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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乡村的坐标
□ 张峪铭

（1957）

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天使（外 一 篇）

□ 孙道荣

遥望飞翔的小鸟
□ 祁源

准时回家
□ 崔志强

散花坞
乱峰深处是吾家

江海滨/作

搭同事的便车。
搭他的车，我还是犹豫了片刻的。以

前，坐过他的车，太猛，爱超车，喜欢在车
流里钻来窜去，让人心惊肉跳。遇到挡道
的，还会骂骂咧咧。坐在他的车上，感觉
自己就像一个沙袋，不得不承受着负面情
绪的一次次撞击。

他发动车，起步。我不觉绷紧了神
经，等待他突然加大油门，呼啸地冲出去。

竟然没有，而是缓缓起步。
从单位的门驶出，就是一个弄堂丁字

拐角，路窄，视线又被挡住，过往的自行车
和行人，常常被突然从弄堂里驶出的汽
车，吓一大跳。同事开到拐弯处，停了下
来，往左看看，又往右看看，确定没有车
辆，没有行人，这才缓慢驶出。

这风格，一点也不像他啊。我对他
说，真没想到，你现在开车变得这么沉稳
了。

他笑笑，冲我努努嘴说，边上坐着一
个天使呗。

这 …… 我 有 点 丈 二 和 尚 摸 不 着 头
脑。他看出了我的困窘，笑着补充说，当
然不是说你，是说我女儿。

他一边开车，一边叙说着他和女儿的
故事——

女儿上初中后，学校离家较远，每天
开车接送女儿上下学，就成了他的任务。
而在此之前，女儿很少坐他的车。

那天，去学校接女儿，早了点，女儿还
没放学。他熄了火，坐在车里等女儿。他
习惯性地掏出香烟，弹出一颗，点着。他
的烟瘾不是很大，但是，开车的时候，总喜
欢 叼 根 烟 ，他 觉 得 这 样 特 有 型 ，而 且 提
神。烟还没抽完，女儿放学了，从校门走
出来，拉开车门，上了车。还没坐下，女儿
就猛烈地呛了起来。女儿下了车，对他

说，车里烟味太重了，我受不了，我不坐你
的车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吧。

他赶紧打开车窗，扔了烟头。可是，
车内的烟味一时哪里散得尽？他对女儿
说，你等一会。说着，将所有的车窗都打
开，然后，在校门前的道路上，开车来回跑
了两趟，这才勉强将车厢里的烟味消散得
差不多。女儿不情愿地又上了他的车，回
家。

他说，自此之后，他再也没在车里抽
过一次烟。他不能给女儿一个晴朗透彻
的天空，至少不能再让她在自己的车里被
烟熏。

也就是在他戒了烟后，女儿才肯从后
排，坐到了副驾驶位子上。他说，从此，他
的副驾驶位子上，就坐了一个天使。她改
变了他。

一天，他接女儿放学回家。刚刚下过
一场大雨，路面又湿又滑。

他专注地开着车。路过一个公交站
台时，女儿突然一声叫喊：“爸，你慢一
点！”他本能地一脚刹车，车速慢了下来。
他以为女儿看到了站台上的同学。女儿
说，不！你没看到站台前有一大摊积水
吗？你那么快地开过去，不是要将站台上
等车的人，身上都溅湿了啊。

他说，他其实是看到了那摊积水的，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他偶尔甚至会故意
加速，让水溅得更高更猛，猝不及防的路
人们的慌张表情，让他觉得刺激又好笑。
今天，因为女儿坐在车上，他倒是没有故
意加速，但也没打算减速或避让。女儿的
一声喊叫，让他羞愧。

他猛然意识到，女儿长大了。
从那以后，女儿像个指挥一样，不时

提醒他。他越来越觉得，坐在副驾驶为上
的女儿，像个天使。

“爸，有人要过马路，你就等等他嘛！”
“爸，路边蹲着一个小孩，你小心一点！”
“爸，你不要生气了，人家超你的车，

肯定是有急事，你就让他先过嘛……”
他的路怒症，消了；他的好多开车恶

习，改了；他的性格，也变得温和多了。他
说，是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女儿改变了
他。天使在侧，你怎么好意思做个魔鬼
呢？

