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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一夜风吹去
——司空曙诗意图

□ 潘 军

岁月深处 （外一首）

□ 郑智兴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清晨浇花，一束温暖的光聚在
蔷薇上，深红的花瓣绽开着，明黄的
花心宛转峨眉，凌子目睹流光泻在
花间，旧日里思绪复苏，好像回到那
一年。

凌子为启明远离家乡，启明为
她，第一次顶撞父母。父母认为启
明工作稳定，不需要找外地户口的
女孩。启明却认为，父母供读大学，
是为让自己拥有独立思想。这一
次，他坚决选择与喜欢的女孩结婚。

创业艰难，只靠启明一份微薄
的薪水，日子捉襟见肘。结婚那天，
婆婆说：“我老了，以后就不帮你们
带孩子了。”凌子听着，心如刀割。
经济窘迫的日子，婆婆的决定真是
雪上加霜。她打定主意：“必须先创
业。”

凌子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
小未曾做过家务。到了异乡，水土
不服，肠胃又娇弱，吃着婆婆做的
饭，肚子疼得不行。于是，她越吃越
少了，有时扒两口饭就出门：“妈，我
吃饱了，得早点去店里。”

其实，凌子无需提早。她找了
一家快餐店，点了一碗热气腾腾的
面条。

“不可能每天跑出来吃面条
啊！再说，婆婆多么用心地送来午
饭。”凌子想着。

于是，凌子努力习惯家里的饭
菜，可肠胃总不争气。

有一天，店里有陌生女孩在购
物。突然，凌子抽起纸巾，对女孩
说：“请帮我看下店。”然后，顾不得
回应，冲出去了。

她回来时，脸色苍白，手无力地

扶着肚子。
女孩关心地问：“你怎么了？哪

里不舒服呢？”
“唉，肠胃弱，吃到不干净的不

舒服。”凌子虚弱地回答。
“你吃点药吧？”女孩说。
“不用了，等会儿就好了，谢谢

你。”凌子捂着肚子，勉强地说。
“我家在附近，我去给你找点药

来。”话音刚落，女孩风一样跑了。
没多久，女孩拿来一瓶行军散

说：“你吃点吧，很有效的。”
女孩的热心把凌子怔住了，凌

子凉凉的肚子像被热水袋暖暖地敷
着，她打开话匣，和女孩互报姓名，
女孩叫蔷薇，喜欢煮食。然后，她们
惊喜地发现，两人竟是老乡，更是越
聊越投机。

从那天起，小薇常煲糖水给凌
子做下午茶点。凌子有时也去小薇
家蹭吃。她跟小薇学包饺子、蒸鱼、
炒菜……慢慢地，她也能做一手好
菜，和婆婆探讨煮食。

有一次，凌子见小薇打开衣柜，
惊讶地数起来：“呀！你就一件外
套？这么脏还穿？走！姐带你买衣
服。”

说完，拉起小薇逛街，她挑中一
件有蔷薇的白衫送小薇，深红的花
绽放着，恰似她们美好火热的友情。

凌子吩咐小薇：“脏衫洗不净，
以后不要再穿了，脏衣服看不见你
的美丽。”

渐渐地，小薇不断地变换形象，
像多了个姐姐，教自己穿衣打扮。

小薇相亲那天，凌子陪她去做
发型。柔顺的长发，甜美的打扮，小

薇像从杂志走下来的迷人女子。
相亲第三天，男方要了小薇生

辰八字。又三天后，就说要提亲。
见男方这般着急，小薇母亲退怯了，
和朋友说起这桩婚事，朋友都说，男
方家太显赫，担心小薇嫁过去被欺
负，正犹豫婚事要不要继续。

那天，凌子和小薇聚餐，男子来
到，仨人聊了起来，男子虽有着显赫
的生意，却彬彬有礼，并不跋扈。

回来后，凌子对小薇母亲说：
“伯母，男的挺谦逊，小薇在私人公
司当财务，工作不算稳定，找个家底
殷实的也不错。”

