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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外小溪》（油画） 陈德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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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循着飞鸟的翅膀飞过
将循环的梦境带过黑暗
重新拾起光明和希望
绘制着前行的路线图

在黑暗里挣扎的翅膀
总是容易走向殊途
羽毛被夜露淋湿，接近未来的
一切可能，都变得沉重

矗立在波涛之前的高山
依然还在抵挡着风雨
在看见了生命之时
都在寻找着光明

太空以疏而不漏的景象，传承岁月
曾经，有多少梦
送来了飞鸟的命运
正在搏击又一座高高的山峰

飞鸟
■ 黄海

汉剧脸谱之生行
■ 陈才锋

从水袖中走来，是一场雨的咿咿呀呀
哪怕节奏的催赶，也不过是邂逅了秋风

文和武没有分家，扇子是一门功夫
稳重的像一棵玉树，让扮演者忘了来路

干净利落是武，温文尔雅是文
谁安排的剧情，怎能都假嗓唱念呢

重阳感吟
■ 陈业秀

暮秋霜降喜高游，望雁南飞不歇休。
萸菊斜阳皆入眼，两行乡泪惬情流。

上尖峰岭
■ 王健强

极目数峰尖，青山画一缣。
岩飞三叠瀑，木荫百重帘。
落叶惊游蝶，枯藤隐伏鹣。
云来连海色，风过几分甜。

今天是九九重阳日。重阳节里说老之
所依，文字的笔划在横撇竖直间天然地就有
了一股暮秋沉沉的萧瑟。

中午接到母亲电话，她细细地问了一遍
家里每个人的情况。而在几个小时前，她已
经打过一次电话了，问的是同样的问题，语
气也如常复制，有着小心翼翼的探询。

我有些恍然，母亲好像越来越健忘了，
一句话，在很短的时间里反复言说，她自己
大概是不曾察觉的，这是医学里的阿尔茨
海默病症吧？偶尔，我半带玩笑地嫌弃她
的唠叨，她会温婉地笑笑，脸上有一抹羞怯
的神情。

接完电话的第二天，我决定回家一趟。
父亲早早地就把午饭做好了，母亲把碗整齐
地摆在桌上，等着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父母开始了这样的等待，等儿女的一个
电话，等门外由远而近橐橐的脚步声。

还在老家的时候，父母的生活内容似乎
更丰富些，除了等儿女的电话，父亲会去田
地里走走，摸摸那些作物。农人的魂，根植
于土地深处。闲时，父亲会约几个老友来家
里喝茶，茶是儿女回家探望他们时带回去
的。家里安装了电话，父亲的朋友们聊得久
了，话题暂时梗着，就顺手给城里的自家孩
子打个电话，问上一两句，挂了电话，新的话
题也就有了。说些自家孩子的事，人老了，
含饴弄孙是最大的乐趣。

前些年，父母搬到了城里，生活的空间
就小了，窄窄的一方庭院，就是他们的整个
世界。孩子们都忙，且分布在不同的城市，
几乎腾不出时间来陪他们。城里的马路上
都是车，即便只是在马路边上走着，车经过，
扬起一地的烟尘，父亲是极不喜欢的。他每
天早早地去菜市场买菜，在车水马龙的时刻
到来之前，他已返回家中。

在城里，可以说话的人很少。父亲的同
学也都老了，同在一座小城里，却难得有见
面的时机。父亲母亲的爱情，成了他们晚年
岁月里最坚实的依靠。

父亲母亲在同一个村庄里出生、长大。
年轻时的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还在读高
中时，就同母亲结了婚。只差一年就要考大
学了，奶奶双目失明，半身瘫痪。不堪重负
的父亲只好退学，当上了教书先生。

一些疼痛连着筋骨，但在渐渐老去的日
子里，父亲变得平和，缄默，似是五欲已销诸
念息。偶尔聊天时提起那段岁月，他会有半
晌的沉默，然后眼望前方，唇齿翕张，敛声以
语，欲说还休。

年少时觉着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
移动着。人的年纪也如此，一年又一年，这
个深秋的下午，和父亲母亲坐在饭桌前聊
天，我蓦然惊觉，父母是真的老了，从什么时
候开始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父亲说，就
在这两年，他的伙伴一个一个地都入蛰了，
把世界抛在了身后。父亲说起的那些名字，
我儿时都曾有过记忆的。我陪着父亲站在
后院里，听他叹息，沉默着。

父亲说，看着那些伙伴一个一个离开，
就知道自己老了，不需要照镜子，心里也有
数的。母亲说，父亲老的徵象越来越明显
了，还没喝完川水，就先善忘。半夜起床，甚
至不记得洗手间的方向。

