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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吸入那凛冽的风时，我恍若行走在记忆中
崎岖的石路上。

记得过去的三年，我曾多少次来回在那条不变
的路上，黑夜落幕时，伴着街边火锅店的嘈杂与小食
摊晃眼的灯光回家。那里说是家，也不过是为方便
我上学而暂租的住所。一路的商业气息不算很浓，
但往来行人却不算少。那些烟，想必因此而不绝。

那些烟很臭，真的。不论是上学或是放学，走走
停停总不可避免路过街旁那家茶馆。茶馆店面并没
有太大，许是被邻家的文具店将空间给占了去。也
是，扎根在学校附近，见了文具店不免得让它三分。
作为茶馆，里面也少不了一些闲来无事的人们，喊上
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就这样，将茶香，烟香，与校舍
后寺庙那不绝的烛火香融在一起，待时间用惬意的
手掌把它们搓散在呼吸里。我并不知道这有什么好
享受的，茶味就算了，烛火味也就罢了，每每与同伴
一起逛文具店时，总不免嗅到最恼人的烟臭。这时，
我总会不自主地皱眉，抱怨这烟味怎么能飘这么
远。同伴笑着解释，烟味浓了，“身体废气”的味道就
被盖住了。每谈论到此，我们都会不自主笑出声来，
一肚子的怨气也在调侃中随烟远去。

那些烟不臭，没错。上课时不经心地一瞥，抑或
课间无所事事地向着窗外打望，宁静的街道还是一
如既往的颜色。那茶馆，也便自然而然地融入视
线。虽闻不到茶香，却也嗅不到烟臭，对我来说，这
一点还算是舒心的。思绪漫延到放学的那天，整个
人趴在窗台上呆呆地笑了出来。不明所以的同伴困
惑地盯着我，似在猜想我是不是又在想什么人了。
未关的窗子大敞着，冷风钻进来，掠过我的脖颈，凉
飕飕的。无所谓，我逆着风深吸一口冷气，挺好，没
有烟味，我却莫名有些无所适从。

那些烟很香，的确。三年毕业以后，我升入了一
个周边环境较好的学校。这儿依旧有一条街，街道边
仍旧有火锅店、小食摊，少不了也有一两家文具店，可
是却再也没有一家有着浓茶香与烟臭味儿的茶馆
了。我在新的班级，遇见了新的老师，结识了新的朋
友，却也盼望着瞧见旧的茶馆。我并不清楚我到底在
期盼些什么，只是如今，与新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去逛新
发现的文具店时，却再也闻不到夹杂着茶香的烟味了。

一瞬忽然发现，所谓的“乡愁”并不一定是要身处
遥远的异乡，在深秋时节仰望悲叹。仅是离开了熟悉
的场所，不见了曾习以为常的一切，再见相似之景时，
这份怀念一直萦绕于心，百结愁肠也不为夸张可讥。

烟味，茶香，和记忆中的地方浓浓地混合在了一
起，告诉着我自己几乎不可能再离开那段喜厌交织
的永恒时光。不论是想到过去，还是正在经历此刻，
曾经生活过的场所与并存的事物，都成为了从今以
后继续向前的动力，提醒着我最初的方向。

上完晚自习，我背着书包独自一人走在归家的
砖石路上。无意吸入那凛冽的风时，我恍若行走在
记忆中崎岖的石路上。一个路人靠在电杆旁，手遮
着风点燃了一支烟，长长地叹息。路过他身边时，我
又闻到了那种味道，依旧不算好闻，但却也恰好与记
忆中的臭烟重叠。

伴着冷风。
（作者系渝北中学高2019级16班学生）

刘见可谓职业摄影家，长期担任《科
技与经济画报》等图文刊物编辑工作，对
中国摄影界而言，可以说是来路正宗。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在中国
艺术摄影界崭露头角。而艺术摄影之
谓，显然是针对纪实摄影而言的。因为
过去的纪实摄影服从于时事新闻报道需
要，并不看重摄影作为艺术审美语言的
水平高低。艺术摄影显然从另外一个角
度，提示出了摄影之为艺术本身的要求：
一个真正的摄影艺术家，恰恰要在按下
快门的时候，抓住瞬间凝固的对象，把最
敏感、最鲜活，也是最偶然、最直接的感
受留存在画面上。可见对摄影瞬间的把
握，既集结着长期的技术训练和由此生
成的镜头灵感，更是贯注着对于景框语
汇的把控能力以及认识对于内外世界的
理解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刘见的确是
一位训练有素、根底深厚、专注执着、成
果斐然的艺术摄影家。