没多久，小薇结婚，去了深圳。
婚后，小薇回娘家，再约凌子吃

饭，聊的大抵是和新家磨合过程。
一个女子嫁出去，总有些不适

应。凌子安慰小薇处理好婆媳关
系。人与人，印象停留在外表和品
味，长久相处靠的是品德。小薇朴
实贤惠，时间久了，肯定招人喜欢。

可这次，她见到小薇却吓了一
跳，头发蓬松凌乱，衣衫不得体，像
回到初识时。

凌子问小薇：“怎么这般狼狈？”
小薇委屈地抱怨：“他们家老取

笑我。他也老问我，为什么不把头
发拉直？他父母质问我，总穿同一
套衣服？催我去做美容，买衣服，还
问我是不是没钱，没钱他们做父母
的来付。”

凌子听完，笑了：“小薇，普通人
过日子，勤俭节约是美德；跟富豪生
活，也一样需要勇气。生意人应酬
多，他们要求女主人形象好，这很正
常。”

“花钱打扮？”小薇不解地问。
“对，从今天起，你有个很重要

的任务，就是用品味花钱打扮！”凌
子笑着说。

小薇有点迷茫，她按照凌子的
建议，挑衣服，做护理，探究服饰风
格，翻阅美学书籍，看展览逛博物
馆。

慢慢地，小薇不再找凌子哭
诉。偶尔在电话里，惊讶地大声嚷：

“他买了个Prada包给我，太重了，
像提着块砖头！”“他买了劳力士手
表送我，好麻烦，每天要上发条。”

“他昨天问我要买路虎还是保时
捷？”

凌子笑着回：“你这灰公主，要
学会习惯过富贵生活。”

小薇逐渐融入男方家。随着公
司发展，夫唱妇随。当然，小薇也不
再为服饰花费心疼，更关心的是企
业发展资讯。

多年后，再回忆起她们像姊妹
一样的情谊。在稚嫩单纯的年华
里，彼此给对方铆足劲儿加油，有彼
此温暖的陪伴，生活像有了明媚阳
光，又像盛满了美丽花朵，迎接着前
进中的酸甜苦辣。有这样温暖的情
谊，生活上的失落沮丧、生意场上的
人情冷暖都压不垮内心，凌子的肠胃
不再娇弱了，婆媳关系越来越好了。
而小薇，逐渐适应各种新的挑战，不
仅是先生的贤内助，更成为内外兼修
的时尚丽人。只是想起曾经的如影
随形，如今却各自忙碌，难得一见。
当年的情谊与絮叨，犹如眼前这道隐
约乍现的光影，在微风的交织中，斑
驳地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

风吹开那页书的时候
书页上还有潮润的气息
书中的故事已旧
人已走远，再没有踪迹

原以为的人生
是一本能够随时打开的书
可以翻完目录和后记
然后从扉页后的前言开始
而今 紫薇静静开放的时候
只有树的喃喃自语

我想像过书中的若干场景
那时的世间辽远 天高海阔
时光可以拨弄出琴声的悠扬
繁茂的内心落英缤纷
有觉知的生活
有微笑的泪滴

我把书轻轻合上
像合上一生的回忆

青 岚

脸映桃花时
好像命中注定

目视低头的稻穗
想起内心的不可言说

于萍水相逢中收获善意
在熟悉的陌生里感受淡漠

托清风穿过层云
用醒着熬过长夜

黎明将启
不妨以青岚作笔
用诗意为吟啸着色

这幅画曾经发表于《诗歌月
刊》2017年12期的封底。这期刊物
还选发了我的其他几幅画。我不是
诗人，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唯一
发表的诗作，是有一年《山花》杂志
开办一个“三叶草”的栏目，主编何
锐电话约稿，要求必须是小说、随
笔、诗歌三样都有，于是就给逼出来
了那么几首习作。记得其中有这么
几句：

对诗的一见钟情今夜完成
肯定是迟了
烟过三支，诗过两首
错过的是与诗恋爱的季节
可见我是不自信的。2000年

北京开我的作品讨论会，令人尊敬
的诗人牛汉先生第一个到场，他的
发言上来就说“潘军其实是一个诗
人，《重瞳》不是小说，是诗。”我知道
这是牛先生对我的抬爱，但我还是
感到汗颜。《诗歌月刊》是安徽文联
主办的刊物，去年岁末我回合肥，在
一个朋友的饭局上，几家刊物向我
约稿，其中就有《诗歌月刊》，我很意
外，我说我是不能写诗的。他们说
想发你的画呢。就这样拿去了几张
画，很快就以“诗人的书画”名义，发
于12期的封二、封三和封底，其中
就有这幅《司空曙诗意图》。

