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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沙龙 □ 阎诚骏

礁石精神
——读赵丽宏散文有感

家书

娄山关

黄浦江得名于春申君黄歇吗

建筑 （国画） 黄凯

2014 年下半年，《赵丽宏文学作
品 18卷》出版了，其中有 16卷是散文，
计 1278 篇，我随后就沉浸其中。这固
然是基于个人趣味的情感陶冶，作为
一次精神漫游，则感慨良多，近 500 万
字的作品证实了他自己的表白：世事
万变，不变的是自己的心境。任岁月
和命运的流水曲折湍急，他愿做其中
一块礁石。他所有的散文，便是他在
喧嚣中寻宁静，在烦扰中求纯真的生
命倾吐。

赵丽宏的散文丰富多彩，其中有
些上乘之作，已经问世多年，但在我的
心中，它们却不是一抹残阳，那明亮的
语境和画面，常常唤醒我的记忆，于是
一次又一次地去品味。

比 如 ，最 早 读 到 的 是 他 发 表 在
《人民日报》副刊上的《雨中》。一千
多字的短文，浓缩了诸多元素：一群
放学回家的孩子；一个打翻了一筐苹
果的姑娘；一个路过的卡车司机；一
个白发老人，场景则是雨中的马路
上。文笔凝炼而清新，没有迸发的激
情，只有淡淡的叙述，人物如矩阵般
在雨中紧密地啮合一起。一个事件，
一种行为过程，却形象地暗示了一种
生命体验，展现出抽象的人性之美。
现在这篇散文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无论从文学性还是思想性来说，都是
当之无愧的。

《岛人笔记》中的《死之余响》，是
当时我读赵丽宏散文最感震惊的篇
目。文章结构的线索是法国作曲家
圣桑的交响诗《死亡舞蹈》，一开篇便
着意用音乐的魅力来渲染叙述的氛
围，然后讲述一个个死亡者的故事，
绘声绘色而让人触目惊心。文章的
结尾又重现音乐形象，然而，美妙的
音乐情绪产生的诗意，却变成惨痛的
悲剧。这是作者对生存与生命境况
的敏锐感悟，无论是叙事或是抒情，
其主题、情景、词语、句群都显示了不
同于他人的个性，其思想张力则是反
思的呐喊。

我曾在中学里教语文，邀请赵丽

宏来学校为学生作过读书和写作的
讲座。这缘于他的名作《小鸟，你飞
向 何 方》，文 章 说 他 读 书 的 心 路 历
程。他介绍自己“还在中学的时候”，
就迷上了泰戈尔，“一本薄薄的《飞鸟
集》”，被“手指翻得稀烂”。“《飞鸟集》
破损了，我渴望再得到一本”，于是，
便有了“旧书店里的那次邂逅”。

在文化遭到粗暴践踏的岁月里，
在读书无用论弥漫全社会的时候，竟
然有两个少年为寻求精神食粮，在一
家旧书店里相遇。赵丽宏的散文非
常擅长营造气氛，设置情节。这样的
意趣所产生的戏剧效果，扣人心弦，
真可谓生花妙笔。而文章所揭示的
生命追求，所挖掘的人的生存意志、
人的超越性和价值感，即便在今天读
来，仍有着丰富的观照意义。

读赵丽宏的散文，我总觉得他笔
底下流淌着深挚的感情。那些写亲
情友情的文字，那些生活趣味的品
鉴，都折射了作者的精神追求。比
如，《母亲和书》，没有一句刻意的抒
情，近乎纯客观的白描，呈现出深沉
含蓄的母爱。20 多年里，作者出版了
几十本书，他以为母亲不会读他的
书，没想到母亲淡淡地说：“我读过你
写的每一本书”，他更没想到，在母亲
的“房间暗道里”，“有一个被帘子遮
着的暗道”，“里面是一个书橱”。母
亲说：“你写的书，一本也不少，都在
这里。”“看着母亲的书橱，我感到眼
睛发热，好久说不出一句话。”

