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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幼儿园里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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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辛

□ 北风

处处闻啼鸟 （版画） 顾捷

从新冠肺炎看死亡

张峰波送来了他的诗稿《此兮·
彼兮》，品读后总感觉有一股化不开
的“情”字，貌似是一山、一水、一处景
色的描写……但读来却始终温暖、明
亮且隽永，每字每句都饱含着峰波对
故乡崇明的眷恋、对故土崇明的热
爱，以及希冀自然与人类共存的和谐
情怀，在他笔下现实的景观折射出的
是心灵的苍穹。

我出生于上海，和这座城市相伴
了七十年。但不论是到很远或不远
的地方，我时时都能感知到这座城市
的脉搏跳动。即便是出访在海外，我
也时时记挂着上海。我知道这是故
乡留给我的“根性”使然。我想，峰波
跟我是一样的。他的诗歌也是有根
的，同作为上海走出的、从事文学创
作的人，这里的山水景观、人文气息
是浸润到我们血脉中的，给予了我们
创作的源泉和无尽的想象。所以，

《此兮·彼兮——张峰波的诗》就从这
里出发——“桑梓吟”作为通篇的第
一辑。他以平实、真切的笔触挖掘故

乡的诗意，回忆彼兮的过往，表达着
自己对上海浓浓的爱意与眷恋。

第二辑“九州颂”是峰波在情感
上的升华，由故乡到故土，展开对整
个华夏文明的吟诵。他打破时空，把
对五千年璀璨文明的向往、对祖国的
深沉热爱交汇在一起，融进他的视野
和文字，形成一个多姿多彩、壮丽宏
阔的诗意空间。

罗丹说：“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
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峰波有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使他总能在平凡中寻
觅到诗意的碎片；然后再一一拾掇，
重构起一片置放心灵的栖息地。第
三辑“此彼间”中那些随处可见的生
活即景：一幅画、一场电影、一次展
览，甚至是一段旅程、一个季节……
峰波都能恰切地发现蕴藏在其中的
诗意，再用他的笔写出自己内心的波
澜壮阔。或许在峰波的心里：生活即
是诗，诗即是生活。

峰波的诗里有着一山一水的自
然生机，也不乏一茶一饭的生活气

息，但二者却丝毫没有冲突，而是交
融和谐，合二为一，让人想到古人所
说的“天人合一”。我想这可能就是
诗人有意为读者构筑的诗意居住地
吧，这里的一砖一瓦倾注着诗人对自
然、对生活的热爱、理解和包容。而
每一笔意象的书写，情感的渲染都渗
透着诗人的审美意识，是诗人诗艺修
为 、生 活 观 察 、内 心 感 知 的 外 化 展
现。所以，峰波的诗歌笔意平实，贴
近生活，但不等同于对生活的实录，
而是有着诗人对生活的深刻思索、感
悟，以及个人的独特情思。

所以，峰波的诗给予读者的不仅
是优美的词藻、华丽的语言，更是一
种心灵的启迪。读峰波的诗，就好比
品一杯浓香的茶，让人感到亲切、舒
畅，且通透，我祝福峰波在诗歌的道
路上越走越精彩，也期待他的诗歌创
作抵达新的境界。

（本文为上海崇明籍诗人张峰波
的诗集《此兮·彼兮》序）

一个人的一生里，上幼儿园时
期最听话，基本上是老师怎么教就
怎么做。比如，关于洗手问题，老师
说饭前便后要洗手，孩子们很容易
执行到位。也就是在幼儿园里，老
师说要吃中饭或吃点心了，孩子们
会自觉地去把小手洗得干干净净。
学校里养成的洗手习惯，他们还会
带到家里，带到日常生活中，带进自
己的一辈子。

同样说洗手，现在的许多大人
却不如孩子。或许是现在的大人们
当年都直接上小学了而没有条件进
幼儿园，或许是他们在当年的幼儿
园里受到的训练没有如今严格，因
此如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样的常规动
作，许多人都做不到，以致我们在碰
到某些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大张旗
鼓地宣传洗手问题，其中还需要特
别地教导洗手的方法。