有了手机后，我改变了很多。
我再也不怕早晨赖床起不来了。以

前，我有一个闹钟，7点钟，闹钟“叮铃铃”
很吵地闹起来，可是，翻个身，我又睡着
了。等再次醒来，早过了上班的时间。现
在好了，我在手机里设置了 6 个闹钟（如
果意志不够坚定，我还可以设置更多）：7
点，7 点零 5 分，7 点 10 分……7 点 30 分，
这是最后一个闹钟，只要在这个点起床，
飞快地穿衣、刷牙、洗脸，不吃早饭，到单
位后再如厕，就能踩着点赶到单位而不迟
到。

我再也不用记路了。为了认清道路，
我曾经买过很多地图，学会了怎样认路，
到了一个新地方，总是努力记住各种各样
的标识。现在完全没这个必要了，打开手
机地图，导航能将我们准确地带到世界的
任何一个角落。就算我们家附近新开了
一个小店，我也多半是跟着手机导航，不
费吹灰之力就找到它的。

我喜欢上了摄影，身上多了很多艺术
细胞，我总能找到某个角度，把自己自拍
得很帅很美。我当然不止于自拍，看到什
么，我都会掏出手机，拍照片，拍视频。现
在我一个月用手机拍的照片，比我上半辈
子拍的照片加起来还要多。我的手机里，

已存储了成千上万张照片，它记录了我日
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然我很少回头去
翻看，一年甚至没洗一张照片，但这又有
什么关系呢。

我变得热情了。从前，我是一个不善
言辞的人，朋友不多。如今不一样了，我
的微信朋友圈里，人满为患，我还加了几
十个群，再也不是那个不合群的人了。每
天，我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朋
友圈，给他们一一点赞，晚上也一样，点晚
最后一个赞，我才能睡踏实。碰到朋友要
投票的，我总是踊跃投票，活这么大，我还
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那一票，这么重要，
不可或缺。哦，对了，你要我投票吗？

我也变得知识渊博了。前不久，我参
加了一个活动，现场抢答。那么难的题目
啊，都有人立马答出。这都是搜索引擎的
功劳，其实也就是手机的功劳。手机百度
一 下 ，再 刁 钻 的 问 题 ，都 能 立 即 找 到 答
案。我发现只要手指足够快，手机网速足
够快，我也能看起来腹载五车，茹古涵今，
智周万物，令人景仰。

以前，上朋友家，朋友总是先沏茶，上
点心，现在不一样了，赶紧告知 WIFI 密
码；

以前，两个新朋友结识，互留名片、电
话，现在亮出二维码，互相扫一扫就可以
了；

以前，我总是担心赶不上末班车，现
在荒郊野外也不怕，就害怕没信号；

以前，口袋里没钱了，让我发窘，现
在，手机快没电了，让我抓狂；

以前，我总嫌房子太小，现在，我总感
觉手机内存不够大；

以前，面对面促膝谈心，现在，面对面
发微信问候……

手机真的改变了我们很多很多。
这是我用过的第 9 部手机了。每更

换一部手机，我只需在新手机上，下载几
个 APP 就可以了，我的手机上的生活就
算无缝衔接上了。至于老手机里，那些痕
迹、照片和记忆，则被永远地尘封在了老
旧的机壳里，就像过去的岁月——那岁月
仿佛是我们自己度过的，又好像只是一只
手机度过的。

手机改变了我很多

乡村如一位从冬季走进夏天
的行者，走着走着，就剩下一些薄
衣单衫了。原本那厚重的妆容，随
着时间的流去，一点点剥蚀，以至
附着在上面的情和事，成了恍惚的
记忆。

就拿炊烟说吧，自人类用火
始，就伴随着乡村走过几千年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飘着飘着，就与乡
村走散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炊烟是每
个乡村的一道特有的风景。那鳞
次栉比的粉墙黛瓦之间，缕缕炊烟
起，暮色如笼纱，鸡进窝棚，黄犬归
家，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安详。炊烟
散发的烟火味，是乡村最为温暖的
人间至味。在那食物贫乏的年代，
哪个孩子不曾靠着锅台，吸着伴着
炊烟的饭菜香。将山芋埋进灶窿
里，将玉米穿在竹棍上置放灶口，
将那刚从地里刨来的花生放在火
锹上……那希冀，那馋样，那焦香
味，浸润了我的整个童年。