父亲母亲互相说着对方健忘的糗事，我
听着心里有些疼。前两年，父亲的记性比我
还好，我对数据、文字、甚至一些人和事，是
过目不旋踵就飞到九霄云外，再翻找有如大
海捞针。而父亲却仍记得我们小时候他讲
过的故事，黄桃秀与高文举，苏小妹与秦少
游……还有关于《山海经》里众多的故事和
神兽，父亲说起来时脸上的表情和我小时候
看到的一样，满是神采。母亲一生爱美，女
红做得极好，年轻时生活在乡下，自己剪裁
自己设计，出门时，衣着都静雅，有一种大家
闺秀的端庄。

年幼时，每天晚上都在父亲的臂弯里
入睡。父亲的故事很多，每天晚上讲一

个，有时我和弟弟贪了，就吵着再听一个
才入睡，父亲清清嗓子，喝一口水，然后开
始讲述另一个故事或者继续前一个故事的
续编。在父亲讲述的所有故事里，都有诗
词或联句。父亲习惯于让我们把故事中的
诗词联句记熟，第二天，在他开始新的故
事以前，我们得背一遍前一晚的字句。那
时我们都小，尚未上学，字大抵上是不认
得的，但那些对联或者词句，我和兄姊们
至今仍是记着，过年时聚在家里，还喜欢
在父亲面前提起，争着说，以博父亲一个
奖赏的微笑。

父母的爱原是天生的，如天降甘霖，霈
然而莫之能御。年少时我喜欢在课堂上偷
看武侠小说，父亲也不说，老师告了状，父亲
笑一笑，打个圆场，回家来轻描淡写说上一
句，却也没有责备的话。

童年时，我急着长大，急着上学。还没
到注册上学的年龄，父亲从学校里给我买了
一套课本。弟弟不依，于是又给弟弟买了一
套。开学那天，我带着弟弟就去了学校，不
是注册学生，没有座位，老师就让我站了墙
边旁听。弟弟紧挨我站着，跟着老师朗诵
时，声音稚嫩，书却念得极好。上了不到一
节课，我和弟弟就被母亲拎回家了。母亲觉
得很没面子，回到家里着实数落了我一番，
父亲在旁边看着，只顾笑，偶尔对着我和弟
弟眯起眼睛，做个鬼脸。

钟表上的时针在慢慢地移动。如今，我
们皆已成人，且婚姻大事已毕，父母的牵念
却未曾稍减，无时或弛。

去年深秋，恰逢父亲母亲结婚60周年纪
念，孩子们拖儿带女回来，庭院里奔跑着跌
跌撞撞的小身影，喊着爷爷奶奶，显然也是
在催着岁月，饶不得人了。

父亲母亲是世间最平凡普通的一对夫
妻，岁月如梭，他们一起深情地维持着一个
简陋温馨的家，经营着与世无争的恬淡生
活。他们满足于每天小小的快乐，平和安
宁地淡化每天不期而至的烦恼与意外。父
亲书生气甚浓，诚挚、善感而能统筹全局的
美化；母亲温和冷静，善于操持打理家里外
的琐碎事务。性格的互补与心灵相通的淡
泊品性使他们的爱维系了几十年，仍未有
褪色。

一生命途坎坷的父亲，凭着他对文字的
喜爱，把那些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物都刻在
了自己的心灵深处。父亲说，母亲的苦其实
更甚，自小不受她亲生母亲的疼爱。好在孩
子们大都能体贴并深爱着他们，他和母亲都
知足了，人吃到老，活到老，经过多少狂风暴
雨惊涛骇浪，还能双肩一喙，在自家院里同
儿孙嬉闹，便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小时候，父亲跟我们提过王国维说的人
生三境：一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三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时听着茫
然，如今，自己也已步入中年，似乎是能渐渐
地品出其中滋味了。

十年前，父亲母亲就已到了杖乡杖国的
年龄，他们却一直活得淡然。再和父亲聊起
这人生之境及现实社会里的“老无所依”，父
亲憨笑，说所谓境界其实是人自己臆造出来
的，那些想要寻找的东西原本就在那犄角旮
旯里蹲着，只是人的欲求不一，过程也就大
异。至于老之所依，早前，弟弟给母亲送过
一根手杖，一直搁置在门后角落里，再老些，
他们就可用上。陶潜老了深居山野，所谓

“策扶老以流憩”，总是有道理的。而在父亲
母亲余生的时光里，孩子们都能安居乐业，
岁月静好，便是他们手中最夯实的手杖。这
手杖不需要任何修饰，只沾路上的尘土和泥
地里草叶上的露珠。

搬进新居，与对门邻居的男人相识如故。一
个周末，我走进他家。还未进屋，就听见屋内传
来男人兴奋的声音：“我在这里，在这里，快来抓
我啊！”