我们的一双手，是一个劳动模

范。四季里，它一般都裸露着，无论
什么事情都赶在前也挡在前，还总
是不怕脏。双手灵巧、勤劳，又事必
躬亲，使得它有了很多被污染甚至
就是藏污纳垢的机会，所以需要主
人善待，帮助清洁。一定程度上说，
我们都学会洗手而让自己的一双手
在需要卫生的时候干干净净了，那
么我们的身体也就可能健健康康
了，我们的文明素养也就从一个角
度体现出来了。

洗手问题，是常识。常识的特
征，往往是既简单又重要，而且又因
其简单而容易被人忽略，因其重要
而一旦违背就会受到无情惩罚。为
遵循常识，为免遭惩罚，我们去补上
幼儿园里的这一课。

这次爆发了新冠肺炎，很多人不
幸离世，这引起了我对于“死亡”这个
话题的再次思考。这几个月来宅在
家中，我对如何面对死亡、接纳死亡
有了新的认识。

我先后在医院、家中送走了父母
等多位至亲的亲人，还在火葬场看到
很多生离死别的场面，有人不知所
措，有人抱憾而去，有人镇定从容。
事实上，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绕不开
的，有句话说：“我们的出生是偶然
的，但死亡是必然的。可能是一个漫
长和痛苦的疾病，也可能是一场突如
其来的事故，还可能仅仅是身体衰老
的自然结果，方式各异，千差万别，但
结局都是相同的。”

虽然不知道死亡会在什么时候
来，但我们要知道，那就是人生旅途
的终点站。就像一部电影，有序幕，
有高潮，也有尾声。如果电影足够完
整，还会有谢幕。所以，生死都是值
得肯定和接受的。其实，对“死”的思
考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生”的思考，
只有了解死亡，才会了解活着意味着
什么。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著
作《存在与时间》指中出“死”和“亡”
是两种概念。死，可以指一个过程，
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的边缘，我们
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
每一分钟，都是走向死的过程，在这
个意义上，人的存在就是走向死的过
程。而亡指的是亡故，是一个人生理
意义上真正的消亡，是一个人走向死
亡过程的结束。面对死亡，要用正面
态度对待“死”这个过程，不要留有遗
憾。拥有健康时要倍加珍惜，患病时
要主动治疗、积极康复，做好面对死
亡的心理建设，在真正面对死亡时，
从容接受并做好安排。这就是，马
丁·海德格尔提出的生命意义上的倒
计时法——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会让我们不因一时的
得失而愤懑，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烦
恼，不因面前的问题而纠结，会让我
们以更大的格局、更宽广的视野面对
生命。了解死亡，你就会明白，既然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到，不如好
好把握当下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快乐，
这才是最重要的。

□ 叶振环

说起水牛，我总忘不了那“呷呷
喂咯呷喂来唷咯”清脆响亮的赶牛号
子声，它就像故乡一首悠远绵长的歌
谣，在我的梦里不绝地唱响，也是我
童年眼中的一幅诗画。

“好斗的公鸡常常趾高气扬地寻
衅闹事，勤劳的牛总是默默地耕作土
地”。这是人们对牛的评价。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里，牛在农业生产中有巨
大的贡献，它与人类相依为命，结下
了不解之缘，也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崇
敬。千百年来，中国的咏牛诗也是不
计其数。其中犹以宋代李纲的那首

“ 耕 犁 千 亩 实 千 箱 ，力 尽 筋 疲 谁 复
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
阳”，以及臧克家的一首《老黄牛》：

“ 块 块 荒 田 水 和 泥 ，深 耕 细 作 走 东
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
蹄。”意境最为深远动人。

家乡崇明岛，饲养水牛的历史悠
长，1604 年出版的《崇明县志》已有记
载。崇明的牛名为海仔水牛，也被称
为崇明水牛，是我国著名的良种水牛
之一。这种水牛结实健壮，繁殖率
高。成年牛每天使役 7、8 小时可以不
歇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它
们可是人们的耕作好帮手。