司空曙的诗我读得很少，大学
时代读过几首悲凉的，比如“雨中黄
叶树，灯下白头人”“他乡生白发，旧
国见青山”，但能完整背诵的只是这
首潇洒有趣的《江村即事》——

钓罢归来不系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
只在芦花浅水边。
司空曙，字文明，一作文初，

广平（治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人。
曾举进士，后入剑南节度使韦皋幕
中任职，历任洛阳主簿、水部郎中、
虞部郎中等职。为唐代宗大历年间

“十大才子”之一。查阅资料，除司
空曙，十才子中我只知道李端、卢
纶、韩翃、钱起。

对这首《江村即事》，中唐时期的
诗僧皎然《诗式》有点评，抄录如下：

首句以“罢钓”二字作主，则以
下纯从“罢钓”着笔。顾“罢钓”以

后，从何处着笔？盖从钓船言，既已
罢钓，正当系船，乃以“不系船”三字
承之，则诗境翻空，出人意外。

凡做诗，意贵翻陈出新。若于
“不系船”三字，非著一“不”字，则
“罢钓”以后，便系船矣，以下无论如
何刻划，总落恒蹊，断难如此灵妙。

皎然的点评与诗一样的高妙。
李可染先生曾经画过一幅《江

村即事》，也是把全诗抄录于上，这
似乎是“文人画”典型的一种做
法。李先生很少画人物，但涉笔成
趣。那幅画给我的印象很深，一直
就想什么时候自己也画上一幅。
另一个原因，是我喜欢画芦苇。我
喜欢芦苇摇曳多姿和奔放的野性，
于风中呼唤着自由。2009年我去
河南巩义拍摄电视剧《河洛康家》，
有一处外景地选在黄河滩，正是因
为一大片荻花——我原以为荻花
和芦花只是不同的叫法，其实二者
还是略有区别，芦花是指禾本科植
物芦苇的花，荻花则是禾本科植
物芦竹的花。芦苇和芦竹究竟怎
么个不同？我没有机会比较，感
觉应该是锅贴和饺子的差异，但
也有人说是可以混叫的，二者在
形态上实在看不出差别。然而诗
文之中，一字的改变，往往会毁掉
全篇，如同棋局中一着不慎，满盘
皆输。谁敢把白居易“霜叶荻花秋
瑟瑟”和司空曙“只在芦花浅水
边”，互换一下？

我的家乡是地处皖西南的安徽
省怀宁县，县政府原先的所在是在
古镇石牌。镇子的外围就是皖河，
属于长江的一条支脉。皖河两岸有
很多茂密的芦苇，秋天的时候，开出
的芦花一片苍茫，很好看。皖河是
我们儿时经常玩耍的处所，游泳、钓
鱼、摘芦花，挖野藕，少时多半的记
忆都与这条河有关。我在长篇小说
《日晕》和《独白与手势》中，都以浓
墨重彩写到了这条河。每次回乡，
我都选择从皖河大堤上驾车行驶，
遇见涨水的季节，途中还会停下来
四下看看，拍点照片作为岁月的纪
念。

三年前作这幅画，是在北京寓
所。其时刚刚从皖南看完电影《草

桥的杏》的外景回来，原计划秋天
开机，信誓旦旦。可是等我们前期
筹备大致结束时，主演的明星出了
问题，原先答应得非常痛快，说看
了剧本就觉得是为自己量身定制
的，说怎么怎么地感人，并叮嘱我
剧本不要再给别人看了，她会全力
以赴。现在经纪人却突然通知我，
因为身体原因，这个戏接不了，只
能忍痛割爱。我竟也相信了，可是
不久，网上就爆出了这位明星接了
一部几千万的大活，我这才如梦初
醒。这样一来，投资方也就失去了
信心，他们本指望依靠明星来拉动
票房，如今明星突然变卦了，他们
当然也只能跟着变。再加上，投资
方本来就对文艺片缺乏信心，觉得
会有审查和票房的双重风险。我