首先是刘见之于取景，有着非常丰富
的形式感悟。无论是城市景观，还是自然
风光，抑或是人物形象，格式塔化的几何
构成都有不同寻常的复合度：块面与色
彩、景深与动态等等。这种形式诉求与刘
见本人作为记者见多识广的社会阅历有
关。他的作品很少以单一形式出现，这和
普通人拿着相机也能拍出好照片是有区
别的。形式构成的复杂度，自然带来了艺
术家个人创作的独特性，这对于一个职业
摄影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判断艺术家必
须也应该有专业主义的要求。刘见摄影
这方面的突出特点，我们可以从1994年
《享受爱情》、2003年《香港荷李活道》、
2017年《手机网红女孩》、2018年《摩登雨
夜》等作品中见出功力。

然后是形色与光影的关系，往往有
着不期而遇、耐人寻味的组合性，比如
2017年《城市魅影》中的点线面结构，
通过光影形成水面的质地、肌理效果，
乃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独特画画，并非
日常摄影唾手可得。同样的作品还可

以举出《枕梦繁都》、2018年《悉尼街
角》等。对摄影艺术而言，形色本身具
有客观性，而光影的捕捉与表达，则更
有摄影家作为主体发挥创造力的可能
性，由此形成个体化的艺术生成方式。
这是新世纪以来，刘见作品更富有表现
力的重要原因。

我注意到刘见似乎有一种新的冲动
正在发生，这就是2017年《背影成双玉
肩香》中的超现实主义倾向、《忙碌的生
活》中的社会现实针对性，还有《策展
人》、2018年《阶》中的异质异样感，以及
《光阴》和《进进岀出》中的不完整性和偶

发性，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观念摄影的
语言尝试。我不知道此一迹象会否带来
更大变化。当代摄影之当代性，正在于
个人艺术观念的根本性改变，即解除个
人样式惯性化创作约束，进一步介入到
艺术与生活的问题之中。从某种意义
上，技术性的风格化摄影早已不足为奇，
最重要的是在艺术的问题意识中所彰显
出来的思维智慧。

（作者简介：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
授、硕导，西安美院客座教授、博导，美
术批评家，重庆市美术学学科带头人，
重庆文史馆馆员）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
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行；商
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
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
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稍通
文墨者，谁人不知这铿锵有力的句读？
洞庭湖边岳阳楼，诞生“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警世恒言的地方，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戊戌深秋，暖阳高悬，登斯楼也。
凭栏远眺，见楚天辽阔，金风送爽，烟波
浩淼洞庭湖，碧波万顷，真乃大气之地
也。“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
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名篇《岳阳楼
记》，潮水般涌来心头。

瞰洞庭、望君山的岳阳楼，巍然耸立
于岳阳古城西门之上。主楼是清代建
筑，楼高十五米，纯木结构，三层三檐，以
楼梯、回廊连通。檐面及楼顶覆黄色琉
璃瓦，金碧辉煌；檐下置蜂窠状斗拱，昂
嘴配龙、凤、祥云纹饰。其建筑最大风
格，是拱而复翘的头盔顶式结构，在我国
古建史上首屈一指。主楼左前，是小巧
精致的仙梅亭；右侧，筑有因吕洞宾三醉
岳阳楼神话而得名的三醉亭。

于我来说登此楼，本应在青年时候。
谁知一次错过，竟要用三十来年光阴等
候。今天，千里来寻故地，在这迎来送往
无以数计文人墨客先辈贤达的岳阳楼，知
天命的人，怎能不思旧，岂能不感伤？

1987年春节前，军校放寒假。别
家三载的学子，与同乡学长一道，上火
车，离长沙，于熹微初显时抵达岳阳，匆
匆赶往洞庭湖边，忙不迭登上客船，往
湖北荆州老家而去。

