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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程颐曰：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
书之味，愈久愈深。论读书品书，向阳先
生可谓深得其味。在铺天盖地的各类读
物中，这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随处净
土》独具风韵。从书籍的雅致装帧，到內中
收录的书法插图，包括书法家王刘纯和散
文大家董桥先生为明斋提写的“读书人家”
等墨宝，目之不俗。书中收录了他从2017
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1日之间的读书
随笔共181篇，向阳先生利用业余时间每
日一篇连缀成册，题材十分广泛，构思精
巧，内蕴浑厚，风格恬淡。有读书札记、文
化散文、古典诗词等，无论是寻常小事，还
是人情义理，均有一番情味与洞见，其笔意
清新生动，自饶风致，偶尔还插科打诨，来
几句俏皮话，幽默风趣，调侃而不失委婉，
笑谑却不轻浮，博于用典，引人入胜。每一
篇篇幅不长，寥寥数语道尽人生哲理。文
如其人，字如其貌，自然流淌，不是做作出
来的，读来爱不释手，时而颔首莞尔，时而
捧腹大笑，快哉快哉。

马向阳先生爱书成痴是出了名的。他
的书斋里摆满了各种书，还有不少名家的
签名本。这些书大都是他借在外地出差之
机，逛遍全国各家书店，一本本淘回来的。
其购书，一看著者，二看序跋，三看内容，四
看出版单位，五看封扉版式，六看印制装
帧，六六大顺，赏心悦目，付款便走。有的
珍本亲自捧回来，有的则掏了些银子，托运
回来。遇见心仪的版本就在扉页上题词，
写下得书之经过；或者读到会心之处，就在
书页空白处信手记下心得。读完一本书，
兴致来了，约上三五好友，点燃一段沉水，
煮沸一壶老茶，闻香品茶，旁征博引，谈书
谈人，畅谈天南地北，聊上几个小时。

古人读书著文有“三上”“三余”之
说。“文章太守”欧阳修文章成于“三上”。
骑马行路之时，夜晚睡觉前后，每次如厕
时间，都是醉翁读书著文的好时光。董季
直性质讷而好学，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
有“三余”之法。冬天天冷时有空余时间，
夜深人静时有多余时间；静坐听雨时有多
余时间。有了这“三上”和“三余”，何愁

“苦渴无日”，没有时间读书呢？
但读书向来就是枯索寂寞的事。因

其寂寞，方需要心灵的一方净土。谢灵运
《净土咏》：“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说
的就是用一种心澄意静的心境去面对喧
嚣的世界，不受外物所动。读书需要这种
心境，修身养性更需要这样一方净土。《随
处净土》是一本让人安静的书。“南山一
隅，斜晖脉脉，茅舍虽陋，墨香四溢，斜倚
山枕，随意卧读；而桂花绽蕾，幽幽袭人，
淘滤肺腑，五内俱清，纤尘不染，独立绝
俗，则是何等境界。”隔离世俗的尘嚣，一
书在手，也能感受如处深山的意趣。

向阳先生崇尚阅读是幸福的生活方
式。其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随处净
土》一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书中大家林
立，蔡元培、林纾、费孝通、梁任公、李劼
人、鲁迅、郁达夫、巴尔扎克、马格丽特·杜
拉斯、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等信手拈
来，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一个个饱读经
书、人格清贵、宅心仁厚的谦谦君子；出类
拔萃、钟灵毓秀的学识才华；气宇不凡、格
局高迈的民族脊梁跃然纸上。

站在一个纯粹读者而论，现在图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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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很多，但好书委实不多。读向阳先生的
《随处净土》却十分快意。苏眉山在《又答
王庠书》中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
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
尔。明斋先生博古通今，纵横捭阖，《随处
净土》把经典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注重文脉相通，文字优美，犹如一座
小藏书楼，收录了不少人生哲理和大师深
刻顿悟、独到理解，读来既能丰富阅历，又
能获得睿智。

明斋先生云：风吹哪页读哪页，读书
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像极了苏眉
山在《定风波》中所描述的：“回首向来萧
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境
界，先贤飘逸旷达、乐观自信的高风令人
忘俗。

蝉是山村村民忠实而亲密的朋友，每
年清明前后如期而至，六月准时道别。那
日君一别，今又荔花开。大家对蝉儿十分
熟悉而又亲切。在村子里，每年三月荔花
盛开时，村童就会唱着古老的歌谣：“三月
娘儿（蝉儿）叫，用啥叫，用爪叫，田蟹有爪
何不叫……”随着这欢快的歌谣，村民们享
受着几个月的蝉儿鸣奏曲。因为喜欢蝉
儿，村里的小学生常常捕捉一二只蝉儿放
在书包里带到学校玩耍，课堂里常常响起
蝉鸣声。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玩蝉影响上
课，被校长批评说：“少见人烟，多见树叶。”

