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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风/ 物/ 记/

文/ 化/ 观/ 察

眉山，三苏故里，我朝夕思念着的诗
人的故乡。以诗为魂，涤尽铅华，情深一
往，溉泽880多进士的古眉州，在绿肥红
瘦的丁酉初夏，我乘“在场散文”的轻风翩
然而至，迎面而来的是有深厚文化传统的
各式建筑。眼前幻化出苏东坡正吟着“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词句走来的情景……

眉山曾有传说：北宋仁宗景佑三年丙
子（公元1037年）四川眉州纱縠行一个苏
姓耕读世家的男孩顺利降生。书载，男儿
出生后，当地的彭老山一下子变得光秃秃
了（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这个传说的
出现，应是后人为了表达家乡秀美山川的
钟灵毓秀之气都转聚到了这个男孩子身
上吧。三年后苏家的另一个男孩子也呱
呱坠地。他们就是以杰出的文学成就震
烁当世，光耀眉州，彪炳史册的文坛连璧
——苏轼、苏辙。

宋时的眉山，称眉州。属成都府路，
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不仅是当时全国三
大有名的刻书中心之一，而且史学传统深
厚。受此时代风气影响，二苏兄弟的父亲
苏洵亦浸战国纵横之风，聚书数千卷。尤
嗜兵家孙吴，《战国策》等书。苏东坡生长
在一个有着渊源家学又以节义为标榜的
文豪世家。他自幼读《后汉书·范滂传》，
至范滂从容就义一节，见滂母犹以豪语相
激励：“汝今得以与李、杜齐名（李膺、杜密
皆死于党锢），死者何恨！既有今名，复求
寿考，可兼得乎？”东坡感激而悲，乃询其
母：“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母叹曰：“汝
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由此，我们
不难想见苏东坡一生高风亮节之由来。
他一生宦海沉浮，厄运相仍，累遭谗毁，遍
体鳞伤而最后被贬至惠州而后海南荒蛮
之域。他也曾想济天下：“有笔头千字，胸
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即使累遭
挫败，他犹思“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
依然“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他是一个在任何艰难颠蹶中，可以在
心灵上释放自我的人。心灵的情态自由
从来跟随他走遍天涯。

据说一次他醉后回到住处，家僮酣卧
未醒，先生久叫不应，彷徨无方时不知从
哪里找了笔墨，在门边的墙上写了那首

“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
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然后找了一
处花荫下的石凳，倒下就睡了。第二天，
有两个人着急了：一个是家僮，老爷昨晚
归来，叫门不应，已是着恼写字在骂他了；
另一人是监管他的地方官，读到“小舟从
此逝，江湖寄余生”这一句，以为先生定是
乘一叶小舟，连夜浮江而去了。这些人都
乱作了一团，东坡先生却一睡到日午。这
个时候，那世上心情如水的人反只是他
了。

东坡先生的豁达解救了自己，他不会

因失意而愁苦。最多也只是初到黄州人
地生疏，一时心中戚戚焉，写那《寒食二
首》，发一点穷途的感慨罢了。而后来的
他已在那水色山光之中找到真谛。于是，
就有了《水调歌头》中“月有阴晴圆缺，人
有悲欢离合”的顿悟；有了大气纵横风流
古今的《赤壁赋》；寄迹于山水，忘我于尘
外，荣辱得失皆逝者如斯夫，可谓此中有
真意，欲辩已忘言。

先生以东坡居士自号，自于佛理中得
到感悟，所以他能处世不惊安贫乐道。他
信奉大乘派的身体力行，喜欢与佛印斗禅
机。他超然物外，与自然完全融合在一
起。在黄州他可以让眉山的家人带点菜
籽，自己开荒种地；到惠州他常上山采笋
摘梅，品尝乡农相赠的荔枝，也曾叹曰“日
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岒南人”；远渡海
南，物资匮乏，偶尔要为尝东坡肉也要等
邻人杀猪才有口福，他也会捣弄些莫名其
妙的番薯酒，食芋饮酒，日以写字著述为
乐。试想千年来红尘之中有几人能在落
魄迁徙中，有如此淡定的胸怀？