是时，这水面辽阔的洞庭湖，薄雾

蒸蒸。船行湖中，机声隆隆，浪花飞溅，
刺骨的寒风穿透了厚厚的军棉大衣。
我打着冷颤问学长，岳阳楼在哪里？

学长漫不经心地随手一指，那边岸
上，雾遮了，看不见。又说，也没啥可看
的，就一座三层木楼。

望着水雾相连的湖面，想象着岳阳
楼的样子，咫尺之遥不得谋面的遗憾，
好生失落……后来的寒暑假，我取道另
外路线归家，与岳阳再无交集。军校毕
业后，风风火火闯九州，三十余年光阴，
转瞬即逝，登斯楼也，总是一个念想。

谢谢2018年深秋突然来临的长沙
之行。事毕，果断开启圆梦之旅，亲亲
岳阳楼，我不能再失之交臂。

这闻名遐迩的岳阳楼，源起魏、蜀、
吴三国鼎立之时。彼时东吴大将鲁肃屯
兵巴丘（岳阳），西御刘备，北防曹操。建
安十九年（214），鲁大将军在洞庭湖入江
咽喉处，构筑巴丘邸阁城，并以城为堡，
于城西临湖处修建用以训练和检阅水军
的阅兵楼，即为岳阳楼前身。后来，中国
逐步一统，岳阳楼军事功能淡化而向观
赏楼蜕变。至唐宋元明以降，岳阳楼遭
逢兵燹水患，却是屡坍屡修，其中最有影
响的重建，当数北宋滕子京。

当承前制重修的岳阳楼落成之日，
滕子京以临江仙词牌填词，“湖水连天
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
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
灵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蘭芷动芳
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不仅如
此，岳州知府还修书当年同取进士的好
友范仲淹，寄《洞庭晚秋图》，求友赐记。

历史老人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小玩
笑，远在北方为宦的范仲淹压根儿没有

到过岳阳楼，更没有亲见洞庭湖，仅凭滕
子京一纸图画，就来了一个看图作文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
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
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
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
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
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旷世绝笔《岳阳楼记》脱颖而出，堪
称中国古典散文之翘楚。伟哉岳阳楼，
文因楼生，楼以文名，因了滕范二公的
合作而声名远播，名垂青史，特别值得
称道的，是博大的“先忧后乐”情怀，激
励后人，励志图强。

小心翼翼下楼以后，我穿越古老的
岳阳门，在临江的石阶上小憩，轻声颂读
李白诗：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
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
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渐渐地，秋阳西沉君山。凝眸满江
夕阳红，来不及顾念君山岛上的娥皇、
女英和湘君了，那柳毅传书的美丽神话
早已被心头漫漶的丝丝惆怅冲淡。唏
嘘中，就见杜少陵蹒跚走来，“昔闻洞庭
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
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
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啧啧，穷困潦倒
如诗圣者一定以为，世间过客，毕竟化
为微尘；功名利禄，终归浮云乌有。那
什么，才是永恒与不朽呢？

萧瑟秋风今又是，人间早已换新
颜。登斯楼也，我又该挥手兹去，相思
绵绵。亲爱的，愿你与黄鹤楼、滕王阁
一道，携手并肩江南三大名楼，并让厚
重如山的岳阳楼文化，震古烁今，光耀
千秋。 （作者单位：重庆银保监局）

烟味，茶香，和记忆中的地方浓浓地混合
在了一起，告诉着我自己几乎不可能再离开那
段喜厌交织的永恒时光。

清风伴烟向远方 马羽含

当代摄影之当代性，正在于个人艺术观念的根本性
改变，即解除个人样式惯性化创作约束，进一步介入到艺
术与生活的问题之中。

形式、光影与观念变化
——刘见摄影作品赏析 王林

艺/ 术/ 评/ 论

作/ 文
于我来说登此楼，本应在青年时候。谁知一

次错过，竟要用三十来年光阴等候。

登斯楼也 罗毅

岁/ 月/ 抒/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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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作者 发表时间
回乡记 简云斌 11月7日
还乡 杨柳 11月9日
路过你轻柔的时光 程龙 11月27日
逐水而思 蒋登科 11月28日
房子和皮鞋 程彧 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