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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深时间深处的怀想处的怀想
□ 伍立杨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赵耀中 校对：罗娜 组版：邓红生

2022年7月18日 星期一大家

雨雨 滴滴
□ 周 实

抵达灵魂 （组诗）

□ 丁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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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红，高原蓝，高原姑娘红脸蛋（漫画） 何富成 作品

“女病妻忧归意急，秋花锦石谁能
数？”（元稹）“落红万点愁如海。”（秦观）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无
端篷背雨，一滴一愁生。”（清人句）贺铸
更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状愁绪之无可排遣。愁之极境，前人已
极言之。或闲愁满怀，或对景生愁，或因
生存意志的怀疑，或以物质的困穷，愁雾
弥漫，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张恨水先生当动荡岁月，民元以
后，风雨如晦，鸡鸣水已，军阀暴生，国
无宁日，各地志士屡仆屡起，抗战以后，
又辗转流徙，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固成
问题，书籍的奇缺，更使精神难得点滴寄
托。《剪愁集》即写于这一漫长时期，遭遇
坎坷，颇多难言之隐。彼时新文学已大
倡，小说、戏剧、散文、语体诗，构成新文
学主流。诗词之道，虽未堙没，然亦颇乏
市场，新文学家更视之为远远落伍于时
代的雕虫小道。更因北洋政府时代，老
牌官僚政客往往把旧诗拿到势力场上作
交际之用，与清客的媚态，相揖让唱和。
而其本质，却是私欲内里，风雅其外的。
就连吟风弄月、偎红刻翠都算不上，徒成
其妄念贪心的装饰品。结果自然不免连
累到文艺本身。新文学家固然有激使
然，多弃之如敝屣，一般中青年文人，对
它亦冷落，虽然他们不免有些旧文学的
功底。其实就主因来说，委实并非错在
旧诗本身。周氏兄弟、俞平伯先生的诗
词作品其价值均不在他们的新文学之
下。而郁达夫的大量旧体诗，近年见有
论者以为其审美分量在其小说、散文、文
论之上，亦可谓知言。恨水先生那样饶
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
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
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
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
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
亡的情绪寄托其中。他的《春明外史》
《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虽以章回体名
世，实际上也是章回体的《家》《春》
《秋》，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并不在后
者之下的。《剪愁集》之“剪”，略等于现

代文论中的宣泄、升华之说，故言愁即
是剪愁。在恨水先生或宛转或直捷表
达的种种深隐大痛之间，对于世风的转
变，时代的激荡，民族的冲击廊庙与江
湖（上层与民间），我们后人不能不为之
啼感三叹，虽然逝水流光，斯人已杳，但
古今人情不相远，意识形态固已一变再
变，而时代的风烟余烬里，后人亦不难
找到自己类似的影子或理念。

《剪愁集》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
固然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但
身处怨愁困乏，在孟郊、贾岛这些古人，一
变而为通彻的绝叫，在恨水先生言愁的当
中，保持了儒者相当的敦厚，愈见其沉痛
悲凉，入骨的沉郁。他的绝句承转自然，
无丝毫斧凿痕，妙在言语之外，是近乎天
籁的那种。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写
景，又可以传情，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
这一体。恨水先生以渊深的旧学功底，天
才诗人的情怀，笔下律诗亦多浩气流转，
往往以血性语，直搔人生的痛痒。有时造
意深远、措辞谋篇巧不可阶，仿佛字字露
光花气，十分醒眼，有时又出以打油之体，
类似白话，一看便懂，却字字非悲风苦雨，
非大手笔大力量不能妥帖。忆昔十五六
年前，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正在大学听教师
讲现代文学史，无非说恨水先生是典型的
言情小说家，也是轻轻一语带过，误人子
弟，往往莫甚于课堂，实则就先生全集而
观之，言情比重并不太大，往往在抗战以
后，其各类作品，无不与民主政治、抗战建
国有关，他的新旧兼备的思想，又使他养
成愤世嫉俗、守正不阿的态度。罗承烈先
生说，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在恨
水先生的言行中丝毫找不出来。他一生
写文卖文，对世道人心有绝大的启示，却
无半点非分之想。因此先生卷帙浩繁的
作品达三千万字以上，而且都是站得起立
得稳，从容不迫中透着泼辣犀利的，是现
代文学中最经得起考验的丰碑，不可低估
的文化财富。