这不得不说乡村的锅灶来。
江南的锅灶不像江北缸灶那么简
易，它必须用土砖垒出很大一个灶
面，人口多的家庭一般是双锅灶，
两口锅，两个灶口。搭锅灶不是所
有泥瓦匠都能做的事，一般情况
下，乡村主妇在河边洗衣，东家长，
西家短的，扯到某某搭的锅台好烧
又不耗柴，那么这个人就成了香饽
饽。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玄乎的
地方，无非是考虑好锅与灶底的空
间，又要考虑锅与烟囱口的距离。
若搞不好，难以生火，整个灶间就
被炊烟弥漫。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全由灶台
引发的。若遇到天气寒冷，气压低，
或者是柴火不干，生火确实不易，你
不得不用吹火筒，闭着熏出泪的眼，
鼓起腮帮子，尽力对着灶窿深处吹
起来。吹着吹着，说不定引火毛柴

“膨”的一声着了，火燎焦了你的额
发，烟也顺着烟囱溜到屋外，成了这
户人家风中的旗，地上的坐标。

我之所以说炊烟是坐标，是因
为家家户户树立的烟囱，就像一个
个坐标点，且顺着天空的炊烟，你
就能找到那低矮的青砖瓦屋或茅
屋土房。

小时候，我就是从炊烟中找到
外婆家的方向的。母亲在一个下
午，锄完最后一畦地后，牵着我去
看望外婆。越过村前的茅岭头，走

过洼里的水库，经过一段接一段的
田塍，我累得吃不消，跟着母亲后
面，叽叽咕咕地埋怨着，母亲就指着
前面一片树林对我说：快到了，那就
是外婆家冒的烟。我望着林梢上的
炊烟，在暮色里升腾，顿时想起外婆
菜的味道，于是加快了脚步。

当然乡村的炊烟不都会看得
见，它许多时候融入熹微晨光与昏
暗夜色之中。一弯冷月挂在笔架
山 前 ，父 亲 和 着 月 光 ，磨 着 砍 柴
刀。霍霍的声音，伴着一分清冷，
那闪亮的刀锋，能划破晨曦的薄
雾。父亲用单拇指，放在刀刃上来
回地横拖，细微的沙沙声带有钢的
嗡嗡声，轻轻撞击我的耳膜。母亲
悄悄将灶火升起，烧一瓶热水泡一
碗炒米，打点一下父亲的肚子，那
炊烟消融在清凉的晨月中。等父
亲将一担柴挑回家，左右邻居的炊
烟逐渐散去，母亲香喷喷的饭菜早
就做好了。

其实炊烟也是乡村人的时间
坐标。那时没有钟，早晚以天色为
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早饭和
中饭不仅看天象，而且还是看家里
的炊烟。哪怕你在割稻或耕田，当
你直起身子，望向村子，若炊烟正
浓，你肯定又躬身劳作，直到炊烟
稀薄，你才扛着犁耙，带着一只小
黄狗，吹着口哨往家中赶。沿途，
你会闻到各家不同的菜饭香，偶
尔，也能闻到谁家的鱼肉香。

要说乡村炊烟最盛之时，还是
年前，家家户户将那备好的硬柴搬
出来，架锅炒年货、打豆腐、杀年猪
……女人围着灶台忙得不亦乐乎，
男人坐在灶口闷声添柴，满膛灶
火，将男人映得红光满面，也将未
来的日子染得火红……

如今在高楼占据的城市里，没
有炊烟升起，只有门牌升到了空
中，电气取代了柴火，即使买回了
做锅粑的锅，也吃不出乡村柴火烧
出的味。可回到乡村时，山上柴草
茂盛，家家也如城里，汽灶替代了
柴锅，烧饭简便了，过程简洁了，可
那带着炊烟的味道没有了。更遗
憾的是，没有炊烟，乡村就如失了
魂，落了魄一样，少了灵动之美。