赵丽宏笔下这个真实生活中的瞬
间，如诗一般地暗示了他的生命体验，
把母爱表现得如此璀璨、深沉，无声的
情感如此细腻柔和，显示了散文的超
逸之美。

赵丽宏写人物的散文，并不去铺
陈人物的思想脉络，也不去写人物的
性格全貌，而是抓住人物形象的某个
特点、某个侧面来展示人物的理想和
追求。

例如《夕照中的等待》，写一个“生
命之火大概已快燃烧到了尽头”的老

人，每天傍晚，都会撑着拐杖从楼上走
下来，执意地“坐在门口的一个花坛边
上”，等待着一张晚报。“注意到他的眼
睛时”，作者“不觉怦然心动”，因为“这
是一双充满渴望的生机勃勃的眼睛，
那渴望犹如平静的池塘深处涌动着巨
大的旋流”。

文章写到这里，老人的生命意义
顷刻得以升华。接着出现的邮递员，
老人的儿子媳妇，都是借以烘托这位
超越了现实功利的老人的灵魂。老人
最终去世了，但这一真实人物，实际上
已经成为一个隐喻，让人们思索，在我
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处境中，人生在对
肉体的衰亡无法抗拒的境况下，我们
应该如何在精神上免于死亡。

又如《雨和书》《死之吻》等，大多
只选取一个断面，粗笔勾勒，却是栩栩
如生的诗性具象。作者所展露的人物
内在精神，对唤起人们理性地思考生
存和生命的意义，无疑带来意味深长
的启迪。

赵丽宏散文的文化视野非常宽
广，方寸中的一把幽情，催生出赵丽宏
许多充满人间情怀的美文，如《蝈蝈》

《绣眼和芙蓉》《蛐蛐的悲喜剧》等。渺
小的动物与人类在宇宙中并存，都尊
严地运行着自己的生命进程，这是造
物的公平，也是作者对生命的钦敬。

从赵丽宏有关人的精神生活、文
化生活与自然生命相贯通的散文中，
我们还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润泽。如

《古瓷四品》《古陶》《陶痴》等。这些美
文，以事物的原初性和人文意味，构成
他对以往生命的回忆，其感情指向，是
对历史和人类生命的敏锐见解，不但
是作者才、情、性的发挥，也给读者带
来一种精微的诗意。

赵丽宏文学作品 16 卷散文，如他
自己所说，是他大半世人生的缩影，是
他跋涉的屐痕、情感的留影，是他的生
命以文字形式长出的枝叶，开出的花
朵，他这种执着而专一的精神，韧性与
卓绝的努力，他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
态度，就是令人敬佩的礁石精神。

家书是写回家的信，还是收到
家里寄出的信？

幼时，父亲远在外地，母亲总
是写信，读信。母亲读的信里是父
亲的生活和对我们生活的询问，我
听 到 每 一 封 信 的 开 始 总 会 有“ 勿
念”二字。

上学后，去过一次父亲发信的
那个山连着山的地方。悠长弯曲
的路，不知怎么通到城市，通到火
车站的。

我看到了母亲读过的信中描述
的丛生的竹，人家屋后园子里酣睡
的猪。我也看到父亲健身跑步的山
路——羊肠小道，在山坡上；而那宽
宽的大路，在山间，大河边。父亲他
们的集体宿舍在半山腰上，前望是
山和河，后望是山和小路。

小学三年级，老师教我们写作
文，母亲叫我写信。我学写的第一
封信只有几行字，可是，已经是我
搜肠刮肚，用尽了所有的文字表达
能力的一份作品。母亲把这封信
夹在她的信纸中。让我上学时顺
便寄出。邮局人不多，我特别仔细
地粘贴信封，在邮票背后涂了许多
化学浆糊。不曾想邮票打滑，怎么
也粘不住，最后被我弄碎，我差点
流出泪来。

好不容易寄出信，想象着父亲
在他的宿舍里，拆开信封，一定惊喜
地看到我的那张信纸。

父亲果然欣喜，因为我会写信
了，这是他在回信中写的，那是专门
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我记得父亲除
了欣喜之外，在给我写的信中还叮
嘱我要注意睡眠，每天不能少于 8
小时。等到探亲回家，他给我带回

几本文稿纸，是奖励我会写信了，也
是鼓励我多写信吧？

父亲的字很漂亮，他随身带着
黑色钢笔，新学期，总是为我在书簿
上“开”名字。他纤长的手指握着
笔，微微偏着头，嘴唇紧抿。读他的
信，我能想象他写信的样子，想象到
那支笔的角度，笔尖怎样写出疏朗
的笔画，写成一封信。我甚至可以
听到黑色钢笔在纸上划出的沙沙的
声音，看到他写出“来信收到”“勿
念”……

