同构，在我国绘画传统中一
直占据重要地位，宋朝之后的一些文人画，诗、
书、画、印，常会同时呈现。诗、书、画、印多种艺
术元素共同构成一幅画作，成了文人画的基本
文化形态。冯杰运用得得心应手，原因是冯杰
是文人画家，他对古代文人画的形式样态和精
神内核，心领神会。他是诗人，是散文大家，是
书法家也是画家。他的散文在海内外有广泛影

响。他的书法，隶书习伊秉绶，行书习苏东坡，
他的画有八大山人和板桥、徐渭的遗风。并非
采取了文人画常有形式，作品就是文人画了，首
先要看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文人，看你的画作
中有无可资人思考领悟的人文思想内容。还要
看你的创造性、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个性追
求。在这些方面，冯杰皆有让人赞佩称道之处。

比如他的画中之文。古人题字往往是诗，
用文者较少。冯杰画面题字多用无韵散文，叙
事说理议论独立成篇，意思完整。这些题画短
文，有冯杰式的行文风格。还拿《知水图》为例，
标题用具有伊秉绶书风的隶书，题画之文写道：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这是小时候所
唱的歌词。如今这是一只离开水的鱼，但无水
之鱼却是有着更多水的鱼，人没看到水，鱼看到
了，我看到了。”（标点为编者所加，下同）

这段文字既有形而下的历史叙事，又有形
而上的哲理逻辑叙事，以小见大，寓庄于谐，这

是冯杰画中之文的基本特点。
再请看《嘴上挂原子弹的人》，题画文字是：

“仿吴湖帆‘原子弹爆炸’，但我更愿意画蘑菇。
辛丑夏读《画史》，客于郑也，冯杰试火药也。”吴
湖帆原作画的是蘑菇云，冯杰称自己更愿意画
蘑菇。三十来个字，在表现自己的爱与忧愁之
际，也表达了画家对战争与和平的鲜明立场，这
是满含人文关怀的画作，正所谓文人画者，是具
有人文精神的画也。冯杰画中的文趣，往往充
满谐趣，是谐趣中展现的智慧。

第三味，我要说的是冯杰画中的诗味。他
原是成绩不俗的诗人。诗画本同源，他的画中
有诗应是自然。冯杰的画中诗味，与他的诗作
间，有联系也有较大区别。冯杰的画比他的诗
更有现代性。他画中之诗，更接近《诗经》的精
神特质，很有“兴观群怨”的感觉。有点似《诗
经》中的“风”，以大俗体现大雅。从中可以察民
情，悟国是。5

荷塘月色

芙蓉瑶色天外来，

轻卷珠帘一线开。

更约黄昏溪浣女，

田田深处夜光杯。

荷处相思

云想衣裳花想容，

芙蓉出水月华彤。

道是有情无情物，

荷处相思情更浓。

荷舟载怜

广袖流云碧凝天，

亭西新雨郁芊芊。

竹篙半点声声慢，

无力娇荷尤可怜。

一生荷求

淇河潋潋渐帷裳，

半亩芳塘曲径长。

欲挽仙子乘风去，

又恐青萍奈思量。

此情荷了

天马驰空白岫生，

春秋如梦慧心行。

黄昏醉眼流觞处，

萍潋荷婷尽是情。

莲
荷
组
诗

□詹丽

我在郝堂村图书馆，有一间小卧室，一
间小厨房。小厨房有一面大玻璃窗，窗前
整个夏天都长着一棵小构树，秋天我把它
砍掉，来年春天再长。构树长得特别快，我
把构树的枝条别进玻璃与木窗棂之间，它
们就在窗外的木格子上织，织满一个夏
天。我每天在厨房里洗菜，切菜，不用抬
头，顺便就能看见它，一张每天生长变化的
窗帘，一张叶窗帘。

厨房的大玻璃窗朝西，不可以开启。
整个下午，厨房都在暴晒中，盐罐儿油罐
儿调料，都得用报纸盖着。傍晚去做饭，厨
房热烘烘的，一头汗。有了这面绿窗帘，看
着，凉意顿生。

我的小卧室有防盗门但没有窗户，夏
天很闷。第一年，我在蚊帐顶上装一个小
吊扇，凑合一个夏天。第二年，在防盗门外
装了一道铁纱门，夏天夜晚，就打开防盗
门，铁纱门外就是习习凉风，还有村野小
溪，虫鸣月色。

我夜晚喜欢亮着灯看书，开着防盗门，
心里总有些不安。于是，从春天开始，就蓄
留着门前一排小树，让它们生长。夏天，这
排小树已一人多高，树的下面还有两株千
里光藤蔓攀爬着，这排苦楝树、枫杨树、构
树和千里光藤蔓，共同构成了我的树门帘。