炊烟，本是乡村的坐标，是乡村
的灵魂。可没有了乡村炊烟，就失
去了心之向往的坐标，我们找不到
曾经的味蕾与情愫，也很难找到回
家的路。

在快速变幻的时光里，我们常想，能
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心灵之地。没有喧
嚣、没有浮躁，没有纠葛、没有奢望？一
杯清茶，洗去一身疲惫；一壶老酒，消弭
一眼烦忧；遥望天空飞翔的小鸟，远去红
尘所有的哀伤。

我们常常并不了解自己，总以为可
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人都是被命
运左右的。尼采说：“我走在命运为我规
定的路上，无可奈何。”在这条路上，我们
总是被动地，穿行于红尘之中。

人们常说，拿得起放得下。生活中，
拿得起容易，放得下很难。面对物欲世
界，人的内心，总是弥漫着太多的奢求和

欲望。所以，放不下，不愿放下，成了常
态。世间所有痛苦，都在放不下之中。

做 到 心 境 平 和 ，是 件 不 容 易 的 事 。
人的潜意识里，都有排遣不去的虚荣。

“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诗情画
意，虽美，却遥远飘渺。

很多时候，思想、言行，总是无奈地
被一些固化的东西束缚，而我们喜欢的
东 西 ，却 被 遮 蔽 、被 弱 化 ，甚 至 被 湮 没
了。人生就是这样，无法由自己支配，生
命的画板，更无法完全由自己调色。

坐在四季的门槛边，遥望天边的云彩，
远去的往事在心里翻卷，曾经的滋味；或咸
或淡或甜或酸，咀嚼之后，那种沧桑如水的

感觉，在舌尖久久停留。遍尝了人间百味，
一切终归平淡，岁月静好，人生如初。

人的一生真的很短暂，真正属于自
己的时光并不多。在生命旅途中，我们
仿佛都在为别人活着，有时，甚至是踩着
别人的脚步而活着。

名利纠葛，物欲侵心，灯红酒绿，美
色迷人，在满是诱惑的红尘里，努力守
住，一分心灵绿地，一池平静绿水；于喧
嚣之中，寻一隅安宁，让灵魂，在生命的
诗意中，自由行走。

常常期许，时光慢下来，哪怕放慢些
脚步。置身喧嚣浮躁的当下，物质生活
的充裕，满足内心时常的期盼。在疲惫
中，总想时光慢些，让我们能在，岁月舒
缓间，去感受生命的那分宁静。

对很多事，常有“年轻时不懂得，懂得时
不年轻”的感慨，这是成长的共性。人在年
轻的时候，喜欢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而
知天命后，却时常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年轻
人。世界就是在这种怀疑中，变化成长的。

我要与她漫步于一场雪中
雪花已把夜晚闹得沸腾不已
所有的灯火都朦胧到爱情初期。
各自撑一把伞，保持着牵不到手的

距离，
再用心测评每一句交谈是否有雪的

温柔。
她说：下雨天，你不是不走路吗？
我说：是的，我是有原则的——
刮风不走，天太冷不走，下雨不走，
但我，没说过下雪不走。
我还是说：我劝过你也三不走，那对

身体并不好。
她说：你车子上的雪厚吗？
我说：很厚，雪覆盖了车子，很美。
我想，今天没想开车带你兜风。
一路上，我们都感慨——
街道上的积雪白天已被扫得很干

净。
我说：明天周六，街上就会积雪，明

晚走不了。
她说：明天单位上还会组织扫雪。
我说：不可能的，大家都要休息。
我心里有点快乐，看夜晚的雪花漫

舞好舒服。
她指着一辆被雪覆盖的车子说：
好美，你的车也一定这样美。
我说：是的，我不忍心把雪扫掉。
我突然觉得，她每天和诗人睡在一

起，就是和诗睡在了一起。
她现在，就像这首诗这么诚实。
她轻轻说——喜欢雪，喜欢走在雪

上嘎吱嘎吱的声音…
我也轻轻说——那会有鸟飞出来…

不知怎么搞的，老钱这一向总
是迟迟回家，并且好像没有食欲，
每一餐总是浅尝辄止，“好像胡差
事似的。”妻子心里嘀咕道。

这不人家已灯火通明，一家人
围坐桌旁其乐融融用餐，老钱还没
影。正当妻子向外再一次探望，老
钱才匆匆进门，一脸抱歉，说：“又
回来迟了，有点事。”总是这样的话
语，妻子都开始有点不相信他了。

