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坡观砚（国画） 潘军 作品

潘军 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
宁，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当代著名
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现居安庆。

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
《风》《独白与手势》（《白》《蓝》《红》三部
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
（六卷），《潘军作品》（三卷），《潘军文集》
（十卷），《潘军小说典藏》（七卷）等。作
品曾多次获奖，并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话剧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哈尔滨话剧
院、美国华盛顿特区黄河话剧团复演，并
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于米兰国际戏剧节公
演），《霸王歌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
演）；并先后赴日本、韩国、俄罗斯、埃及、
以色列等国演出，多次获得奖项。

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有《五号特
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等，

《分界线》将于 8 月初在江苏卫视首播。
闲时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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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萤火虫虫
□ 许理存

珠海情侣路 （组诗）

□ 盛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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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国画） 刘春潮 作品

刘春潮 现为珠海古元美术馆馆长。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
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青
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馆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策划委员会
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秘书
长。

美术作品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等展览，获《上海世
博会中国美术大展》优秀奖（最高奖）等奖项。美术作品发表于《美术》
等刊物。出版《中国优秀美术家刘春潮作品集》等多部个人画集，被中
国美术家协会、文化部等机构及国际友人收藏。在美国、德国、英国、
芬兰、西班牙、泰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北京、重庆、广州等市及港澳
台地区举办《刘春潮艺术作品展》。

明代陈继儒在《笔记》中记载，曾见
过苏轼的一篇砚铭手迹，上面是这样一
段对话：

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
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
三砚，何以多为？”曰：“以备损坏。”居士
曰：“吾手或先砚坏。”曰：“真手不坏。”居
士曰：“真砚不坏。”

作为文学家、书画家的陈继儒也是
一位大收藏家，这事应该可信。苏轼也
确实有这样一则砚铭，是为门生黄庭坚
所写，但这段充满禅机的对话是实录还
是虚构？是否就是苏黄二人之间的对
话？尚不可知。

古时文人的雅兴怪癖素来被人称道
传颂，也大都成为绘画的题材。如王羲
之的爱鹅，米芾的拜石，倪瓒的洗桐，林
和靖的梅妻鹤子，枚不胜举。当然，这其
中少不了苏轼的品砚——很多人物画家
都画过。自古有武人宝剑、文人宝砚一
说。陆游有诗云：“穷交谁耐久？晨暮一
破砚。”陈继儒则说得更为形象生动：“文
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
相亲傍。”可见砚与文人雅士的亲密如影
随形、亦步亦趋。但像苏轼这样的爱砚
成癖者却不多见。有人作过统计，查其
文集，苏轼一生作铭69篇，其中砚铭就

达29篇之多，此外还有不少咏砚的诗
词。苏轼好砚的情结，应始于少时所得

“天石砚”，因此作《天石砚铭》——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行宅隙地中，

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
莹，作浅碧色。表里皆银星，扣之铿然。
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
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
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
而用之，且为铭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
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
足，世固多有。

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
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
不复得，以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
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
付迨、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
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
也。

铭文仅32字，却前有序、后有跋。
儿子捡到一块奇异的石头，老子便认为
是一方天石之砚，坚称此乃文字吉兆。
所以苏轼“宝而用之”，怀有不负苍天的
雄心。可是到了元丰二年，苏轼因反对
王安石变法，站在司马光一边，因言获
罪，这宗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显

然，这一事件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
也是其创作风格的分水岭。这之前，从
任杭州通判到徐州知州再到湖州太守，
苏轼的诗词作品洒脱自如，直抒胸臆。
说他是“豪放派”的领军人物，某种意义
上，指的便是这时期的创作（当然不是
全部）。而诗案之后，作者便转向了对
大自然和人生的体味与感悟，那个“大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
渐渐消失了，代之以“小舟从此逝，江海
寄余生”的苏东坡。至于晚年谪居惠
州、儋州，则更为淡泊旷达。然而，这所
谓的旷达也还是无奈——“心如死灰之
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
州惠州儋州。”这才是苏东坡真正的心
声，自嘲而悲凉。

当年苏轼于湖州任上下狱，家人流
离失所，书籍散乱。次年被贬黄州后，寻
天砚而不见，以为丢失了。几年后，他离
开黄州，舟行至当涂，打开书箱，意外地
见到了这方天砚，喜出望外，遂交付两个
儿子苏迨、苏过。这方“天石砚”似乎成
了老苏家的传家宝。“天砚”没有保全苏
轼的平安，却让他成为一代文豪，并于黄
州写下了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
寒食帖》——我以为使的就是这方砚。
祸兮？福兮？