蝉儿，大家都熟悉，都喜欢，歌颂吟唱
蝉儿的诗词不计其数。这种小生灵在全国
各地都有，有南北东西之分，有春夏秋蝉之
别，它可是中药的一种材料。我曾听过一
次大规模的蝉儿大合唱，那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我坐夜班汽车从广州返回湛江市
赤坎区正值破晓时分，一路至少十余里长
的道树上一片蝉鸣，过了湛江师范学校还
是蝉鸣不断，形成了蝉声的海洋。蝉音叫
人毫无睡意，心情荡漾。

蝉喜欢下半夜就爬上乔木如荔枝、菠
萝蜜、榕树、苦楝树的叶子下面休息或饮
食晨露。蝉喜欢热，天气越热，它鸣叫得
越起劲。蝉有公蝉和母蝉，公蝉体大，发
音响亮；母蝉体稍小，发声清丽动听。蝉
叫有时像加速转动的机器，声音逐渐提
高；有时像减速运行的风扇，声音逐渐低
下来。蝉鸣有时像大合唱，有时像男女声
二重唱，声音有时配合得十分协调和谐；
有时是母蝉独唱，声音比较平和、委婉；母
蝉鸣停片刻，又到公蝉发声，声音一声比
一声大，一浪比一浪高，好像他们在比赛
发声，好像是在展示才艺，好像是有求友
声。千万只蝉在唱，形成了雄浑的乐章，
声音传得很远很远。蝉儿的时间观念很
强，到时就会鸣叫。我家乡的蝉，一般是
一天叫六次：早上五点到七点一次，似是
提醒村民起床上学或下地干活；一次是十
点半到十一点，似是预告时间不早了，一
次是十二点，似是提醒在地里劳动的人们
要收工了；下午三点钟左右一次，似是催
促人们该上工了，七点晚饭时分一次，似
是告诉人们该吃饭了；九点一次似是提醒
人们早点休息了。蝉鸣每次15分钟到
30分钟不等，其中早上鸣叫的时间最长，
有40分钟左右。在声声蝉鸣中，禾苗泛
青甚至抽穗了，荔枝果由青逐渐变红了。
随着蝉的催叫声，妇女们戴笠荷锄忙活在
田园里，男人们也扛着犁耙，走向刚收割
完毕的农田，小学生们则忙着备考……

蝉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生态环境好
则趋之，劣则离之。近年，随着家乡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农民自觉退耕还林，森
林覆盖率逐年提高，成片的橡胶林、槟榔

蔡汝葆季候物语

蝉鸣村野间几天前和海南一所小学的美术老师
苏贻聊美术创作，她脱口谈到唐代画家张
躁悟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
应该可以成为学画人的通用经验，因为这
句话给出的是使客观美变成艺术美的唯
一途径，更重要的是，美术老师如果把这
八个字应用于教学实践，会取得美术教学
之外的意外收获。

这几年，我一直为她的学生及学生的
家长幸福，倒不是她画的画水平有多高，
而是她身为老师，在教最基础技法的同
时，不忘触类旁通培养学生在更广阔的天
地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求知观，促进了孩
子们的心智成长。虽然她的学生还只是
十岁左右的农村娃娃。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核心要义是
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创作活动。一个人要
想成为出色的画家，必先要有一双善于观
察大千万象的明眸，历经大脑沟回的吸收

“放电”，变成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
术作品。客观世界永远是艺术创作的不
竭源泉。艺术家这双情有独钟的眼睛的
分辨力和抓取力，来自于隐藏在内心的慧
根。业重之人，空灵的心被欲望紧紧包
裹，转动不得，不经苦修戒定彻悟，即使创
作的技法功力了得，颜料水彩水墨之象散
发出来的也不过是些铜臭之气。胸有大
爱，天生“丽”质者，若再有“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的潜移默化，当内心的烟熏火燎

梅国云书画杂谈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之气被荡涤干净，达到人与自然为一的境
界，便会“山川神遇而迹化”，随手而出的
皆传神山水。

