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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闷热难耐的夏日，最响的叫声
当是蝉鸣。

站在窗前，透过绿树枝枝杈杈的
缝隙，可以看到几个黑点俯在树枝
上———那就是蝉。蝉个体虽小，却没
有人不惊诧于它高亢的噪音分贝。这
边还没停歇，那边就已开腔，不用拉
歌，无需指挥，一场宏大的蝉声洪流
就开始汹涌了。蝉们扯开喉咙，声震
云霄。这样的声音，在困倦的午后，常
常让人心生烦躁。你即使费力晃动枝
干，它或岿然不动，或“吱”地一声飞
向不远处，抗议似的，声音反而更响
亮。

读唐诗时，无意读到虞世南的
《咏蝉》：“垂帏饮清露, 流响出疏
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
南是唐朝大诗人，唐太宗曾多次称赞
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样样
令人钦佩，堪称“五绝”。诗人笔下人
格化的 “蝉” 可能带有自喻的意味
吧？“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
是最应该高叫的，因为它是依靠自身
的力量“居高”，它的叫声值得骄傲。
这种骄傲蕴含一个道理：品格高洁的
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提携，他靠
自身力量，就能声名远播。难怪 22 岁

参加乡试，考了 17 次，67 岁才中进
士的清代诗人沈德潜也说：“咏蝉者
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看来蝉
应该是品格高洁、自强不息精神的化
身。

蝉的一生短暂而悲壮！“四年黑
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
这就是蝉的生活。”法国昆虫学家法
布尔用精炼的一句话，概括了蝉的一
生。小小身躯，四年炼狱，一朝冲破坚
土，从树根到树梢，漫漫长途，踽踽独
行，要经历怎样的坎坷！还要忍受灵
与肉的痛苦，进行艰难而复杂的脱
壳，可最后，换来的只是一个月的日
晒雨淋，餐风饮露。秋雨过后，蝉已不
见，只有挂在枝头的蝉壳，薄而透明，
泛着淡黄的光泽，像是蝉孤独的影
子———灵魂走了，只有空壳留在世
上，说于清风明月细听。从土层深处
到树顶枝梢，从体小命短到引吭高
歌，蝉的一生虽非轰轰烈烈，却也慷
慨悲壮，所以，只有蝉才能叫出这样
雄浑激昂的声音。

人生当如蝉，无论生命多么短暂
渺小，经历多少坎坷苦难，也要努力
进取，登高长鸣，尽展生命芳华，唱响
无愧人生！

人生当如蝉
□赵利勤

作者李清秋在书后如是说：“在词
的天地里，他是一代宗师，开宗立派，
一如里程碑。在他之前，词的发展并
不够完善，而他承担了这个责任，将
一种只堪艳曲的小令发展成雅俗共
赏的文艺作品。此后，才有柳三变，才
有苏东坡，才有秦少游，才有李易安，
才有辛稼轩，才有姜白石、蒋竹山、纳
兰容若……这些一个个说出来都觉得
文艺至极的名字，实际上有着一个共
同的先生。那就是李煜。”所以，历史上
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主，在所有帝王
级的人物中，人们还能记住南唐李后
主，不是因为他的文治武功，而是因他
是一个开风气的词人。宋朝开国皇帝
赵匡胤灭了他的国，而他却是宋朝重
要文学样式———宋词的开山祖。战胜
了李煜的宋太祖赵匡胤，他的名字少
有被后人提起，而李煜的名字在历史
的天空熠熠生辉。