宋以降，学习推崇东坡先生的人，莫
可胜数。学其诗文，学其书画，却不知其
胸怀未可学也。

苏东坡无疑是眉山的骄傲。一个城
市之所以厚重是因为历史文化的辉煌，历
史文化之所以辉煌是因为灿烂中有让人
可歌可泣的人物。我站在东坡的塑像前
久久地端详着，他那平静淡泊的目光里透
出摄人心魄的智慧光芒。这个集文学、思
想、书法、绘画等才华于一身的先贤的精
神穿越时光隧道，依然光耀着身后千年的
世界文化和人类精神。

宋人的诗、书、画均尚意，不知是时代
的必然，还是有了苏东坡这样的一位领
袖。东坡先生做人为艺尽率性而为，讲的
全是一个意字。他敢在会试的试卷上胡
诌先贤名言，等到恩师问他这一句是何典
故时，他也可以从从容容地回答：“想当然
耳……”他信佛，却也偶开如来的玩笑；他
刚刚因为“乌台诗案”坐罪，却依然故我。
不是他的书袋不够用在考场卖弄；不是他
没想到罪名和贬谪；但他的才华既“得之
于天”，心中怎会存这些俗念？他说：“我
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无言
于佳而乃佳，无意为之，却全系于意。

他不怕别人说他的字“左秀右枯，”反
正就要用三个手指执笔；他不怕别人说他
的字：“石压蛤蟆”或是“树梢挂蛇”，该收
该放，在一如以前兴之所至。他告诉别
人，文章“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
一生当来则来，当去则去，从不苟且，一如
清风明月。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不能只心
怀怨恨。此刻，在眉山，重温东坡东生的
坎坷一生，似有所悟；他经历了那么多苦
难，他却磨炼了灵魂，提升了人格。所谓

“现世”，是上苍赐予我们提升心性的一段
时间，是上苍赐予我们磨炼灵魂的一个场

所；人生活着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就在于
像东坡先生那样提升心性，磨炼灵魂。只
有这样的人，才能在有限的人生中让自己
的生命绽放光彩。

东坡先生天纵之才，六艺皆精，文列
八家，诗雄北宋，词开一代之风，书法是

“宋四家”之首。他喜画乱竹怪石，是“胸
有成竹”的那个文与可的得意门生，朱砂
竹便是东坡案牍之余的戏笔，不意之间成
了文人画的开山祖师了。甚至还弄根雕，
我看过眉山东坡故居的介绍，有几件根雕
虽传了千年，神形不朽，据说也是先生的
作品。

林语堂因热爱苏东坡先生，耗数年心
血写了一部《苏东坡传》。青少年时，我也
如追星族一般，因为喜爱，用服役津贴费、
凑稿费节衣缩食地把苏东坡的集子几乎
全买回来。现在读的稀疏点，但一遇上苏
轼，总要驻足。此次专程赴眉山问道采
风，感悟先生的高境，体悟在场写作的纯
粹。东坡是“在场”散文创作的先师，他那
些散文名篇，无一不浓缩“在场”的影子。
而他又不囿于“场”而是把自己对自然人
生的卓识融于佳构之中，使得他的文字千
年不朽。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
及苏东坡与辛弃疾说：“东坡之词旷，稼轩
之词豪。”此言其概。稼轩“楚天千里清
秋”由豪而旷，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
则旷中有豪。

