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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文人

古代“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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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柔化战争的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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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闲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
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没有上进心，得
过且过的人，只要看到这样的人，总会
让人嗤之以鼻，厌恶至极。然而，在古
代，关于“闲人”，却多得数不胜数。不
过，古代的“闲人”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
样懒散，他们的“闲”却“闲”得有意趣，

“闲”得有诗意，“闲”得有意境，但，又
“闲”得让人心疼。

唐代诗人李白就是众多“闲人”中
最有名、最“闲”的一个。众所周知，李
白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从小就聪明
好学，并希望长大之后能有所作为，能
为祖国出一份绵薄之力，为百姓做一些
贡献，也因此有“铁杵磨成针”的千古佳
话。然而，这样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怎
么会是一个“闲人”呢？

原来，李白一心想报效祖国，但事
与愿违，自己殷殷切切的理想不仅没
能得到实现，还被放逐在外，这对他来
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这样大的打
击，其实，任谁也都受不了。在这种打
击下，李白深知报国无门，倒不如做一
个“闲人”，岂不更好？于是，他放浪形
骸，开始了自己的“闲人”之旅。在旅
程中，他结识了敬亭山，从此便与敬亭
山相思相守：“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
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虽
寥寥数字，却写出了他内心真实的想
法：“大千世界，人走了，鸟也无踪了，
天上的白云悠闲自得地飘来飘去，此
时此刻，还有谁能与我同舟共济呢？
没了，没了，只有这座敬亭山啊！”从这
首诗可看出，李白是个“闲人”，只是，
他的“闲”因世所迫，从而使他的“闲”
让人感到心疼。

诗人王维也是一个“闲人”，然而，
王维的“闲”和李白的“闲”有着很大的
不同，王维的“闲”是恬淡的，舒适的，颇
有超尘脱俗之感：“人闲桂花落，夜静春
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我远
离了尘世，远离了喧嚣，寓居山中，少了
纷扰，此时此刻，眼前只有香浓的桂花
悠闲地飘落，明月高照，鸟儿啁啾，溪水
叮咚，多么诗意，多么美啊！真可谓“诗
意栖居”！

宋代诗人赵师秀，其“闲”更是一
绝，其意境也更高：“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
敲棋子落灯花。”诗人运用了动作描写，
尤其是“闲敲棋子落灯花”句中的“闲
敲”一词，更是将诗人的神态、心理刻画
得细致入微，即使不用诗人亲口所说，
读者已能读出诗人内心所想，这样的

“闲”怎不让人拍案叫绝！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

山”，翁卷之闲让人想见诗人如闲云野
鹤班的疏放风神，与景色的清空悠远正
相契合，有逸兴，有野趣。“日常睡起无
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杨万里之闲虽
有散漫之感，但又充满了自然风趣，充
满了活泼童真。“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
无时夜叩门”，陆游之闲总能让人联想
到与国家共命运，与百姓同呼吸之感
……

闲人有千万，但古人之闲，闲出了
意境，闲出了情趣，闲出了真纯。

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来说，木薯的
味道再熟悉不过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木薯是餐桌上的主角，那是童年难忘的
记忆，是家的味道，也是母亲的味道。

周日，母亲让人从农场捎来自家产的
木薯，木薯刚从地里挖出来，新鲜，茎处还
滴着汁液。木薯圆长，一颗颗如人的小腿
般粗壮，红皮白壤，外面是一层粗糙的厚厚
的皮，就像穿了一件厚衣服，皮很好剥，在
木薯的两头各划一圈，整个皮就全拨出来
了，去掉外皮，露出的是一颗纯白的椭圆形
柱体，光滑圆溜，模样很讨人喜欢。木薯因
其淀粉含量较高，煮熟后会自然开裂，最里
层的白芯晶莹透亮，特别粉，一口咬下去，
粉得仿佛要噎着喉咙，而外面一层是糯糯
的，又粉又糯的木薯可以让人吃撑。

木薯是海南较常见的农作物，属于直
立灌木，蒴果椭圆状，表面粗糙，产量较
高。一棵节杆下面可以结一大串。木薯粗
放好栽，把节杆随便埋一小节在地底下就
能存活，生命力极强，也不需要过多管理，
每年初春种下，立秋过后就可以收获了。