我跨进去一看，不由得乐了，原来男人用一
块绸布蒙住小女孩的双眼，父女俩正在玩盲人抓
人的游戏。

后来，父女俩把游戏从家里搬到了外面。
有一次，眼看小女孩就要撞在楼梯的栏杆上

了，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扯开小女孩眼睛上的绸
布，说：“在楼梯上玩这种游戏，太危险了！”“没关
系，这个楼梯我已经很熟悉了。”小女孩一见是
我，露出两行洁白的牙齿。

走在后面的男人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她现在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即使闭上眼睛，也能
知道楼梯在哪该拐弯了。”

“为什么你要和她做这种无聊的游戏呢？”
“她的眼睛患上了一种色素变性，医生说，要不了
两年，她的世界就会一片黑暗。”男人脸色凝重地
说，“我用布蒙上她的眼睛，让她提前体验一下黑
暗的生活，训练她在黑暗中生活的技能。”

“可是，孩子知道吗？”
“还不知道。可我和她说了，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不幸的人，有的人耳聋了，有的人手或腿
没了，但他们也活得很好。病魔是个杀人不眨眼
的家伙，每个人都应该做好挑战它的准备。所以
万一某天病魔降临到你的身上，比如，让你失去
一双明亮的眼睛，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并从现在
起就做好准备。”

三年后，对门家小女孩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了。小女孩被送进了盲人学校。我没有听见小
女孩的哭声，也没有听见一家人唉声叹气的声
音。他们的家依然发出欢声笑语。

“前月登高去，犹嫌菊未黄，秋风不相负，特
地再重阳。”这是南宋诗人严粲的诗。诗中道出
了他在重阳节时登高赏菊，大饱眼福时的快乐
心情。

重阳前后的九月，百草变黄枯萎，纷纷开始
进入衰败凋谢的时期。然而就在这万花枯黄的
时期，唯独菊花大放异彩，争奇斗艳，装点着人们
的生活，更为“重九”佳节登山赏菊增添了雅趣。
由于菊花在秋季傲霜吐艳，故它历来就和梅花
一样，特别受到骚人墨客的赏识，或诗赋吟咏，或
丹青写形。如唐代诗人元镇的《菊花》诗：“秋丛
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
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诗人之所以偏爱菊，是因

“此花开尽更无花”可欣赏了。唐代末年，农民起
义军领袖黄巢，对菊花的描写更是独树一帜。他
在五岁时，就写出了“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
赭黄衣”的绝句。

黄巢的两首《题菊花》诗，更是脍灸人口，成为
吟菊诗里最具特色的佳作：“飒飒西风满院栽，蕊
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
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
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他的反抗封建统
治，决心推翻腐败王朝，扭转乾坤的英雄气概跃然
纸上。该诗不仅不同凡响，更赋以菊花以胜利的
象征，这就比之其他人吟菊更高一筹。

菊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呈卵圆形至披针
形，边缘具粗大锯齿或深裂。农历九月为菊花盛
开的季节，故我国又把九月称为“菊月”。

唐代以前，我国的菊花均为黄色。自唐以
后，开始栽培出白色的菊花。菊花容易发生变
异，且变异之后，又能稳定地保存下来。于是，花
工们充分利用菊花的这一特点进行精心选择，并
通过有性杂交和无性嫁接等技术手段，使菊花的
品种日益丰富，如紫菊就是通过白菊变异而来，
红菊由紫菊变异而来。

宋代刘蒙《菊谱》一书说：“白菊生平泽，花紫
者白之变，红者紫之变也。”据周师厚《洛阳花木
记》一书统计，北宋时有菊花品种26个。南宋时
期，史铸《百菊集谱》一书说，有163个品种。在
这些品种中，“莲蕊檀心”“金盏银台”等名贵品
种，被人们视为珍品。到了明代，高滚《菊花谱》
收录到了185个品种，王象晋《群芳谱》收录了
270余种。发展至今天，菊花的品种之多，为所有
花木之冠，共计有1200多个品种。

菊花花期长，不仅是一种很雅的观赏花木，还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但常以黄菊和白菊入药，
性微寒、味微苦，有散风清热（黄菊），平肝明目（白
菊）等功效。主治感冒风热、头痛、目赤等症。

菊花产于我国，现今世界各地所栽培的菊
花，其祖先都直接或间接地源自中国。大约四世
纪时，我国的菊花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十七世纪
时传入了荷兰，十八世纪传入美国，十九世纪传
入美洲。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先辈们驯化的菊
花，已开遍五大洲。

许鞍华要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改编为
电影，开机消息传出后，影片选角问题成为网
络热点话题，先是某大V博主质疑女主演马思
纯读不懂张爱玲，现在又是网友嘲讽男女主角
身材“强壮”，片名被调侃为《第一炉钢》《骆驼
祥子》，相关文章下面的评论，变成了张爱玲作
品大型研讨会。