旷豪之间本非水火。要之，东坡之
旷，近乎庄子者，稼轩所无；稼轩之豪，实
为英烈者，东坡阙如。东坡之骑射，词中
见之；而稼轩之膂力，沙场逞威。其人其
词之区别，盖源生活阅历之不同，学养性
格之各异。稼轩晚东坡约五十年，天下已
变，靖康之耻，徽钦北狩，高宗南下。辛稼
轩词中国破之叹，民族之恨固非东坡所可
有，英雄气概来自稼轩少年热血。然苏辛
之间，欲择其一，我倾向东坡，亦缘性情相
近。苏东坡命途的坎坷，固有政治风涛在
起作用，而中国人性之弱点，于苏东坡周
围表现最著。纵观他一生所受的妒恼怨
恨，诬害中伤，往往来自士林中人士。士
林，这本应是个含义高华的词，然而中国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这士林变得不堪
入目。少年时，吾舅父要言不烦的嘱我：

“五十岁前多读孔子，五十岁后多读庄子，
平生不与俗痞为伍。”也成为了我前半生
行走江湖之北斗，于我未来之路也是暮鼓
晨钟！对此，东坡的弟弟苏辙讲得透彻：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木秀于林，风
必摧之，正韩昌黎所谓：“事修而谤兴，德
高而毁来。”

苏东坡是千年来文化史上少有的全
才，他的才华是无法淹没的。一千年过去
了，我们不太记得他的痛苦，而他的诗、
词、文、书法已汇入人类精神的宝库。

我们说苏东坡的艺术是大艺术，他的
思想是大艺术思想，其创作可收可放，大

开大阖，特立独行，如天马行空。苏东坡
身上有一系列让后人遥不可及的优秀品
质：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济世救人的高
尚情操、高妙的艺术感受力、非凡人生经
历中的道德叩问与悲悯情怀等等。

人类文明的长河，无尽无休，横无际
涯；人类文明的浩歌，慷慨激越，悲怆苍
莽。多少倜傥非常，天纵不羁的士者，为
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竭智尽虑，淡泊清心，
固守着他们寂寞的圣贤之道。他们甘受
炼狱的苦难，披荆斩棘，攀登于崎岖险巇
之境；他们抚膺长叹，念天地之悠悠；他们
忧思浩淼，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知鸷鸟
之不群；杜甫，识沙鸥之孤零，苏轼，叹明
月之高处不胜寒。古往今来，所有怀大
志，创大业者，谁不曾在孤独中前行？孤
独是灵魂高洁，操行自守的防线。只有坚
毅不拔的勇士，敢于在寂寞中奔驰，能够
在永夜中看到光明。以这样的崇高标准
去回顾我们民族文明史的长河，不正印证
了劈浪蹈波的殉道者前后相望，奋勇搏击
的履痕吗？在中国文学史、编年史的长河
中，在如雷的涛声里，在历史敬仰的眼光
中，光耀着这不朽的名字——苏东坡。

在这纷繁喧嚣的时代，在眉山，此时
此景，一个虔诚的东坡仰慕者，又一次重
温东坡先生那饱含激情的词章，无不显示
出浓郁的书卷才情。“偏是江山胜处，酒卖
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六朝模样。”
自然，东坡的作品流出的是八月桂花遍地
开的郁郁馨香。如果说，他的书法疏朗清
雅与他豁达无欲相关的话，那么，他的散
文、词令、则透出一种“沧海一声笑”的飘
然洒脱。人生的得与失，对他来讲是那么
的不经意，读坡翁诗文，有一种“沧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
足”的处世感悟。正是：