我的童年记忆里，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
代，木薯是餐桌上的主要食物。儿时的劳
动，就是和父母一起种木薯，挖木薯，切木
薯，吃不完的木薯就切片晒干，那时我们住
在农场的连队，连队里有许多来自内地上山
下乡的知青，大家共同开荒种花生，种木
薯。天气好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球场上晒
花生，晒木薯干。我们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
到操场边玩耍，有时抓一把花生吃，有时抓
一把木薯干往同伴头上“撒花”，充满了乐
趣。每当放学回来，看见蒸锅冒着滚滚热
气，我就知道一定是母亲在蒸木薯了，白花
花的木薯是四季餐桌上的主角，有时吃新鲜
的蒸木薯，有时吃干木薯片煮稀饭，木薯含
淀粉较多，吃多了难以消化，由于没有其他
零食可吃，整天吃着木薯也令人反胃。我一
看见母亲蒸木薯就不愿意吃饭了。当然，也
有开荤的时候，就是炸木薯片。逢年过节，
母亲用面粉和着鸡蛋，调成羹，然后把木薯
片放在里面滚上面糊，在油锅里炸。刚出锅
时的木薯片金黄金黄的，冒着热气，又脆又
粉，一口咬下去嘎吱嘎吱地响，嘴角里还有
油，我们会把肚子吃得撑鼓鼓的。可在那个
年代，购买食物凭粮票和油票，家家户户过
日子都要算计着，省着用，我们也只有在过
年时才能享受一次“饕餮盛宴”。

那时，农场连队里地多，家家都开荒种
各种农作物。当年流行这样一句谚语：海
南岛，真是好，地瓜木薯吃得饱。知青们回
乡探亲时，常常会带一些农场的干花生、干
木薯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长大后，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我已经
很多年没有再吃过木薯了。今天母亲捎来
的木薯再次勾起我儿时的回忆。我立刻将
木薯洗净，下锅蒸了。母亲热爱劳动，珍视
土地，在房前屋后能用的空地都种上了各种
农作物。母亲今年已经80多岁，脊柱弯曲
十分严重，患有糖尿病，类风湿，一只腿10年
前做过膝关节置换手术，走路需要拄着拐
杖。即便人生已到了风烛残年之际也仍自
立自强，母亲依然不愿意离开农场到城里随
儿女们居住，她和父亲住在农场的老房子
里，守护着她的菜园子，小院子，过着自己想
要的生活，自得其乐。我常想，一个拖着病
残之躯的耄耋老人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母亲从小苦惯了，唯有劳动才找到生活的乐
趣，唯有劳动才感到人生的意义。

而今，木薯已成为人们调节口味的杂
粮。农场人靠山吃山，有的职工种木薯发家
致富了，我的同学阿力在广东打了几年工后，
回农场包地种木薯，在木薯林下养山鸡，挖鱼
塘，养鸭子，养猪，将木薯加工成粉出售，把木
薯卖给糕点店做杂粮糕，听阿力说杂粮糕还
挺好卖，他种出的木薯老板早早就上门预定

了，来年他打算改良品种，种出产量更高的木
薯。回到家乡创业的阿力用勤劳和智慧开启
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其实，木薯和所有薯类一样，没有特别
的味道，清清淡淡，一如朴实的海南人民。
这些当年不起眼的山里土货，在改革开放，
在社会变革的大浪潮下，正在以另外一种
方式华丽转身。

电影《长津湖》拍摄的，是发生在东线
长津湖一带的旷世大战——“长津湖战
役”。这一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重创美帝国主义第7步兵师，全歼其第 31
团级战斗群（“北极熊团”），以致美国《新闻
周刊》不得不承认，这次战役是“美国自‘珍
珠港事件’以来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电影开场，优美清新的江南山水中，刚
参加完解放战争的主人公伍千里（吴京饰
演）捧着哥哥伍百里的骨灰坛回到家乡，迎
接他的是白发苍苍的爹娘和少不更事、顽
劣无比的弟弟伍万里（易烊千玺饰演）。

伍千里有中国农民最朴实的梦想——
盖上大房子，帮弟弟讨上媳妇，为爹娘养老
送终。然而，四处张牙舞爪的美帝国主义
不让咱中国人好好儿活。紧急命令传来，
伍千里再度出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
飞”，偷偷跟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伍万里。

去往朝鲜的运兵火车上，炮兵排长“雷
公”（胡军饰演）、排长余从戎（李晨饰演）等
悉数登场，连队指导员梅生（朱亚文饰演）
在退伍回乡后也毅然重返战场。“雷公”是
连队中的长者，也是个孤儿，他视伍千里三
兄弟如弟如子。余从戎是连队老兵，在一
番轻松的恶作剧中，他磨砺了伍万里的心
性。梅生随身带着女儿的照片，为自己没
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女儿八岁了还说

“四加四等于七”愧疚不已……
一部史诗级战争大片，宏观的视角与

战略意义的铺陈不可或缺。影片虽聚焦于
“长津湖战役”这一具体战役，却是将其置
于整个朝鲜战争的大背景下。气氛凝重肃
然的中南海，深宵灯火不眠的毛主席，匆匆
赶来晤面的彭德怀司令员，一切都透露着
新中国所面临的“参战还是不参战”这一生
死抉择的重要性与严峻性。