崇明岛滩涂广阔，牧草丛生，是
耕牛从春到秋放养的天然牧场。耕
牛日出进荡放养，日落入塘过夜，这
里成了它们的乐园。

牛仿佛知道吃草的重要，要经得
起一整天的繁重劳作，必须吃饱，因
而一见到鲜嫩的草就贪婪地啃个不
停。牛不会向上看，它只知地厚，不
知天高，它更是埋头拉犁，不抬头看
路。它那厚实的身体，注定是属于土
地的。

水牛性情各异，有的温顺老实，
有的异常暴烈，但干起活都敬业。只
要人们扛来犁，将牛套上，牵着下田，
它都乖乖地顺从，此时的牛具有人所
无法达到的承受能力，因而人们称赞
为“俯首甘为孺子牛”。

记得小时候在地里干活，那时的
机械化作业远不及现在，所以牛耕依
然是庄稼人盛行的忙活方式。一年
四季，水牛的潜能被人们发掘到极
致，耕田、拉车、耙地、拉磨，凡是能施
展开牛的劳动场合，都有牛的身影，
它们总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

在我的记忆里，每个生产队都有
几头水牛，饲养水牛的人也都是经验
丰富的专业户，而且他们的饲养秘诀
大多数都是祖传。因此，他们把牛当
成自己的孩子，从小到大精心喂养。

牛通人性，只有牵在主人的手中，才
会百依百顺，没有脾气，即使平时倔
强暴烈的“野牛”，主人也是舍不得用
鞭子抽打，抽出去也只在半空里舞一
个圈，发出“叭”的声音，吓唬一下，那
牛就会服服帖帖地听从主人的任意
摆弄。

牛耕地时，身上系着缰套，缰套
拴在一张犁耙上。犁耙的后面，耕耘
出大片土地，翻卷如浪，似那涌动着
的春气。新翻的泥土，湿润润的，阳
光下，也闪着油油的光亮。

须知，这种家养的水牛，一般生
人是不能随便接近的，见到生人它们
会摆出一副攻击的目光和架势，接近
它时就会用两只锋利的角顶撞。小
时候，我们每看到那吹胡子瞪眼的水
牛，总是退避三舍，绕道而行。

有句成语称“吴牛喘月”，说的是
江淮一带夏天气候非常炎热，水牛非
常怕热，晚上见到月亮以为是太阳，
吓得卧地望月而喘。而在我的家乡
崇明岛，地处江海，气候适宜，而且一
到夏天，养牛人对耕牛更是关爱备
至，基本上不让它们干活，早晨把它
们牵到江海滩涂放养，直到太阳下山
时才归，牛儿们自由自在，舒适惬意。

如今家乡已见不到水牛了，其岗
位也已被各类农业机械所取代，但那
扶犁开耕的渊源历史，原汁原味的农
民文化，绵延不绝的中华农耕文明，
人们却依然记着……

心香一束

难忘家乡的水牛
□ 郭树清

笔走心缘

走过的路
开满花朵

诗韵悠悠

□ 王玉华

我知道

我知道
暗夜的阳台 谁睁眼看见春天
开始 继续 结束
都彷徨 耳朵听见心灵的模样
欲言又止
从来的天真是时间的天敌
如果是必须的离开辰光
安慰抵不上 痛哭一场
浮躁哭不出来 安静绝望呐喊
月光抚摸的忧伤被解放
拥挤的表情会微笑的脸
冷酷到底
一杯忘情的水放肆快乐 都遗忘
午夜破晓阳光
断了的翅膀自由飞翔
一个人一匹狼走到最远的地方
走过的路开满花

九张机的桃花

天涯远不远
咫尺天涯 天涯又怎么会远？
那一夜 古龙用剑锋写诗
而你的笑随我挥拳行令
九张机的桃花
去年 今日 一千年以后
才气如锦 湖东岸的樱
畅怀 痛饮
伤 就此回头
我不知我所言为何
半山坡的羊
你不是黄蓉 一样唱到绝响

一枚桃花美得不怀好意

认真的甜
一枚桃
美得不怀好意

以味蕾的视觉
唤你
明年今日的风情
让她的微笑
像斯嘉丽穿粉裙

来吧，十里桃花后
瀛洲岛上，有女神
水润的颜色
水叮当乳白 心有明月

（国画） 许敦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