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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童时代是伴着奶奶纺车的嘤嘤

声度过的! 时至今日! 耳畔仿佛仍然响着

纺车发出的像蜜蜂一样的嘤嘤声"

我的奶奶是位勤劳朴实! 肯吃苦! 能

耐劳! 待人宽宏大量# 诚实善良的农家妇

女" 她一生饱受了旧社会的苦! 直到
!"#$

年去世时! 穿的仍是自己织的粗布衣裳"

从我记事起! 最常听到的就是那纺车

的嘤嘤声! 奶奶每天起早搭晚! 甚至是彻

夜不眠! 不停地纺线" 虽然奶奶离开我已

经四十多年了! 但我对奶奶纺线的姿态仍

能清晰地记起! 她辛勤劳作的情景不时出

现在我的脑海! 那微驼的身影也常在眼前

闪现"

纺线织布是旧时流传下来的古老而传

统的工艺!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从

人们的视线里淡出" 我已是耄耋之年的人

了! 对纺车是记忆犹新的"

奶奶用过的一架纺车是从我记事起就

很破旧的纺车! 是发黄水前留下来的! 因

年代久了! 部分器件木料已经糟了! 几根

木翅有的已经断裂 ! 绑着个木片继续使

用! 摇把的轴已经磨细了! 轴筒已被磨得

很大! 摇时就有些晃荡" 纺车轮子带动锭

子的线是弦绳! 尽管很结实! 但用得时间

长了也会断! 经常是磨断了接一下再用!

实在不行了才更换新的" 线是在锭子上绾

绕起来带动锭子转的! 锭子与固定它的铁

条钩磨损得也很厉害! 铁条钩磨断了再更

换! 而一根锭子能用好几年"

奶奶晚上纺线时点一盏黄豆粒大的煤

油灯照明" 她坐在一个用玉米棒皮或高粱

叶拧成的圆形垫子上! 上面再垫衬块旧衣

或破布" 线均匀地从她轻轻捏着棉花条的

左手指中慢慢地抽出! 随着纺车的摇动!渐

渐拉长!直到胳膊完全伸直!再用左手无名

指挑起线!向上绕缠到锭子上" 纺出的线穗

子十分干净好看!上头平面!中间大!越往下

越尖!像个青白萝卜"

奶奶纺线织布直到人生晚年"上世纪七

十年代!她老人家已八十多岁!每天还是纺

线不辍!除给全家人做吃做穿外!大部分时

间是坐着纺线" 特别是晚上!夜深人静了!

她的纺车仍嘤嘤作响" 我清楚地记得!奶奶

纺线经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困了!就

地打一会儿盹" 冬天冷了!腿上就盖一件旧

棉衣!仍是少知疲倦地纺啊#纺啊$ 家人劝

她躺床上休息!她说%&纺线如抽丝!慢得很!

白天忙这忙那!时间少!夜里时间长!还是晚

上出活儿''(

就这样! 日复一日! 寒来暑往! 奶奶

用她勤劳的双手! 纺出的线织成花色各异

的粗布! 供全家人做衣缝被" 纺车伴她度

过了一生! 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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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不断有文友赠诗集于我! 一篇篇

细读下去!一本诗接一本诗地读后!恍惚间发

现竟有千篇一律之感" 看一篇不是小情小爱!

便是自怜自爱! 个人情感的背后看不到集体

经验!也就是说小情背后没有大情!个人背后

缺失群体" 当然!写个人情感不是不中!因为

情感主题一直是中国诗学的主要母体!如&多

情自古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有情终若

无情恼(! 都是在书写失恋中的个人情感!但

它却不是个人的! 因为它们背后站着的是一

个失恋群体" 套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人"窈兮冥兮其中

有道" 可以说每一个惨遭失恋的人!几乎都可

以套用过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不满" 但是再

看手头的赠书! 却因过于沉溺于个人情绪的

书写!让作品失去对集体经验的追问能力!从

而失缺一种共性和普遍性! 让诗歌本该拥有

的厚度越来越单薄和瘦弱"