李煜似乎是个很悲情的角色，这
由他后期的词作可以看出。其实他也
有过欢乐，他有大小周后，有不尽的
男欢女爱，他是一个多情的男人。李
煜生得“天骨秀异，神气清精，言动有
则，容止可观”，兼以皇子的身份和卓
异的才情，应该是讨女人喜欢的。他
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是宰相周宗的
长女娥皇，即后来的大周后。这是父
皇李璟赐给他的婚姻，是父皇对功臣
的酬报。那年他 18 岁，所幸娥皇才貌
俱佳，令李煜分外欢喜。两人都喜欢
诗词。有一回李煜写了一首 《玉楼
春》，表现欢乐的宫廷生活：“晚妆初
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
断水云开，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
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
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月夜。”娥皇看
了评道：这首词不论是布景抑或意
境，都是不错。惟上篇有一“春”字，
下篇也有一个“春”，未免美中不足，
不若将“临春”改为“临风”好。李煜
大为钦佩之余，称娥皇为一字师。两
情自是缱绻，无奈造化弄人，后来娥
皇忽然病重，缠绵病榻，病势渐沉。李
煜在这期间却恋上了 14 岁的妻妹女
英，也就是陪伴他到最后的小周后。
正当两人 “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
情”（李煜《菩萨蛮》），两人的恋情
却为娥皇闻知，不久大周后就病死
了。两人对娥皇有过内疚，但爱情的
烈火一旦燃烧，便不可遏止。烈火刺
激得词人激情澎湃，李煜将他与女英
的幽会，写了一首很艳情的 《菩萨
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
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
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
君恣意怜。”

如果我们不知道背景，单纯地看
这一首词，虽然十分香艳但不失纯真
的美感。当我们知道李煜与女英幽会
之际，正是妻子娥皇展转病榻之时，这
首词的美感也许会黯淡许多。我们应
该唾弃词人么？诗词是情感炽热之物，
没有情感那有诗词？李煜在此时是感
性与纯粹的，才能有这样优美的作品。
对于这首词作，我们只能作单纯的欣
赏，欣赏男女间爱的缠绵，及其生动的
艺术表现。

然而李煜终究是悲苦的，不管他
多喜欢女人，或多少女人喜欢他。因为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一味沉溺于

情欲，他是南唐的后主。李煜贵为六皇
子本是逍遥人，他曾在《春江钓叟图》
题词表其心迹云：“浪共有意千里雪，
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
上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
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
中得自由。” 当他的五位兄长先后去
世，身为父皇李璟第六子的他，竟然成
了国君的继承人。他无奈地肩起了家
国的重任。然而，其时大宋已经崛起，
历经五代十国纷乱的中国，正在一代
雄主的征伐下走向统一。这是大势。这
无关李煜的治政能力，即便李煜有雄
才大略，也改变不了历史趋势。何况李
煜本是富贵闲人，一介风流才子，慈悲
且生性懦弱。北宋开宝七年（974）九
月，大宋对南唐展开了统一战争。这场
战争毫无悬念，几番挣扎，李煜奉表献
玺，肉袒出降，成为亡国之君。当此之
际，李煜以一首《破阵子》述其悲情：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
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
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
泪对宫娥。” 立国四十年的三千里河
山，终于在其手中沦入他人之手，其悲
怆的心境可想而知。大宋朝尚优待于
他，封他为“违命侯”，虽是一个侮辱
性的封号，毕竟可暂凭此衣食无忧。但
李煜不似三国蜀之阿斗，难以 “此间
乐，不思蜀”，他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
他的文学才华被残酷的命运激励出来
，写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人
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
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
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子夜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
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
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
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虞美人》）他的这些怀念故
国的词句，以其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在文人中间竞
相传诵。这使得后继的宋太宗赵匡义
动了杀心，终于用“牵机药”要了李煜
的性命，他的生命终止于 42 岁。其后
不久，他心爱的小周后女英，也随之而
去了，她不甘被赵匡义像宫娥艺伎般
凌侮，生前李煜保护不了她，死后她却
要与李煜永伴。

评说李煜是困难的。作者在赞叹
李煜多方面艺术造诣的同时，对其享
乐误国颇多责备之辞。是的，作为男人
他不是一个好情人，多情又似薄情，耽
于情欲；作为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苟
且偷安，一晌贪欢。然而，一个相貌俊
秀的美男子，生为皇子与后来的君主，
生于花红柳绿的江南，沉缅于歌舞书
画，醉心于诗词歌赋，不免游冶于风花
雪月，注定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在一个
天下动荡的时代，被动无奈地背负家
国重任，他政治上是难有作为的。但
是，他所经历的爱情是炽烈的，亡国的
痛楚是蚀骨的，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
体验，酿就了他丰富的感情世界，这些
都纷纷形诸于他的词作，从而成就了
他在中国词史的地位。对这一切我们
还能说什么呢？历史就是这样磨砺与
造就他的。宋太祖赵匡胤开创了大宋
朝，南唐后主李煜则开辟另一个大宋
朝———词的宋朝。他亡了自己的国家，
却另创了一个艺术的国度。