“热肠双冷眼，无用一书生。谁堪共
肝胆，我欲忘姓名。”（《记者节作》）“一瓶
今古花重艳，万册消磨屋半间”（《五十九

初度》），“登台莫唱大风歌，无用书生被墨
磨……都传救国方还在，早觉忧时泪已
多。”（《枕上作》）“百年都是镜中春，湖海
空悲两鬓尘。”（《敬答诸和者》）含意无穷，
哀而不怨，然读之每觉泪下难禁。不读民
国史，不足以读《剪愁集》，不思索当今社
会，不足以尽尝剪愁之深意。“苍蝇还到冬
天死，世上贪污却永恒。”“官样文章走一
途，藏猫式的捉贪污。儿童要捉藏猫伴，
先问人家躲好无？”（《苍蝇叹》）“这个年头
说什么，小民该死阔人多。清官德政从何
起，摩托洋房小老婆。”“谈甚人生道德经，
衣冠早已杂娼伶。”（《无题三十首》）“久无
余力忧天下，又把微薰度岁阑。斗咏友朋
零落尽，一年一度是诗寒。”（《丙戌旧历除
夕杂诗》）灵光闪烁的古汉语，在恨水先生
那里得以出神入化的运用，旧瓶所装的是
新酒，更可贵的是诗人正直敢言的人格本
色。言志与载道两者的水乳交融，忧患的
意识以批判的锋芒出之，使之成为一种别
致的杂文诗。家国之感郁乎其间矣！今
读《剪愁集》，绕室徘徊，不能安坐，益觉旧
诗不灭的生命力。

“满长街电灯黄色，三轮儿无伴……
十点半，原不是更深，却已行人断。岗亭
几段，有一警青衣，老枪挟着，悄立矮墙
畔。谁吆唤？……硬面馍馍呼凄切。听
着叫人心软……”（白话〈摸鱼儿〉）浅近
文言，古白话，现代白话，在恨水先生笔
下，其表现力是惊心动魄的！大俗反获
大雅。似随意实讲究，如这阙《白话摸鱼
儿》，其尖新与朴素，奇巧与浑厚，下词之
准，状物之切，情景的逼真，声色的活现，
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不能不推为白
话长短句的典范。

三十年代初虽然创痍满目，乱象横
生，文化人的生存尚有一席之地。等到
四十年代，国破山河在，精神和物质都
无路可走之际，国人仓皇如幕燕釜鱼，
文艺的色调，自然也由另动多元衍为潦
倒哀哭了，人真到了绝境，是很难幽默
起来的。苏东坡以为文人之穷“劳心而
耗神，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是从
作文那一天起，忧患即相伴随，几乎是

先天的。不过以此衡量恨水先生，在言
愁方面，却只说对了一半，他更多的是
忧时伤世，自哀哀人。他对民间疾苦，
有着近乎天然的感触。当然在创作的
效果上倒是欧阳修序梅圣俞诗集所说

“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
上诗人与穷愁结缘，是自古而然的。只
不过可穷者身，而不可穷者情志而已。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旧时文人最多
这两种，都可取。恨水先生却不是狂者
也非狷者，他是堪为士范的贤者。旧道
德和新思想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亲和融
会。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集一样，是一出
漫长的传奇文，洋溢老派和正气，他是那
种典型的老作家，重友谊，尚任侠，像长
途跋涉的骆驼，这样的作家近乎绝迹
了。他的小说，固是白话，而他的诗词散
文，却在白话中浸透了文言气息，楮墨内
外虽与时代共呼吸，忧时之士的苦闷，而
他的心情，确实很旧很旧的——令人揣
摸不尽的旧时月色！负手微吟一过，满
心都是温馨和苍凉。这是因为他一肩是
中国文学传统，另一肩是西洋文明，他的
写作生涯回忆，说他年轻时产生过才子
崇拜和革命青年兼具的双重人格。他笔
下是传统纯正的中文，思致宛转，尺幅
兴波。今天的文场，面对弥望的翻译
体，那种像掺沙豆粥的文字，别扭拗口，
冗长空洞，他们的初衷是要写话，结果
却是不像话。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
弹！这样的情势下，不免令我们越发怀
念恨水先生的文字空间，怀念那醇酒一
样的文字的陈年旧曲。

伍立杨 1985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
文系。其后长期任人民日报社记者、
主任编辑。1995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中国 1911》《民国幕僚史话》

《潜龙在渊：章太炎传》《铁血黄花》等
三十余部。曾任海南省第四届作家协
会副主席、海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海
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四川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

一

又下雨了。
高温随着降了下来。将手伸到窗子

外，一滴雨水落到手上。
它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不是这阵

风，它会落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它
自己也不知道吧。

今天它是雨，昨天它是云，前天它是
江河湖海，后天它是冰。它就这样变来
变去，从天上到地下，从地下到天上，从
南方到北方，从西方到东方。不需要护
照，也不用签证，想到哪里就到哪里，随
心所欲，自由自在。

又将手臂伸到窗外，又一滴雨落到
手上，水花溅起，那样轻柔，谁在向我示

意点头？

二

好久之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
时候，有个朋友，分手之际，拿出一个笔记
本，要我写上几句话，作为友谊的纪念。
我当然是写了的。我的话是这样的：