清代画家在)补遗画跋*中曾说过%&诗意

须极缥缈!有一唱三叹之音!方能感$ 然则!不

能感人之音非诗也" (无道近乎于诗!笔功再

好!自然无处所感$ 既有所感!必须道骨可品

可嚼" 也就是说无论诗歌如何受哲学思潮的

影响!大艺术的标准是不变的!逸#神#妙#能

四品之格的基本审美标准也是不变的" 我一

直觉得好的诗歌应该以情牵理!或以理牵情!

也就是说情理兼容才算是上乘佳作" 虽然在

中国文学史上情本论和理本论互掐多年!争

执不休!也没弄明白诗到底是言情还是道理!

原因就在于究到深处!不管是情本论!还是理

本论!情理不是对立的!绝不是顾情弃理!也

非讲理不说情!因为情盛可生理!理盛依然可

以生情!情理互生!情理共存!诗才会有它应

有的厚度和味道" 这种情理的互动和共存性!

在前人留下的经典中比比皆是" 最典型的例

子就是中国诗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情本论代

表+++苏轼" 可以说苏轼比谁都讲究情理兼

容!如那首由大情牵出千古咏叹的&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 (之所以能经得住千年咏叹!

就因有大理深灌于情中"再如他那首 &不知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所以能传唱

千年!自然也是有大情灌在哲理之中" 由此可

见作为情本论的主倡者之一的苏轼! 都不敢

偏此弃彼!并不是苏轼没有胆量颠覆对头!实

则是他太知道情理的艺术能量和审美大妙

了"

而大致说来! 人的情感无外乎喜怒哀乐

和爱恨情仇!以及饥#饱#困#欲等一些直觉绝

对" 若套用红黄蓝三原色!我们姑且可以将这

几种直觉绝对式的情感说成是&原情(" 如果

艺术家的审美目光过于向内! 你的情# 他的

情#我的情跳动在几种单调的原情间!很容易

造成抒情的&千篇一律(" 这种千篇一律与共

性#与广度无关!而是现代诗人过于沉溺于向

内看#过于迷恋自我个体的表达!导致的表现

力的枯萎"

)中庸*上说%&合外内之道(!意思就是说

要通过内在去通达和把握外在的天地之境

界"&境界(是 &象外之象(的理论另一种说法!

意指一种空间感" 这种空间不只是平常所说

的&高境界 (之高度 !它还指广度和深度 !高

度# 广度和深度三者相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

的空间" 也就是说向内看本不是错误!从艺术

的生发过程来看!&内( 应是诗人创作的原动

力" 可是!如果将境界一味据囿于诗人自家心

间那一点点拳头大的空间里! 艺术的生命力

在哪里, 艺术的目的在于传达!而非自赏" 在

艺术传达中! 艺术的生命力是由艺术作品与

读者间的情感共鸣#认识共鸣#体道共鸣等等

而喷发出来的!而共鸣产生的基础!则是创作

主体要有对集体经验的追问自觉" 正如儒家

有言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

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的&大人(" &一(在

中国哲学里有最高范畴&道(的意思!人与道

合为&大(!大人就是指天人合一后的&大我(!

也就是天#地#人三才中处于中界的&人(" 而

我所读到的这些诗集!莫说是与天#与地相合

了!连中间的众生都没有想过!一篇一篇复一

篇!沉迷于&小我(的个人情感自怜自衷和自

叹! 或者就是掉入一个自然环境中的自我陶

醉" 这种过于&小我(的艺术眼界!看似有人!