物质贫乏、经济落后的时代，
唯一的优势大概是让人们更有机
会过上诗意的生活。那时候，几家
男人不在外闯荡谋求幸福的生活，
几家妻儿不是用小学、初中水准的
学问，书写着深情的篇章？家书代
替了团圆时的其乐融融，过滤了相
处时的种种琐碎，留着思念，留着
想象，留着美好。

逐渐长大，母亲逐渐把写信的
任务移交给了我。

邻居家老太太有时也来请我
读信写信，我用我的口和手给她读
写，她得到了她的慰藉。我终于明
白，其实家书不是用笔写的，也不
是用手，而是用整个心，写出整个
生活。

总是喜欢那首诗：洛阳城里见
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
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家书像酒，一封与一封之间，
是时间和情感一起在酝酿，然后落
笔到纸上。送达家人手里，收信的
人 又 可 以 一 口 一 口 慢 慢 啜 饮 ，回
味。也可以收藏，继续酿，随时间
而更醇厚。

笔走心缘

□ 张绥娟

不是所有的山都能成为关
大尖山小尖山并排一站
不知为何拼成了一道娄山关

原来地理是被历史书写的
盘山公路至此爬上山脉脖颈
一切一切的意义便油然而生
关隘依旧残阳不再如血
也许每座关隘存在的使命
便是等待有朝一日的打开
打开娄山关让我们看见遵义
遵义这座老城急忙洒扫迎客
此刻地理与历史永恒结盟
呼啸的山风纵贯岁月脉搏
伫足顶峰的行者
拂开烈烈西风
依稀听见
镂进岩石的嘶哑声音

葱郁的山林差点蒙蔽记忆
陆续赶来的游客
努力打捞过往
倏地触到热血
渗进红土地的余温

也许有人在问他们
他们去哪儿了
而鲜红的字体宣告
一群人手举火把
登上了制高点

诗韵悠悠

□ 顾后荣

孟夏江南 （水粉画） 刘竞程

心灵驿站

□ 龚家政

上海简称申，黄浦江又叫申江、黄
浦、歇浦、黄歇浦，有人说，这是因为战
国时楚国贵族春申君受封于申江一
带。这种说法是属谬误，理由有三：

一、《史记·春申君列传》：（楚）“考
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
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年，黄歇言
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
为郡便。’并因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

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
（今苏州），以自为都邑。”

可见“春申君”，是黄歇初封于淮
北十二县时的封号，后改封江东，封号
沿袭。并非黄歇受封于申江一带而封
号为“春申君”。

二、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六世纪，
其间一千四百年，长江南岸的海岸线
一直是自江阴以下，沿嘉定的黄渡、青

浦的盘龙镇、松江的漕泾一线至杭州
湾。上海市区、川沙、南汇、奉贤和嘉
定的大部分、青浦东部是唐代后，由长
江泥沙淤积而成。而春申君生活在公
元前三世纪（春申君卒于前 238 年），
何来现在的申江和上海。

三、上海在太湖之东。古太湖水
由三条江流入大海：北面一条叫娄江，
即今浏河的前身；中间一条叫淞江，后
改为吴淞江，即今苏州河；南面一条叫
东江，即今黄浦江前身。古东江最初
在海盐附近从杭州湾出海，后经三次
改道（最后一次改道是 1404 年），才成
为现在黄浦江的流向。

至于“黄浦”的名称，既不见于汉
唐时期的任何文献，也不见与北宋时

期专论水利的各种著作，又不见于南
宋时期的有关史料，直至元代才见之
于历史记载。《元史》上说：“黄浦在县
东，大海喉吭也。”可见战国时楚国的
黄歇和元代把东江改为“黄浦”无丝毫
牵连。

综上所述：黄浦江、申江和楚国黄
歇春申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属后
世牵强附会之说。

【备考】：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
典》，在江苏江阴西三十里有申港，又
名申浦，其水东入无锡，西入武进，又
北流入大江。《环宇记》说江阴县有申
浦，春申君所开置。把上海的申江附
会成由春申君得名，也许是申港和申
江只一字之差、且又谐音之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