苏贻送过来她自己和另外五位女
老师的画作和简历，我一下子被深深吸
引，有触礁感觉的，不只是她们的艺术
成就，更是一批批孩子被艺术启蒙的桃
李芬芳。

我仔细欣赏了苏贻传到我的微信里
的几幅作品，感觉爱心满满。颜彩膏、水
墨，因“造化”之功，“心源”之力而将神奇
意象精彩呈现。刘惠玲的国画《荷》，清
雅高洁，亭亭逸然，不仅让我看到了画家
随类赋彩的能力，也透过作品看到了画
家热爱新生命，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心
态。刘敏超的油画《等待中》，依依而踏
实，悠悠而空远。协调的结构，严格的造
型，柔和的色调，传递给我的是无尽的温
暖与宁静。苏贻的水彩抽象与国画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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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明亮而活泼，率性而生动，本极平
常的村前屋后的一树一桥一塘，因为画
家的肆意挥洒，而变得朝气蓬勃，浪漫辉
煌。廖夏婉的纸本水彩《黎家阿婆》，是
打动人心的佳作，照相机般迅速捕捉并
定格老人的瞬间表情，安祥的眼神里，透
着大山深处女人一生的辛劳与悲欢。姚
学梅的油画《缤纷假期》，构图独具匠心，
大胆的施色，渲染了热情奔放主题的艺
术效果，也从另一截面窥见了画家不安
于现状，图变求新的内心世界。覃彬的
工笔人物《外婆》，慈祥里透着童真。外
孙女对外婆刻骨的爱在纤毫下暴露无
疑。想必画家在创作过程中，总有会心
的笑，闪动的泪。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画者层层解
码、用心体悟的秘籍，是美术老师打开教学
思路、解决学生疑惑的总开关。

沙可百味书斋

《随处净土》：闻书识雅趣

聊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
事，两个人相见随便说点什么就可以聊一、
两个小时。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好好聊天
实在太难，碰到一个不会聊天的，分分钟就
能把天聊死，但情境所需又必须要聊，这样
尴尬的聊天被网友们称为“尬聊”。

说起“尬聊”，首先想到的是父母与孩
子。孩子年龄越大，“尬聊”出现的频率就
越高，这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尤其到了青春期的孩子，父母想向其阐述
某种观点，他（她）能静心听完都算得上懂
事，如果还能将内心世界向你展现一番，
那几乎是父母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了。我接触过不少孩子在读初中或高中
的家庭，很多家长的感慨出奇一致：别管
聊几句之后尬在那里，至少说明你们还有
得聊，我家那孩子，你还没张嘴，你就已经
错了。此种情况，家长或许可以用“逆反
期”来自我调节，用“别人家的也这样”来
进行自我安慰。但如果再深入思考一层，
如不尽快“破冰”，等孩子参加工作甚至组
成小家庭之后，“尬聊”的情况是否会愈加
严重？若再开一剂后悔药，如果孩子上幼
稚园或者读小学时就形成与其散步聊天
沟通交流的习惯，是否就能减少日后“尬
聊”情况的发生？

有一位朋友，向我倾诉过与父母的
“尬聊”。他说：“你不知道，我爬山发个朋
友圈，老爸会回复，就算爬到山顶又有什
么意思，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说，看到
这样的讯息，还怎么聊？”也曾听过父母的
心声：“现在的孩子真是体会不到做家长
的良苦用心，你说我们图什么？还不就是
希望能看到她早点嫁出去，开启新的生
活。结果呢？人家根本就不理你，有一段
时间竟然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当然，现在沟通的方式太便捷了，各
种社交软件几乎都能做到“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那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
人临发又开封”的情况已经绝迹。想视
频，想语音，拿起手机等电子设备就能

“见面说话”。然而，等到真正见面之后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甚至有人说，平日
习惯了文字、语音和视频，面对面聊天还
真感觉有些别扭。在一些人眼里，过年
回家就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顿饭，因为
其他事情依靠网络都可以搞定。事物都
有正反两方面，科技的发达的确方便了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从另一个方面
看，确实也减少了“期待”的含金量。

中国有句古话，叫“男不问钱财，女不
问芳龄”，由此看来，钱财与年龄对于大多
数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很敏感的。我感到好
奇，曾经试着问过一些不同的男人每月挣
多少钱，也问过一些女性今年多大了。结
果，很少人直言相告，一些人转移话题，大
部分人冷眼相对，继而陷入“尬聊”之中。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位前辈在
闲谈时指点我，一定要学会抽烟，会抽就
行，不必成为“瘾君子”。什么意思呢？他
颇有几分神秘：“你和别人无话可说的时
候，掏出烟来递过去，就能打破尴尬，新的
话题会在火柴燃烧时迸发出来……”几十
年过去了，现在想想，我真有些佩服他，那
时候还没有“尬聊”这个词汇，但老先生早
已把破解之术传给我了。

翟杰家有儿女

遭遇“尬聊”

林、山柚林、荔枝林迅速成长起来，为蝉的生
存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所以蝉鸣的时间
就相对延长、范围相应加大。今年仲春，我
驱车在家乡的绿道上转了一圈，处处闻蝉
鸣，路路听蝉声，在自然鸣奏曲中，常见到陶
醉的人们。蝉鸣成了故乡外出的游子记挂
的乡愁，成了山村一张人无我有的名片，顺
着蝉鸣的方向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