———读《悲情词帝李煜传》
□吕达余

悲欢李煜

我们都懂得留白之美。留白是艺术
创作中一种高妙的手法，留下相应的空
白，能够渲染出更美的境界。留白有“花
未全开月未圆”的美妙意境，有“此时
无声胜有声”的动人效果。留白是不落
点墨的风流，是不着一言的委婉，给人
无限遐想和回味。

所有的艺术大师都是留白高手。宋
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是留白的代表
作品，画面中只有一只小舟，一个垂钓
的渔翁。整幅画中没有水，却让人感觉
到水波浩淼，画面极为开阔。“枯藤老树
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
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寥寥数语，传
达出复杂幽微的心境，可谓言有尽而意
无穷。

留白也是一种能力。艺术家善于为
作品留白，创造出让人回味的佳作。而
肤浅的创作者往往把作品铺排得太满，

给人拥挤之感，显得画蛇添足。
我把新写的几篇文章投给编辑老

师，他告诉我说：“生活中动人的细节
写出来就行了，无需过多阐释。这样无
异于把香喷喷的东西嚼给别人吃。不
要低估了读者的理解能力，留白，给读
者留下想象空间更好。”我听从了老师
的建议，把文章大刀阔斧删减一番。删
减的时候，心里还很是舍不得。很多见
解，是我写的时候自以为精妙的部分，
但我还是果断删掉。删减后的文章，仿
佛瘦身一般，更见风骨和神韵。创作真
的是这样呢，善于留白，才能写出好作
品。

艺术创作讲究留白，人生亦是如
此。留白人生，是一种自我松绑的闲适
态度，是一种无为而治的随缘境界，是
一种懂得取舍的生活艺术。留白人生，
抛却了不必要的负累和枷锁，给你宽松

舒适的生活空间。留白人生，不会把人
生刻板化，不会让人生太匆促劳碌，不
刻意为了某个目标而活。留白人生，舒
放自若，张弛有度，能让你享受到人生
细微处的种种美好，获得更高层次的愉
悦和幸福。

为人生留白是一种能力，为人生留
白，应该勇于舍弃。所谓“舍得”，就是
有舍才有得，舍弃一些，才能获得更大
的幸福。人生在世，诱惑我们的东西实
在太多，诸如财富、名利等等。身外之物
就像密密麻麻的大网，把他们捆绑的结
结实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善于为人生留
白，当你心中填满太多的诱惑而不得轻
松时，要勇敢地舍弃。为人生留白，我们
的脚步才能更加从容，才能抵达疏朗开
阔的生命境界。

为人生留白是一种能力，生命的画
幅上，要懂得留下什么，空白的部分要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哪些是应该坚守
的，哪些是应该割舍的，要做到心中有
数。人生在世，我们都容易被世俗的一
些标准蒙蔽了眼睛，从而忽略生命本真
的色彩。生命的过程，是体验美好感情、
感受美好世界的过程。亲情、友情、爱情
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无法忽略。
等我们老去的时候，回顾一生历程，就
会发现，人生易老，唯有真情不老，我们
能够握在手里揣在心里的，只剩真情。
美好的自然以及各种艺术形式，都能带
给我们幸福，需要用心体味。

淡远秋空飘着一抹白云，澄澈江水
上荡着一叶小舟，无垠原野挺立着一棵
老树……留白人生，境界开了，心就豁
达了。生命的过程，相当于艺术创作，提
高各方面修养，成为优秀的生活创造大
师。无需刻意，顺其自然，妙手偶得，你
就能把人生过成一幅意蕴深远的画卷。

留白的能力
□王国梁

老张和老李是一对好朋友，俩人
从小就熟悉，一块上的初中、高中，又
一块参加工作，一道学会抽烟，后又
一道分配在同一个工厂上班，干工作
都是把好手，俩人经常在表彰会上碰
面，一个是生产先进，一个是后勤标
兵。