作为一幅人物画，必定是要表现人
物在特定情境中某个瞬间的。那么，我
想要的那个瞬间，便是苏轼在那方“天石
砚”失而复得后的“甚喜”。这是发自内
心深处的极大喜悦，其中仿佛也蕴含着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感叹
与忧伤，可谓悲欣交集。而作为前景的
一池荷叶，无疑象征着这位大文豪的品
格高洁。这或许和以往的人物画家有所
不同。多年前，我曾看过一位人物画家
所画的“苏轼赏砚”，随口问了句，你为什
么要画这个题材呢？他回答不了，只说
大家都这么画。

这幅《东坡观砚》在微信上发布
后，受到朋友们的好评。老友唐先田
给我留言，说此画极好，构图、留白、荷
的衬托，都使得画面雅致而疏朗，恰好
寄托了东坡先生的精神境界。资深记
者何素平说，那一池的荷花，应该就是
朝云。

苏东坡诸多的砚铭中，其中一则《端
砚铭》很著名，可以视为砚的一篇宣言，
抄录如下：

与墨为入，玉灵之食。
与水为出，阴鉴之液。
懿矣兹石，君子之侧。
匪以玩物，维以观德。

萤火虫，一个诗一样的名字与诗一
样的小昆虫，两厘米左右的躯体，却能发
出那么美妙的光，太阳光色系中除青与
紫光外，它都能发出。而且在其一生的
四个阶段，卵，幼虫，蛹，成虫，都能发
光。光之于萤火虫，不仅是美的炫耀，还
是求偶与交流的信号，类似与少男少女
们恋爱时的秋波吧。

仲夏之夜，宁静的田间地头、塘边沟
旁，一闪一闪的弱弱的亮点，像孩子们的
嬉闹。一会上一会下，一会飞动，一会又
落在草尖，它们是一群一群的，在一起游
乐时却没有一点声音。光就是它们的语
言了。

每每乘凉时，我都会盯着飞行中的
萤火虫，不足一秒的亮光之后，是两秒的
黑暗，然后再是不足一秒的闪亮。它在
空中飞行一次不足百米，而这百米的光
不仅是弧形的，还是点状的，像天上的流
星划过夜空，所不同的是萤火虫划得更
缓慢，也更浪漫。

萤火虫被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最
早的《诗经·豳风·东山》里就有：“町畽鹿
场，熠耀宵行”。熠耀指的就是萤火虫，
笔者通过写萤火虫夜间的飞行，写那漆
黑的天空，寂寞的夜，冷清的光亮，渲染
了一种荒凉阴森的景象，灵魂化萤之说
起于诗经的年代。《七夕》中，“银烛秋光

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用这些
婉约的辞藻描绘了七夕之夜，萤火虫的
光亮照耀三三两两恋爱中的青年男女，
黑夜中仰望星空，祝福牛郎织女鹊桥相
会，也憧憬着自己的美美爱情。

小时候，逮萤火虫是必修课。每个
孩子都会拥有一两个专装萤火虫的玻璃
瓶子，夏天来临前都要拿出来，刷了又
刷，透明得没有一丝杂质。这样的瓶才
配装萤火虫，不仅为了观赏萤火虫的光，
更因为萤火虫的高洁。若将其置身于污
渍环境，萤火虫不仅会生气而不发光，还
会影响到生命。所以，有萤火虫的地方，
一定是环境好的地方。她不待不洁之
地，与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是一样的道理。

那时的萤火虫很多，而且飞得也慢，
飞行中的可以抓到，但那样很容易伤到
萤火虫，更多情况下用网兜扑，或者跟着
飞行中的萤火虫，待她一落草尖上就用
双手捧到。

一个瓶子里只能装五六只，装多了，
她就不发光了。每次逮虫回来，经过正
在乘凉的大人们身边时，都会扬起手中
的瓶，炫耀自己的本领。

瓶口要透气，一般在家放两三天，就
要拿出去放了，萤火虫关的时间太长，她
会忧郁而死的。所以放萤火虫就是另一
道风景，我们相约一起走到生产队的打

谷场上，有时在田埂上，喊着一二三，放
飞萤火虫。一时间，萤火虫，重回自然，
又见天日，那种夺路而逃的慌乱，有时几
个萤火虫都撞一起了。顿时，空中像天
女散花，又像繁星点点，这些流动的光点
把乡村的夜装饰成诗一样的天空。