其实又是没人的" 而好的诗歌看似无人!却是

有&大人(在的!比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

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两句话看似无人!却写

出了一种达济天下的情怀! 这种情怀的背后

站一个群体+++也就是一切具有 &达济天下

情怀(的仁人志士!这种写法属于典型的以情

达理再牵人"再比如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看似在写&小我(!可诗句传达出的那种&不屈

权势的清高和骨气(!却牵出一大批的中国知

识分子群体-再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看似无人!作者却通过对王谢两

家的没落!通过比兴手法!在对世事#命运的

叹息中! 写出了一个又一个从鼎盛到没落的

家族! 以及他们的命运''意境说的主倡者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到两个重要概念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从&有我之境(到

&无我之境(其实就是从艺术的生发到艺术营

造过程的提炼自觉! 将个体体认向纯粹认识

的理性转化!从而将&有我(扩变成&无我(" 而

&无我(实际上并不是个体的&小我(消失了!

而是升为了&大我(!将&小我(提升为&大我(

的过程实则就是打量和寻找群体的过程!也

只有具备了这种提炼&大我(的自觉意识!方

可达到大画家石涛所云的境界%&天地氤氲秀

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

之奇" (

雪
!

赵佩佩

伫立窗前! 雪花飞舞

你的纯白如天使的羽翼

你的轻盈又似一个舞者

跳着曼妙的舞蹈在旋转中慢慢

飘落

那飘摇的美丽

让心绪渐渐丰盈

伸出双手

我多想将你珍藏

就像能抓住时光

放慢匆匆的脚步

可恍惚间

你美丽的身躯已无踪影

你满载着杨花纷飞的喜悦

亲吻着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

每一处都有你洒落的诗意

年味儿
!

戚富岗

从村东到村西的氤氲

是腊八还是祭灶的气息

升腾的记忆

对儿时过年的欢乐

依旧虔诚

耕耘了四季的人们

在亘古不变的民俗里

酝酿出飞舞的雪

是否雪花的脚步

惊醒了春的消息

窗外的寒梅

已然枝头

诗歌

春曲!外二首"

!

王猛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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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读
每每品读

便忘却了时间仍在流去

我分明看到的

是诗性画境般的笑

带给周围一片芬芳与温馨

我 如同当年追虹的少年

在你勾勒的艺术天地里奔跑不息

让风儿狂吹

岁月 尘封了多少斑驳的记忆

只有对心灵的虔敬

只有对艺术的操守

还那样刻骨镂心地

让我们共同沉醉

不知不觉

你悉心涂抹的五彩画面

在我的文字里悄然流淌

只有娇艳欲滴的花朵

轻轻地 在心头涌动

几枝茎干 几多线条 几许墨色

如同沉睡的荷香

安抚不眠的心

此刻 只想近距离地走近你

去体味你的深邃 奥妙 美好

你倾力打造的心灵胜景

我不忍踏破

唯愿小心翼翼地

站在繁花似锦的边沿

一层一层地 品读

品读你一不小心溅起的墨痕

品读你轻风摇曳 清清爽爽的挚爱

我真怕扰乱你生命的颜色

如今 我该站在哪里等待

你浓绿般的才情

你夕霞一样的醇美

正依次向我们

蔓延开来

春 语
你的前方

是四季不凋的蜡梅花

火红火红

芳香四溢

对你的渴念

无以表述

唯有以诗歌的力度

将心颤栗成块块碎片

盛开成绚丽的文字

以固有的执着

向你一束束

潇洒地赠送

此刻 思念无休无止

你或许知道

这芳香 是来自心之一隅

从今往后

这花浸满的真诚芬芳

将 溢满年年岁岁

春 曲
在柔柔 细细的惠风里

我看到了新叶

新蕾似快乐的红灯笼

我听到了红花轻舞的足音

我感觉到了柔情似水的爱

我看到了喜悦的双眼

像红红的梅花初开

于是 我慢慢走近你

再走近你

但你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

让春天微笑着

给我一首诗的清浅与鲜洁

距离使我的眼前产生奇特的美景

和心的狂潮

那么 就让我的这首小诗

径直地飞向你

在爆竹喧响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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