树门帘两米外，是郝堂村从上游七龙
溪引到荷花田的水系。水系在图书馆周围
蜿蜒。月亮好的夜晚，不看书的话，屋里就
不用开灯。躺在床上，蛙鸣、虫鸣、夜鸟鸣、
荷花香都泼进铁纱门来，萤火虫也从树门
帘上飞出飞进。到了初秋夜晚，虫鸣几乎
让人睡不着觉。有时，就在月色中起床，在
铁纱门前站立良久。我喜欢在这些花草虫
鸣重复的繁密里，看到神秘又浅显的痕迹，
植物在风痕光影雨气中生长的样态，深夜
里，它们呈现出另一种姿态。

到了冬天，我的树门帘叶窗帘枝残叶
落，完成了使命，它们等待新一年的重生。
来去间有轮回，去留间有春秋。我的树门
帘叶窗帘每年都是新的，有生命的。蜻蜓
摇动过又恢复挺直的草尖儿，蚂蚁爬过又
了无足迹的叶片，风吹过又水平如镜的湖
面，一切都是年复一年的，每一次又绝非复
制的，每一次都是独有的，我与它相遇的一
瞬也是独有的。

没来郝堂之前，我在一个山区小学教
了三十年书。在山里的学校，我集资了一
套房子，在二楼。住进去以后，感觉窗帘基
本没用。卧室窗外，是一面山坡，坡上长着
一堆大树。我喜欢拉开窗帘看山坡的四
季。窗外除了飞来飞去的鸟雀，就是不停
开落的山花。拉开窗帘，哦，草木发芽了，
树叶变绿了，下雨了，树叶开始飘落了，下
雪了，满山的雾凇多美啊。有时，在学校里
忙了一天，回来，觉得一天过得真快，转眼，
天就黑了。点起灯来，在没有拉窗帘的玻
璃前，我也看看自己。这样看完自己的夜
晚，往往会晚睡或者失眠，于是，就走到阳
台上去看星星或者月亮。

我山里学校的房子，南北通透，北面厨
房窗外，是棵一人抱那么粗的法国梧桐。
夏天的傍晚，做晚饭的时候，成群的鸟儿在
树枝间跳跃欢唱。野花在树下潮湿的空地
上漫无目的地开得笃定安稳。我偶尔会哼
一下小娟的《山谷里的居民》这支歌。秋
天，天黑得早，我喜欢中午在厨房里做饭。
大片的梧桐叶，金黄，焦脆，在树枝间打着
旋儿，碰撞着，跌落着，金色薄脆如琉璃。
去冰箱拿东西，把做好的菜端进餐厅，微风
穿行屋子，整个屋子全被光注满。虽然家
中简单素白，但只觉得空旷和无限，光感让
人惊喜和感激。虽是万物万事凋零的季
节，还是有一些温暖的气息留存。很多个
秋天的落叶，才积成心中厚厚的毯子，很多
个心碎往事累积后才能被人这样平稳接
受，很多回的抛弃凋零，才孤独成梧桐树这
样光秃秃的枝丫毕现。那些曾经青涩曾经
浅嫩曾经深碧曾经甜蜜曾经枝繁叶茂，都
褪色，都掉落，但却还绵绵无尽温柔着。

山里的冬天很冷，为了保暖，后来我又
在窗外装了一道玻璃，没有了保暖功用的
窗帘就成了一道摆设了。冬天的早晨，喜
欢睡懒觉的我，缩在被窝里，不用抬头，就
能望见窗外飘飞的雪花了。如果正好赶上
周末，就在床上看雪，赖到中午才起来。我
时常在幽静而明亮的角落，不拉窗帘，感觉
内心，有纤毫不乱的安宁，有更明晰温存的
一种活。我无法向你描述这种活，但我知
道那是适合我自由呼吸的水。我感觉到我
的存在，以另一种方式，安全的，安静的，暗
自的，全然的，没有勉强的存在。

在郝堂的雨夜里，在我的树门帘、叶窗
帘以外，都是我让出的部分，富余的部分。
静下来，星月各有各的位置，我也有我的，
最里面的，不为人知的样子。我怀抱着自
己，抱着最里面的生长，很多人看不见的，
也不必看见的，真实，孤独，向美，柔韧，连
绵不绝地生长。5

树门帘
叶窗帘

自从那个一辈子只写自己邮票大小故乡的
美国作家福克纳，在中国暴得大名后，中国读者
突然发现：凡优秀一点的作家，都是头上顶着故
乡的蓝天，脚下踩着坚实的故乡大地，才创作出
独一无二、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写不好故乡
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大概是不会错的判断。试
想，没有写好鲁镇、湘西、高密东北乡和商州的
鲁迅、沈从文、莫言以及贾平凹，能有今天的文
坛地位吗？

相识三十年的老友作家谢新源，也是笃信
文学源于故乡理论的坚定实践者。他早期的
《阳光裹着记忆》《阳光点燃心灯》，写的是故乡
河南。新作《东城外》，同样写的是故乡河南。
三四十年的坚持，让谢新源的文学世界有了很
高辨识度。《东城外》更有了新突破，青年文学评
论家文剑说，新源这部散文集试图在历史和文
化视野中，重新认识与定义故乡。他的乡土散
文的亲情伦理性与历史文化散文的学识涵养性
得以水乳交融。