萤火虫在幼虫阶段还是食肉的，以
蜗牛、螺丝为主，到成虫时像个绅士或僧
人，饮露止渴，食蕊充饥。在每个美好的
夜晚，更多的时间都在飞行表演，展示她
的形体美，亮出她的能量之光。有时我
在想，萤火虫若不在夜里飞行，是否就是
锦衣夜行呢。

每年的夏天，有一个晚上是不能出
去逮萤火虫的，那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中
元节，又称七月半或鬼节。西乡的圩区
人都相信，这一天地府里的鬼全部放假
一天，让他们回阳间看看后人，他们出
来时，那灵魂就附在萤火虫身上一起飞
翔。有些孤魂野鬼也放出来了，所以这
一天，天一黑，大人们都是不许小孩子们
出门的。

每年的七月初七，是中国的情人节，
是牛郎织女在鹊桥上会面的日子，那鹊
桥上的光就是由千万只萤火虫照亮的，
照亮了他们爱情的路。所以，这一天，大
人们都会让小男孩们出去逮萤火虫，或
看着萤火虫飞来飞去，去接受萤火虫的

爱之情愫以提高情商。
逮萤火虫有时难免会弄伤她们，尤

其是尾部，那肉液弄到哪里就亮到哪
里，像荧光笔涂在书页中的那种亮光，
不过过一小会儿，光就自然消失。

现在在农村已很少见到萤火虫，因
为环境的变化，萤火虫在主观和客观上
都无法生存，更谈不上浪漫的生活。

不过在一些山区里，一些环境极好
的地方，萤火虫仍然多且亮，且一如既
往地浪漫。去年夏天去游黄山时夜宿
山村，我们都在仰望星空，赞不绝口这
里的银河怎么那么亮的时候，突然有人
惊叫：“萤火虫！”真的，这里的田里、水
边、山脚，到处微光闪闪，飞着各色的弧
线，一短明一长暗，天空被点缀得异常
精彩。

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在富
裕了的同时，环境的恶化已不可小觑，好
在美好乡村建设正在快速推进，也许在
不久的未来，又可“昼长吟罢蝉鸣树，夜
深烬落萤入帏”。

珠海情侣路

在这条路上走过的人
就不想再走其它的路了
这条路适合情侣走
不是情侣的，走着走着
也会变成情侣
当然，一个人走
也能走出情侣的意味

从情侣南路、情侣中路
到情侣北路
它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
姿态斑斓
港珠澳大桥骑在海面上
巍峨、霸气
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
一路向北，渔女矗立海中
举着珍珠、举着爱情
也举着一世的盛名
再向北，两只贝壳从海底升起
由人类奏出的海风和涛声
诉说着建筑史上的奇迹

月亮也喜欢在这条路上走
有时走在情侣前面
有时跟在情侣后面
听见他们说着好听的词语
像岸边的两块石头
一块靠着另一块
海枯前是这样
石烂后也是这样

枯萎的矢车菊

在六月，在迟到的
矢车菊的香气里
这座城市均匀地呼吸着
它凭借一片海域

一条叫情侣路的路
轻易抬高了自己的海拔

白云的象群在海面上奔跑
尺寸控制在刚好不会掉下来
在面海的窗台上
一束矢车菊，看上去
像是海边矢车菊的祖母
它是冒牌的，没有香气的
这座习惯了被鲜花供养的城市
一束假花的出现
就是一次大逆不道

所以，我把它圈养在书房
偷窃它的苍老，皱纹里藏着的
一小截年华
时光抽干了它剩余的青春
使它变得栩栩如生
使它在某个时间里
呈现出另外的生命
就像死亡那样
新鲜

台风

台风时，最无辜的是植物
深夜，我听见风在树木上演奏
听见叶子离开母体时
像是大提琴的一次失声
多么豪华的交响乐
来自于植物的配合

清晨，世界安静了
有人在清理植物的尸体
现场干净，连流淌的血
也是干净的
一棵白玉兰，久久地
举着断臂，举着伤口
向天空致敬

盛祥兰 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生于吉林抚松，现居珠
海。著有诗集《偶然》《我们都是宇宙的一撇》、长篇小说《爱的风景》、
散文集《童年春秋》等7部。

许理存 20世纪60年代生人，研究
生学历，做过农民、瓦工、企业主、职业
经理人。业余爱好藏书、写作、音乐、行
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