电影更多的镜头则聚焦于细微处的
动情点。面对毛岸英提出的入朝请求，彭
德怀直言拒绝，毛主席却深明大义，目光
坚定；我中国人民志愿第九兵团司令员宋
时轮铿锵有力的战前演讲中不乏男人的
粗口，但他担心着一线将士缺少御寒棉
衣，他看了看指挥所门口零下30℃的温度
计指数后再望向前线的目光又是何其忧
郁；为了引开敌机，“雷公”驾驶吉普车，载
着敌机投下的信号弹一路狂奔，将敌机的
轰炸扫射目标成功带偏。“雷公”倒下了，
被炸掉下半身的他喊的“疼”是多么让人
心痛！英雄不是钢铁，也是血肉之躯。声
声喊疼不恰恰衬托出子弟兵们慷慨赴火
时的毅然决然？

影片虽然着力于“长津湖战役”中七连
的故事，但依然注重历史的写实——以历
史中的真实部队“冰雕连”“杨根思连”为正
衬，他们的事迹虽仅为一笔带过，但却把严
寒的残酷、战斗的惨烈以及志愿军战士严
明的军纪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立体化呈
现于观众眼前。

影片所带来的思考也是深度而多元
的。当美国将军为“冰雕连”的精神所折服
而情不自禁行下军礼，当伍千里阻挡弟弟
伍万里把复仇的子弹射向本已奄奄一息必
死无疑的“北极熊团”团长时，人性的力量
跳跃出来，柔化了战争的冷酷。这让影片
在爱国主义的基本立场上有了人类的高
度，也让这个星球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都
有理由去憧憬一个铸剑为犁、再无战争的
未来新世界！

对地域性书法史的挖掘和梳理是当前
学术界文化史研究中的新视角，而对地域
范围内具体地方书法史的进一步研究则是
为数不多的新的学术起点。李景新教授所
著《翰墨留香——儋州书法概览》是“儋州
历史文化丛书”中的一部地方性书法史研
究新著，从历史文化研究的传承价值、社会
文化传播的功能以及艺术审美的作用看，
本书具有多方面亮点值得关注。

本书以时序和物类为标准进行框架设
计和章节行文，形成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
为读者徐徐展开了一幅完整、详实而绚烂多
彩的儋州书法历史文化概览长卷。一是对
儋州书法历史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本
书从东坡居儋之前的历史说起，经过反向考
证，得出“儋州书法荒原上的开拓者乃是苏
东坡”的结论。接下来讲述了北宋东坡父子
居儋三年的书法创作概况、李光居儋六年对
东坡文化中书法内涵的弘扬以及本人的书
法创作行为、白玉蟾的书法艺术历程、现存
作品、艺术风格和文化价值。此外，书中还
梳理了科举体系下产生的各时期儋州书家
群体、代表性书家及作品流传情况。

东坡情结背景下产生的书法作品是儋
州书法史上的一大亮点，本书对该类书法遗
存进行了全面挖掘和评述。还原了儋州历
代书法的实物形态、使用方式的变迁史以及
书体面貌随时代特征而发展的艺术风格变
化史。同时，通过讲述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全
国著名文学艺术家为儋州题咏的故事，将当
代儋州书法文化与全国的政治文化背景紧
密联系起来，并从文化角度透视了儋州对优
化海南书法格局，扩大儋州文化影响，提升
儋州城市品位，推动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
中所应有的任务和意义。

文体的新颖性和语言风格的鲜明性是
本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书前言明确提出：

“讲好儋州书法故事，是本书的旨归。”这为全
书的笔法打下了基调，也对著者恰当把握文
学叙事与学术考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本书讲述的虽是书法的历史，使用的
文体却是文化随笔与文艺评论相结合的美
文，学术扎实而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特征，语言
如行云流水，清新优美，活泼生动，准确有力，
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语言艺术功力。

在本书阅读过程中，我们能够时刻感
受到作者不着痕迹、驾轻就熟地将严谨考
证寓于平实讲述的良苦用心，将理性分析
寓于灵活表达的论述技巧，将史料思想寓
于生动阐释的文化功底。如开篇第一章两
节的标题：“对于两块石刻的考察”“对于两
位先生的推测”，语言平和朴实，没有使用
理论化的词语和句式，却具有神秘的暗示
性和诱惑力，既保证了语意清晰明晓的表
达，又令人感受到亲切和畅之风扑面而来，

立刻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心灵距离而欲一
览为快。整部著作始终保持着这种语言风
格和文采格调，语和意明，娓娓道来，读者
在较为轻松甚至闲适的状态下也能随时进
入历史文化思想和书法艺术知识的学习
中，享受着文字所营造的重重乐趣。

李白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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