前两年，俩人年龄同时到线，一
起高高兴兴地办理了退休手续，老张
感慨道：“这时间太快了，转眼就退
休了，如今咱两身体还棒棒的，真有
点闲不住啊。”老李觉得：“咱们工作
了一辈子，年轻时忙成家立业，中年
时为儿女忙，现在退休了，就要看开
点，也该享享福了。”老张想想也是：
本该我们上大学的日子，赶上了下放
当知青，本该我们拿工资养家了，又
赶上房改，要自己掏钱买房，现在刚
是技术经验最丰富、孩子大了没有牵
挂能干事时，又让退休了，哎，不想
了，专心享福享受生活吧。作为相交
多年的好朋友，住的又近，经常在一
起喝喝茶、吹吹牛，下棋成为俩人最
大的乐趣和爱好，有时为一子俩人争
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大有要摔棋
盘的架势，但不一会便烟消云散，重
新再来，时间便在俩人的争执中悄悄
溜走，倒也打发了退休初期那冷清难
熬的时光。

老张和老李闲来无事凑在一块
一合计，决定到城郊农村去租块地，
种点蔬菜，一来自己种的菜纯绿色，
无污染；二来是给自己的餐桌上增加
些蔬菜品种，菜多了，也可以送点给
儿子家，可减少点买菜的支出；最主
要是为了锻炼锻炼身体，劳动劳动出
出汗，免得一天到晚窝在家里，造成
身体机能下降，不利于健康。说干就
干，俩人专门骑车跑到郊区，找老乡
一问，还真有空闲菜地，一拍既合便
签了租用三年的协议。当即与人家借
了锄头、铁锹、粪桶，将地块开挖整

平，泼上粪水，把种子撒上。忙了一下
午，几块地便平整整齐，有棱有角，路
平沟通，尽管身上衣服被汗浸湿，但
老张和老李却感到很舒坦，全无累
意，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充满了信
心。

话说到了年底，单位通知：退休
人员明天到医院参加身体体检，接到
通知，俩人都觉得自己身体这么好，
还体检干什么，真是多此一举。但单
位组织免费体检，这是企业职工的福
利呀，该享受还是要享受的。第二天
一早俩人空腹参加了各种检查：血常
规、测血压、彩超，胸部 CT，癌胚抗原
等，忙碌了一整天。一个星期后，俩人
体检报告单到了，老张打开一看，只
见诊断为：左肺上叶前段可见一大小
约 80*85mm 的团块状软组织密度
增高影，压迫状，诊断为：CA 晚期。
老张一看晚期就瘫倒在地，他老婆喊
来老李，一道把老张扶到床上，老李
对老张说：“兄弟，想开点，现在科技
发达，医疗技术高，找个大医院一准
能治好。”两眼失神的老张，喃喃自
语道：“算了，都晚期了，治也白治，
就不给儿子增加负担了，我要回老
家，我可不想在城里被烧了。”尽管
家人和老李再三劝慰，老张就是不答
应，整个人好像树失去了支撑、瓜秧
垮了架一样，瞬间萎缩下去，只好找
人送其回老家养病。

老张走后，只剩老李一人每天起
早摸黑去打理菜地，为了更好地管理
菜地，老李和老伴就在农村租了间
房，每天吃住在这边，早上五点钟就
起床，到后边山上爬爬山，到田间地
头看一遍，以前地是两个人种，现在
只剩老李一人，他觉得：不能让老张
的地荒废了，他病了自己就把他的地
也一道种好、管好，就不让老弟兄多
操心了。就这样他和老伴一道精心耕
种，把几块地拾掇清清丝丝，叶绿菜

肥，比以前打理得都要好。老张一病，
老李也下决心把抽了半辈子的烟给
戒了，天天上山呼吸城里呼不到的新
鲜空气，吃城里买不到的自种新鲜蔬
菜，不出两个月，老李脸上水色好多
啦，多年咳咳咔咔的老毛病也不见
了，看来这劳动锻炼的效果真是好。