新源来自河南黄河北岸温县古老的乡村东
城外，写作之时，他带着思索和情怀，回到他曾
经生活近二十年的故乡，将童年、少年、青年时
代的生活体验和经历，写成精致绚丽、厚重大气
的文章，搭建起一座立体的回望时光、抒情家
乡、憧憬人生的记忆长廊。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教授曾说：新源是一位
有根的作家，这个根深深扎在故乡真实的泥土
里，年逾花甲且身处喧嚣都市的他，通过对过往
岁月的回溯和观照，表达的是对过去岁月的态
度，这种态度经过时光沉淀和发酵，已是一种诗
意的云淡风轻的倾诉，或悠长的回味，并成为历
史的记忆。

书中大多数篇章没有从历史、社会、文化的
宏大视角去审视故乡，回味童年和岁月，但容量
不小，静流中隐含着磅礴，细腻中穿缀着结实和
饱满。一旦他的笔触深入到故乡的历史社会文
化中，例如《回望故乡》其情感倾诉，超越了对于
个体人生意义的追述，升华为阔远的万古愁绪。

阅读新源的这部散文，可深刻感受到，无论
面对苦难、悲愁、无奈，还是幸运、愉悦、欢畅，他
都报以坦诚、本真、朴素的叙述。一根冰棍、一
行小板凳腿留下的印痕，一缕村庄上空的炊烟，
都令他激情荡漾，思绪绵延。仅就《年味》《麦
香》两篇短文为例，他对于故乡气味和气息的营
造，已超越感官的接收和感知，升华至情感性和
精神性：

“不过，这仅仅只是故乡初冬时节短暂的宁
静景象，用不了多久，她便会重新热闹起来……
村北街老谢头家的香油坊、村南街三小队的豆
油坊，一南一北，一大一小，几乎同时开张。于

是，整个冬天我们这坐落在豫西北平原一隅、千
把口人的小而古的村落，便被时而浓烈、时而清
淡的阵阵油香包裹。每天，人们一大早出得门
来，就像呼吸着早春二月的梨花香，心旷神怡，
神清气爽，成就了一天的好心情。”

“约在五月中旬，小满节气一过，故乡广阔平
坦的原野上麦浪千重。小麦的清香味儿开始四
下飘逸，并且越往后越浓烈。最终，麦香还是从
地头飘到了村子里，乡亲们呼吸着这浓淡相宜、
沁人心脾的麦香味儿，顿时面添喜悦之色，又是
一个丰收的年份啊！于是，家家户户磨镰刀、清
陶缸、扎麦囤，拉开了夏收的架势。”

新源一次次解构童年，重新理解童年，深入
认知故乡，把那些与大地最贴近的平凡劳作及
美丽的故乡画幅，归落在他那一行行耐得住品
咂的文字里。他的散文一定是在情感充沛、触
点迸发、内心宁静时写成的，读来自然舒畅，鲜
见雕琢，甚而颇有韵律，这是来自灵魂深邃处的
平静流淌。

新源深怀感恩之心、爱悯之心，多情地书写
出他心目中许多可爱可亲的乡亲，他们闪耀着温
暖、悲悯、仁义、厚道的人性之光。《映天雪》里的
父亲和武爷，《师傅们》里的冯师傅，《麦香》里的
老李，《两棵树》里的德禄爷，《铁匠铺》里的何师
傅；《彩虹下的印痕》中的张姥姥，《借火》中的堂

奶，《装阳光于摇篮》中的梅娘……他的笔下，人
与人、人与物、男与女、老与少，像被岁月淘洗出
的金子，他们的人生也像金子一样闪烁光泽。《过
火爱情》里母与女的对立、伤害，亦随着爱的传达
和涌动，最终烟消云散！

新源曾说，对文字他一直抱有敬畏之心。从
他过往和眼前这部散文集不难看出，他对文字的
使用和要求有精当把控。语言朴素无华却不失
典雅。他吸纳家乡土语、俚语，恰到好处运用到
写作中，作品具有豫北地域特色，亦使人物显出
独有神韵，并借此营造了他散文或旷深或辽远、
或淡雅或厚重的意境。他驾轻就熟地借鉴小说、
散文诗甚至剧本手法，不时打破叙事节奏，或跳
跃、留白，或夹以短句讲述乡村故事，他又擅长以
快节奏文字状物抒情，字里行间饱含丰富信息，
富有简约韧性的笔力与魅力。

从他呱呱坠落那一刻起，身下就是鲜活又
芬芳馥郁的大地，所有的感知无不来自地母的
滋养。这样的作家日后便出落成独特的自己、
心田的自己、文字的自己。在新源的这部集子
里，他还原、追索、重现他心影中那个古老又年
轻、破陋又美丽、沉寂又喧闹、文静又活泼的故
乡。他的乡思与乡愁、情怀与憧憬、文学与精
神，得以完美结合和展现。这是故乡无私地赐
予，以及深情地呼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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