还能说什么呢？这部电影从剧本
完成到现在，前后已达十年，如今
再度搁浅。我想，凡事都是顺势而
为，也就懒得操心了。而其他公司
追着我拍电视剧，我又感到乏味，
一一推掉了。那时就打定主意，今
后专事书画。我曾经这么说过：书
画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完全的独立
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投资，不需
要看人脸色，更不需要审查。上下
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究
其原因，这是根本。

于是那个下午就想起了司空曙
的《江村即事》，那是何等的潇洒！
我有了作画的冲动，而且这回我不
打算在画面里出现一个古人。

我羡慕笔下这位酣睡于船的老
汉，他有好梦。而我没有。

2022年虎年春节，儿子放假回家，随身
带回了他心爱的蓝猫啵啵。蓝猫长得虎头
虎脑，有着黑白相间的花纹，像个小熊猫似
的，我一见开怀，虎年蓝猫来我家，这可是吉
祥兆。

这只蓝猫出生没多久就被儿子领回了
家，转眼已快一岁了，跟他这个小主人很是
亲近，与他嬉戏玩耍，晚上还常常睡在他枕
边，给他带去了不少欢乐。儿子之前曾通过
视频让我看过它两次，这次真正见到它，如
与久违的老友重逢，我心里满是欢喜。可当
我把手伸过去想抱它时，它却怯生生地用圆
圆的眼睛瞪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敌意，一
下子从儿子怀里挣脱开，躲进卧室的床下
了，任凭千呼万唤也不出来。

儿子说这是蓝猫的特性。它警惕性很
高，只要到了陌生环境，它都会先进行“侦
察”，确认安全后，才会慢慢跟人亲近。没想
到它的自我防范意识及保护能力这么强。

蓝猫“警长”到家的第一天，就像个侦探
似的，满屋巡视，它一会儿钻到床底，一会儿
又躲到沙发下或窗帘后，总之哪里最隐蔽它
就往哪里钻，似乎黑暗中才最安全，好像见
不得人的小媳妇。我很是心疼，觉得大过年
的，竟让这个小家伙担惊受怕，真正是委屈
到家了。

儿子想尽办法才把它从阴暗角落里逼
了出来，听到我的脚步声，它在儿子怀里吓
得浑身颤抖，缩成一团。儿子说这是因为声
音陌生，熟悉了就不会发抖了。我听了哈哈
大笑，本来是猫科，却胆小如鼠，也是让我开
眼界了，谁让人家是名贵的宠物猫呢！这就
是猫与猫之间的区别呀！

小家伙的警惕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
象。来的当天，它不吃也不喝，只在家里东
躲西藏，寻找最安全的地方隐身。我真担心
它会饿坏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儿子告诉我，
凌晨时分，小猫把摆放在他房间里的猫粮吃
光了，水也喝完了。现在已钻进了专门为它
准备的纸箱中酣睡哩。我听了很高兴，这个
聪明狡猾的家伙，还挺会照顾自己的，人家
只是对陌生人不信任，饿坏了它自然会大吃
大喝，毫无顾忌。

观察了一整天，第二天醒来，啵啵在儿
子的房间瑟缩着脑袋向在客厅和厨房间穿
梭忙碌的我不停地张望，如此几番打量，见
我并无恶意，应该不会对它的安全造成威
胁，它便开始与我有意亲近起来，会让我摸
摸它浑圆的身子、捋捋它光亮的胡须和毛
发。小家伙长得圆滚滚的，体重近十斤，加
上是矮脚，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一副连滚
带爬的样子，显得笨拙但萌态十足，十分招
人怜爱。

慢慢混熟了，啵啵开始自由自在地在家
中撒欢玩耍，还有意无意地走到我身边蹭我
的衣服，会让我抱它、撸它，看它圆团团在我
面前撒欢打滚卖萌的样子，逗得我哈哈直
乐，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养宠物猫，尤
其是蓝猫，它真的会让人的心都萌化掉。