天地之间，多少奇迹
我却忘不了那颗雨滴
叭嗒一声，猝然落地
你都来不及一声叹息

那个本子还在吗？他还记得是我写
的吗？很难说。本子可能已不在了。话
也可能忘记了。这个很自然。时间过去

这么久了，多少东西都消逝了？何况一
个小小的本子。奇怪的是我自己倒是记
得清清楚楚，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得
越来越清楚，时不时地还会想起，在心里
面念起来。是啊，那是一颗什么雨滴，那
样落在我的心里。

三

每个人都难免一死，或重于泰山，或
轻于鸿毛，这是以前的认识了。

人虽然都难免一死，也可不重于泰
山的，也可不轻于鸿毛的。这是现在的
看法。

平平常常，活着，死去，虽不那样轰
轰烈烈，也不一定颓废消沉。简单，纯
粹，终其一生，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很久以前，我就想过：如果死去，我
愿自己，能够如此长眠不醒：

那是一个安静的深夜，雨点打着洁
净的窗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那些响声，那样清脆，就像弹奏悦耳
的钢琴。

每逢遇到这样的夜晚，我就能够睡
得安心。

一个人在死去之时，若能像他出生
那样，即使月黑，也是风清。

周实 编审，曾创办《书屋》并任主
编。主要作品有诗集《剪影》，短篇小说
集《刀俎》，长篇散文《无法安宁》，长篇随
笔《老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长篇小
说《性比天高》等。

工地（摄影） 席湖 作品

席湖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珠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版画
艺委会主任，珠海画院副院长。作
品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等国家级展览,并在美国、加拿
大、韩国、日本、保加利亚、新西兰、
奥地利等国家展出和发表。

我想一个人发呆

这个地方千万别让偏僻走开
就在那儿等一会儿我
我想把寂静卸下
在它里面一个人发一会儿呆

我既不带风去，也不带雨来。
风忘不了将这里的树一一叫醒
雨忘不了将这里的水依次救活

我不知道自己第几次把自己
遗忘在这里。但，我知道
我不会让这里的寂静毁灭了这里

我就那么站在一片寂静里
头顶上飘曳着一片摇晃
露出了许多不怀好意
它既压群芳，又压挺直
最后压空了一片时光

落入时光的深处，我比空还空
空能装下头顶的天空，我却能
装下空。但，我却总想走出空
只是我的年龄已经走不动了

现在，我既被寂静创造着
也被寂静遗忘着。站入寂静
我什么都不想，也可以什么都想
不过，更多的时候
我只想在这没走开的偏僻里
一个人发一会儿呆

路

路将我安全地护送到目的地后
便迫不急待地调转头颅
寻找它的出发点去了。但
当我把家领上二楼的时候
窗口瞥了我一眼
我才发现路还未离开
它仍在原地等我
路，你怎么不走呢
你那扭扭捏捏的心态
骗谁都骗不过我的心知肚明

路，你就走吧
我若出门
会到楼下去找你
只是你现在不要再等了
再等我也不会给你青睐
因为我还未对付好晚膳
对付好晚膳后还要对付睡眠
你就不怕黑暗昧掉你的虔诚吗

路，你该走就走吧
窗口难以启齿
我来告诉你
你若有情
明天早上再来接我
你还在楼下等我。但你
千万别忘了和明亮一起过来
它不来，我不去
我怕你找不到地点
被黑暗骗进不明里，走不回来

荷塘月色

月色，这只月亮里私自下凡的蝴蝶
它用白和亮向荷塘，疯狂地
倾注柔情，渴望荷塘能对它
少保留一些隐私和秘密

荷叶绿田田。它们拉着夏风
打开一把把伞、一朵朵莲花
托起月色的翅膀，目的是
不让它藏进自己潮湿的阴影
这是荷叶对月色最大的痴心

抵达灵魂

灵魂的距离有多远，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抵达灵魂
需要一首航船和一条航线。于是
我先指挥智慧在一张白纸上
划一条直线，让它指出纸外
然后，再安排心灵手巧去打造
一首纸船，沿着这条航线起锚

坐在想象运载的航程里
我让时空把白纸液化成海
流进船底，再飘起风帆与航行
至于航程能否抵达灵魂
已不是我的事，我只负责信心

灵魂就住在我的体内
从未离开过咫尺。因为
它一直不肯放过我的人性和良知
才被长期派驻我的躯体
此刻，信心已搭乘一首航船
正朝灵魂抵达。而我只能
站在纸外准备体温，等待它的停泊

丁友星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安徽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安徽省阜
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院
2005年第五届高级研讨班（中青年
文学理论评论家班）学员。上世纪
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

何富成 1962年生，中国美协会员，宁夏美协理事，宁夏美协漫画动漫
艺委会原主任，高级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钻研绘画艺术，40年来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一百多家报刊发表漫画、插图、连环画、国
画作品5000余幅，50多件作品在国内、国际艺术评奖中获金银铜奖项，漫
画作品在日本、意大利、罗马尼亚、瑞典等十多个国家展出，十余次担任国
家国际新闻、艺术类奖项评委，2004年出席第六届世界漫画大会，2006年
被推举为征服世界的36位中国漫画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