富贵清平两不知，拜访眉州初夏时。
千古风流化尘土，我自高吟东坡诗。
在眉山，让我今夜梦晤先生，在这样

初夏朦胧的夜色里，在诗香细泛的酒杯
中，倒想有一种心灵的遥契，感受先生大
喜大悲的情怀。

天然文似春云润，悟后心如秋月明。
置身眉山“在场散文”盈盈的文学氛围里，
文气逸然的爽朗之感如清风过庭般润我
心田。回顾东坡前后的贤哲，从屈原、贾
谊、司马迁到周敦颐、王阳明、曹雪芹、闻
一多……千古骚韵，不绝于缕，浩荡壮怀，
烛照华夏。灼灼其才横北斗，谦谦斯德寄
幽篁。我绵延的悠思还在东坡“木叶尽脱
的树梢”游荡，尘世奔忙半生的我，在神思
驰骋的浑然间得到灵魂的洗礼。第一个
介绍我认识东坡先生的是我已跨鹤西去
的舅父，四十年前，他把一本线装的《东坡
词》递给我时说：“认真背诵。”此刻，我有
与林语堂一样的心愿，在千年之后，仍学
先生填豪放词。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璧山
区作协主席）

我在眉山读苏轼
耕夫

刺菠萝学名叫刺梨，只是地方不同叫
法不同而已，但都是指的同一种事物。这
种野果时常长在河岸上跟田埂上，在初夏
盛开粉红色或是淡红色的小花，直到田野
之中的稻子黄了之后，它才会将我们的注
意力吸引过来。

空旷的田野之中，高高的稻草垛耸立
在木屋的面前。草垛最上面的一层会逐渐
腐烂，或是被西风吹到田埂的刺梨菠萝树
上去。这些被风吹散的稻草时常是一根或
是几根，横七竖八地躺在刺梨树的旁边，一
些刚好能够遮住成熟的刺梨，一些则半裸
露在外面。虽说刺梨树的叶片已经稀疏的
只剩几张，但在风的作用下，它们总能将果
实藏到口感最好的时候。

富有经验的孩童总能摘到最甘甜的果
实，并且不同地方的果实口感又差距很

大。长在向阳处的刺梨水分较少，吃起来
有一股淡淡的涩味；长在阴暗处的吃起来
又有一种酒味，像是发酵了一般；唯有长在
阳光和阴凉相互交替地方的刺梨口感最
好，那种甜吃上一次，回味终生。它不是一
种浓烈的甜或是腻人的甜，而是一种淡淡
的甜，那种甜又恰到好处，纵然是已经吃进
肚子里，嘴巴之中仍旧能多次回味起那种
甜，让人欲罢不能，直到将整颗刺梨树上的
刺梨摘光方能作罢。

虽说刺梨美味，但摘刺梨是一个技术
活，除却刺梨本身就是一种浑身带刺的野

果树外，好的刺梨周围的刺要更扎手一些，
稍不注意十个指头就会被扎起窟窿。同时
又要注意刺梨树上是不是有野蜜蜂的窝。
我们这些小馋猫们只要能吃到美味的刺
梨，没人什么险是不敢去冒的。

关于刺梨还有一件十分令我难以忘却
的事情。那年秋天，父母亲都忙着收割，而
我因为腹泻输液吃药都不见好。在母亲焦
头烂额的脸上我看到母亲既舍不得田里的
稻谷，也放心不下弱小的我。跟往常一样，
母亲挑着一挑谷子从田埂上往坝子里走，
倒掉箩筐里的谷子以后，我以为母亲会跟

之前一样，掉头继续去田野里收割谷子。
但母亲没有，她拿着草帽，慢慢地朝我
走来。

“我挞谷子的时候见田埂上有几颗刺
梨，个头又大还甜，就给你摘点带回来了！
你若是想吃就自己剥来吃，小心被刺刺伤
手指，慢慢剥……”望着母亲消失在田野上
的背影，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上的感受，自
己爬上小板凳，开始吃着刺梨……说来也
是奇怪，吃完刺梨的当天晚上竟然慢慢的
吃得下饭了，大概三天的样子，我又像一个
尾巴一样跟在她屁股后面，一个劲地喊着
要吃刺梨……

而今田埂两旁的刺梨树上早已挂满橙
黄的刺梨，只不过这刺梨将从秋挂到冬，从
冬挂到春……

（作者单位：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刺菠萝
杨小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