通过细心观察，我发现猫跟人的关系有
点奇妙，它有自己严格的界限和交往底线，
它离不开人却又绝不黏人，处于一种若即若
离的状态。玩累了之后，它会有意在你面前
晃悠，以引起你的关注，你若轻抚它的身体，
它会舒服地躺在地上，舒展着四肢，享受着
片刻的快乐。你若抱着它抚摸许久不放，它
会不耐烦地向你伸出它“金钢狼”一样锋利

的爪子，这种示威式的“亮剑”方式吓得我拼
命将身子往后仰，生怕被它抓破了相，倔强
的它从怀中挣脱后，哧溜一下跑到一边耍去
了，还不时以得胜者的姿态回望我，像个固
执而调皮的顽童，自由自在，既想依赖人又
不想被人束缚。这可是做猫的智慧呀！

闲暇，我最喜欢与猫对视，它铜铃似的
眼睛闪闪发光，清澈明亮，一如纯真的孩童，
尤其它爱干净的好习惯让我印象深刻。只
要闲下来，它就会认真地用小舌头舔遍全
身，连脚趾也不放过。它还会用两只前爪洗
脸和挠头，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的。是不
是它担心不这样会遭主人嫌弃呢？做一只
宠物猫也难啊！

从心理学角度讲，撸猫能有效缓解压
力，与养花种草一样，但花草是静态，猫却能
与人亲密互动，有温情和暖意，因而更招人
喜欢。

春节我买了水仙花、马蹄莲、墨兰、风信
子、菊花等摆在客厅，正值花期，花儿开得热
烈奔放，色彩也耀眼，满室弥漫着淡淡的幽
香。啵啵每天在这些花前流连，眼巴巴地打
量着，抬头嗅一嗅，或是用小舌头舔一舔花
瓣，专注的神情完全是一副花痴的模样。爱
美之心，猫亦有之啊！我在一旁偷着乐。有
花与猫相伴，夫复何求！

春节有了蓝猫，家里似乎多了不少喜
气。虎年春晚最火爆的一个节目非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莫属，美轮美奂，清新淡雅，让
人惊艳，刷爆了朋友圈。第二天我又回放了
这个节目，我正看得津津有味，却发现啵啵
不知什么时候从房间踱步出来，纵身一跃，
跳到了电视柜上，侧身盯着电视画面竟也看
得入了神。等我拿出手机想拍下这一幕时，
它却猛一转身跳了下来，跑到阳台上晒太阳
去了，原来节目已接近尾声了。没想到小猫
还有如此高的鉴赏力，我不禁对它刮目相
看。猫通人性，真是不服不行啊！

小家伙如此聪明可爱、讨人喜欢，按常
理应该给予犒赏才对，况且正值春节，不能
只吃一成不变的猫粮啊！我拿出从超市买
回的一包干鱼丝，到打开包装，鱼香扑鼻。
我只在啵啵面前轻轻一晃，它便一下子两
眼放光，急不可耐地想夺过去吃。我将手
缩了回来，它可怜兮兮地望着我，是那种乞
食者的卑微姿态。儿子叮嘱说含油含盐含
糖的食物尽量不给宠物猫吃，会影响它的
健康。但我想，少吃一点应该没问题吧，便
撕了两小片给它。结果它如饿狼扑食般，
很快狼吞虎咽了下去。吃完，它咂咂嘴，抬
头望着我，那意思是求求你再给点吧。但
为了它的健康，我每次只给它一点点，见卖
萌卖惨撒泼皆无效，它也就不再坚持，有些
不舍与失望地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天，它
总会对着那装着干鱼丝的袋子发呆，或者
干脆跳到鱼袋上，有意把我的注意力吸引
过去，示意我打开，见我并不理会，它便悻
悻地溜之乎也。

猫爱吃鱼，这是猫族的天性，即使生下
来从没有见过鱼儿，鱼儿却永远是它的最
爱，任谁也挡不住这股狂热。爱便爱了，无
怨无悔，任人评说。蓝猫这不加任何掩饰的
真爱，反倒让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叹弗如。

一周的春节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儿子要
返回单位上班，同时带走了他心爱的啵啵，
家里一下子清静了下来，我却突然有了一种
深深的失落感……

家里来了小可爱
□ 崔 云

司空曙
诗意图。
潘军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