坐下，妻子看着老钱心不在焉
地吃着饭，扒拉几口，然后饭碗一
搁说：“吃饱了。”

“真的吃饱了，你怎么现在饭
量变小了？”妻子疑问道。

老 钱 躲 过 妻 子 的 目 光 ，说 ：
“哎，办公室里吃了点东西，吃不
下。”

妻子不想追问，她有了自己的
主意。

晚间，妻子等老钱睡了，鼾声
四起，才悄悄地拿过老钱的衣物和
钱包进行严格检查。但结果没有
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接着查看手
机，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疑点。这
就怪了，明明有问题，却没有狐狸
尾巴。妻子疑心不减反增。

第二日，妻子将疑问和很好的
姐妹阿凤说了。阿凤一听，说：“肯
定有问题。他没病没痛，怎么就突
然吃不下饭。平时都是按时回家，
怎么就突然不按时回家。里面肯
定有名堂。”阿凤逐条分析道。

妻子也知道其间有疑点，可她
怎么才能破解疑点，驱散迷雾？

阿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
“你啊，得跟踪一趟，看看他到底下
班以后干了啥。”

“那不好吧，妻子跟踪丈夫那
不让人笑话，况且也很容易被发
现，那计划不就暴露了。”

阿凤又蹙了下眉，然后附在老
钱妻子的耳朵上，嘀咕了一番，老
钱妻子点头称是。

当日傍晚，阿凤在前，老钱妻
子在后，跟在老钱后面。老钱骑着
他那辆单车。果然没有往家的方

向，而是骑往另一条道，进了超市，
然后买菜出来。妻子看到老钱买
了菜，那个气，恨不得马上上前责
问。但被阿凤制止了，说：“等下看
他到底干什么，免得他说买回家，
不就白跟踪了嘛。”

老钱妻子考虑了下，就无奈忍
下了。

老钱进了一个小区，在一栋楼
前停下。然后咚咚上楼。其妻和阿
凤都呆了，怎么平时老实巴交颇有
口碑的老钱居然家外有家，还有另
一个家室让他牵挂。其妻的脸都气
煞白了，身体哆嗦着。阿凤抚着她
说：“我们继续观察，看看到底是哪
一家，和哪个人，才好找他算账。”

渐渐的，老钱在一个窗口出现
了，套着围裙，挥舞锅铲的动作。

“啊，还烧锅，平时都是我烧锅，
老钱都是吃现成的。”老钱妻子几乎
喊出来。她的气愤又增加一层。

但一个老人的出现让老钱的
妻子瞬间哑口无声。原来这个老
人老钱的妻子熟悉，是老钱的姨
娘。先前和女儿住，但老人不习
惯，因为北方奇冷，又人生地不熟，
没个说话的人，老人想回来。老钱
想接老人和他们住，因为老人小时
对老钱特好，宛如第二个妈。但妻
子没有答应，这事就搁下了。没想
到……此时，老钱和姨娘正有说有
笑着。

老钱的妻子赶紧扯着阿凤的
衣袖，说：“我们走。”

阿凤莫名其妙，她的意思是还
得上去责问老钱，问他为什么下班
不回家，到这里干什么，这是家吗？

但老钱的妻子坚决扯走了阿
凤，让阿凤云里雾里。

当晚，老钱的妻子坚决拿下了
老钱手中的抹布，说：“你累了，让
我来洗碗。”

第二日，老人出现在老钱的家
里，老钱又准时回家了。

江海滨的绘画明显具有创新倾向，他
力图在传统的山水、花鸟的意境中融入自
己当代的审美情感，这里面既有他本人对
传统的再认识，也有他在我们这个时代，作
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命感受。他的作品空
灵而妙有，追求混融而又有清光乍现。正
如清石涛所言：作辟混沌手，墨海里立定精
神，混沌里放出光明，舍笔墨其谁耶？