张爱玲原著，王安忆编剧，许鞍华导演，这
为《第一炉香》的改编提供了高期待值，但网友
对选角的不满，却不是个好兆头，通常像这种
开机时难以得到网友“祝福”的作品，公映后会
遭遇更为严苛的要求。一部离公映还遥遥无
期的电影，有这么高的话题热度，表明张爱玲
在当下读者（观众）心目中的位置仍然重要，

“张迷”们想要捍卫偶像作家的作品得到最完
美的呈现，对编剧、导演挑不出毛病，就只好对
演员“下手”了。

张爱玲的小说，出了名的难改编，一是她的
作品注重心理活动描写，灵敏细致，意象纷繁，
适合文字阅读，不太能够满足影像呈现所需要
的强戏剧性。二是她笔下的人物多冷酷决绝，
与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浑然一体，与当下生活
有着一定的距离。张爱玲作品的深入人心，以
及“张迷”对她笔下人物的熟悉与了解，决定了
难以在当下寻找到非常合适的演员。

比如，《第一炉香》中张爱玲这样描写葛薇
龙的相貌“她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现
在，这一类的‘粉扑子脸’是过了时了。她的眼
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
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也许她的面部表情

稍嫌缺乏，但是，唯其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
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对应这种描写，把娱
乐圈的女明星扒拉一个遍，真没有特别能够对
号入座的。

正是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改编是块“烫手山
芋”，所以一般敢于挑战并获得很大影响的，都
是影视圈的高手，除了许鞍华之外，其他导演
有李安，侯孝贤，关锦鹏……张爱玲的作品不
少，但被成功改编的影视剧并不算多，正是因
为这几位港台导演的创作，张爱玲才能在影像
时代的几个时期，借助视频内容这个载体，一
次次被提到，提醒人们进入她创造的那个真
实、清冷、孤独的情感世界，拥有一种平心静气
的获得感。

目前最受观众喜爱的张爱玲电影，恐怕得
是许鞍华1997年导演的作品《半生缘》，黎明
主演的沈世钧和吴倩莲主演的顾曼桢，自此深

驻观众内心，成为无可取代的张爱玲笔下人物
的现实形象。许鞍华的这部电影非常重要，它
把张爱玲刻画的世界，成功与现代观众对张爱
玲的理解进行了融合，张爱玲的悲凉与世纪末
的惆怅，成为《半生缘》的整体气质，许多观众
通过这部电影，真实地接近了一次张爱玲。

《半生缘》对张爱玲近乎“垄断”式的诠
释，10年后的2007年，被李安导演的《色·戒》
打破，《色·戒》篇幅不过万余字，却被张爱玲
写了30年，似乎也只有李安，能够在张爱玲
这部非常特殊的作品里，发现作者想要真实
传递出的女性心态，《色·戒》公映后引起大范
围讨论，讨论范围突破了电影，进入了知识圈
层，不少学者从思想的角度，对电影、张爱玲
以及她的女性立场、包括时代与社会氛围，进
行了深度的分析。

关锦鹏拍摄于1994年的《红玫瑰白玫瑰》，
侯孝贤拍摄于1998年的《海上花》，都是华语
电影中的佳作，只是相比《半生缘》《色·戒》，关
锦鹏与侯孝贤的作品还是稍显小众了些。但
正是这几位导演，奠定了“张爱玲+名导”的创作
模式得以形成，张爱玲电影由此也给人留下了
有深度、不浮躁、容易令人感怀的印象，在当前
电影市场环境下，改编张爱玲作品风险性很
强，因为无法确定，主流观影群体的审美，是不
是还能够接受张爱玲作品内在的冷与沉思。

也许大家要做的，不是去讨论谁适合演葛
薇龙，而是张爱玲的电影该怎么拍，才能延续
《半生缘》《色·戒》开辟的路线，让张爱玲的魅
力，在大银幕上继续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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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白云适合探亲
石头
循着水的来路堆满天空
燕子在头顶荡秋千
谁靠近我且在我沉默时开口——
你要相信梦想和脚掌的力量
我偶尔的慌张是无力举起群山这尊鼎
偶尔的嘚瑟是把汉字
还原出山水的神韵
阳光像父亲的巴掌不由分说地打在脸上
月光是另一位亲人，几乎被我遗忘
我伸出双手也无法将她搀扶
啊——疼！
没有什么痛苦不能被一杯酒稀释
一杯不行就来一瓶
啊——疼！
它是幸福的乳名
是脚掌与梦想之间不朽的里程
谁悄悄靠近我，在我开口时沉默
鱼在水中剔牙，顺便
把骨头拆给了深沉的河流

◎坝上
云彩把大地搬得一无所有
把天空搬得一无所有
时间搬来黄昏
是要将我扛上肩膊么？
我已将人性之小刻在了一粒沙上
并向它索取更多的孤独

滹沱河上游（外一首）

■ 邹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