这种通过笔墨的方式呈现出以上“光
明”的境界，是中国山水画至高至难、也是
至微至妙的水平，深悟了此者，古往今来，
皆成一代大师。通过其近作发现，江先生
目前已步入奥堂，需假以时日，定能获得
更大的突破。

在此，我们仅举几例，略作阐明，以显
江海滨独到的眼光与精神气度。

在《欲载诗愁过洞庭》《倪瓒诗意图》
中，江先生纵横挥洒，一幅笔清墨韵之图
跃然而出，近景三艘小船停于河中，中景
乃为小桥流水人家，远景是群山丛林。作
者采用了虚实转换的自然生成手法，使远
山的空灵之光与近景的妙有之实存浑然
一体，这里既有西方绘画中的理性认知方
式，又有中国传统笔墨意韵生动的整体烘
呈，纵使笔不笔、墨不墨，也使大家感到了
这种处理手法的独到之处。从画面既能

看出作者较为扎实的造型本领，又能看出
对传统古典美学意境的深入了悟。

众所周知，中国山水画自荆浩在唐末
五代提出气、韵、思、景、笔、墨六法以来，
审美主体的师心自任，在真山水的创造中
明显具有了主导地位。但是，中国传统山
水之境，从来都未像西方抽象画派那样，
完全抛弃具体的物象，走向以点、线、面为
主要构成元素的纯抽象，尽管两者具有相
通的内涵，但是，在视察与表达方式上，的
确 存 在 着 明 显 的 差 异 及 不 同 的 民 族 特
色。中国传统艺术是在独特的审美感应
方式中，呈现与构成审美意象的，而西方
是在认知体系的模式中，产生出美的本质
以及美的构成法则。虽然，自后印象画派
以来，西方的理性主体审美方式受到了东
方美学的刺激与影响，产生了审美主客交
融的感合方式。但是，现代派画家大都仍

然过度的提升了主体的地位，使情感、理
性与自然的生命难以达到和谐的景象。
而这种创作方式，由于各种原因使我们许
多画传统山水、花鸟的画家难以深入自己
的母体本语，难以把握民族美学的精髓，
画的作品也仅得古人皮毛之似。

当然，我并非要求复古。应该说是：
当代的画者必须对传统艺术精华真正地
继承，方能谈到艺术的真正创新。

在阅读了江海滨的作品后，我直觉到
他对传统艺术中的生命精神、本源意识有
着较深的领会。在作品中他敢于大虚小
实，敢于把尽精微的描绘与大量的虚无之
境巧妙相融，这明显是宋元以来，乃至明
清文人画主流的主要手法，而这种手法的
由来，得力于作者对审美感应思想的“领
会”。也许正如李超指出的：江海滨先生
功夫在画外。他对诸多大家如吕碧城、陈

子庄、赖少其、吕凤子、叶圣陶、钱穆、徐生
翁、杨仁恺、梁披云、杨善深、谢无量、昌明
法师、周退密、饶宗颐、、吴藕汀、江友樵、
萧龙士等都做过深入研究，从而在天人关
系以及对人与世界的缘构的关系认识，要
比一般的画者理解得更多一些，也正是从
此本源之境出发，江先生才能达到触景生
情，“情生景，景生情，情景相生”，才能“信
手一挥，山川草木，理无不入，而态而不尽
也”。基于此，江海滨的作品才能达到“叩
寂寞以求音，无笔处墨气四射，”以空灵飘
逸之心，融成山外山、景外景，致以韵雅之
画，润人之风骨。

在他的作品中，笔骨墨韵共构了一种
新的世界，这种山水世界既不完全等同古
境，又不是随心所欲之乱画，而是法无定
法，以理趣、境界、本源整体之混沌为其法，
以当代人内在情感的凝炼为意，从而达到
意法交织，不拘泥于眼前之景，不刻意为他
人悦目，以知情意的辩证统一为其创造目
标，在解构传统的形式中，达到了更当代化
的回归之路。以率真随性为表征，暗暗契
合了古今中外人文精神内在超越的理趣，
正所谓：返身而诚乃为仁和之志也！

也许，这正是江海滨绘画的创新价
值。

空灵而妙有 混沌而清雅
——论江海滨绘画的美学特质

□ 郝文杰

雪 中 漫 步
□ 汪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