转眼日子过去半年，忽然，医院
打来电话：因为联系不上老张，只能
通过老李转告：上次体检时，因实习
生粗心，把你们俩人的 CT 报告放错
了，在此次复查中被发现，特向你和
老张表示真诚道歉。老张只是肺上有
点炎症，同时请你明天到医院进行复
查确诊，不好意思，请原谅我们工作
的不仔细，这次检查我们将全部免
费。好半天，那边电话挂了，可老李仍
在举着电话，人一阵迷糊：怎么会是
这样，这错得也太离谱了。定了定神，
老李还是决定把这好的消息告诉老
张的儿子，让他爸爸彻底放心。恰在
此时，就听手机传出宋祖英甜美的歌
声“今天是个好日子”，这是老李设
的铃声，一看是老李儿子的，刚想告
诉医院的消息，谁知电话里竟响起小
张的哭声：“叔，我爸今天早上走
了。”老李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一
句话，好一会才喃喃道：“这吓也能
把人吓死呀。”

第二天，老李准时来到医院，院
长、主任亲亲自给老李检查，就见他
们在仪器前左看右看，伸进去看、旋
转着看，激烈地分析着、小心地争执
着，老李不由心烦道：“没关系，我挺
得住，是不是恶化了？”，就听科主任
说：“李师傅，我们你进行反复检查，
对照原片子看，发现你肺上病灶消
失，仅剩钙化点，我们都感到惊奇，怎
么会这样呢？”一身轻松的老李讪讪
答道：“不知是天上哪位仙女开错了
门，该走的却没走，不该走的倒先走
了，天意无常啊。”

老张和老李（小小说）

□陈文革

文 学 副 刊

这是一支普通的钢笔，需要拧开笔杆吸
取墨水。这是毕业时，他送给我的纪念。我视
如珍宝，因为他。

我用它练字，期待着再见时，让他看到
我的努力。当他夸赞我的进步时，我笑靥如
花。

我用它写日记，笔尖划过纸面，留下岁
月的年轮；寥寥数语间，蕴藏莫名的欣慰；断
断续续的叙述里，记载了青春的些许烦忧；
重复的词语里，承载了无尽的相思。

我用它写信，在封面书写他的名字，想
象着他的喜悦。他说，见字如面。

后来，我用它书写我们的婚礼请柬，看
着他的名字和我的排在一起。他说，是永远。

曾几何时，签字水笔以它简便的特性取
代了传统的钢笔，无需加墨，无需清洗。

二十年后的今天，从办公桌里偶然翻出
它，我拧开笔盖，在纸上划了一下，笔尖完好，
找来墨水，笔朝下投进墨水瓶，来回捏了捏钢
笔尾部的橡胶吸墨管，没见有墨水吸入。于
是，取来清水，在水里清洗完再试，仍旧不行。

我在手机里打出一行字，想向他求助。
忽然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和他说过话，生
活的琐碎抹掉了很多，原本的相爱变成冷
战，变成沉默。

我看看手机，删掉了那句话，拍了张钢
笔的图，发了过去。

他很快回了一句“你还留着？”接着又
是一句，“你回来，我帮你修好它”。

只这一句话，我乖乖地往回走。
他拿过笔，小心查看，他说可能是长时

间墨渍沉淀堵塞，要经常用来写字并清洗才
行。我坐到他身边，看着他，想到曾经我们的
坚持，父母的反对，简单的婚礼，那么努力在
一起，为什么今天却彼此默然，甚至伤害？

我们的婚姻何尝不是需要用心经营，小
心呵护？常常不懂得体谅和理解，遇到问题，
便扔至一旁，不懂得主动去疏解和修复，在
感情越写越淡时，没能及时“加墨”。

我问他还能修好吗？他说能，他说，还要
用这支笔书写我们的金婚请柬。

感情需要“加墨”
□李继红

在单位工资晋级，被评上先进，我没有动
容过，当我站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中共预
备党员后，我激动了，与家人共同进餐，竟然
喝醉了。那是 1995年 6月的事，终身难忘。

2006 年我正式退休领取养老金。照理
说，退休了可以享受晚年生活。或出外旅游，
或休闲下棋打牌。然而，社区获知我曾经在
宣传部门工作过，能写点文字，在同事的举
荐下，我被聘任为社区党支部书记。不久前
参加了区里举办的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听党
课，让我再一次懂得了，入党不是为了做官
而做官，而是要有为民谋福事的能力与水
平，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作为基层组织
的党支部负责人，我深知永葆对党的忠诚，
才能保持一名党员的本色，让党旗增光添
彩；只有把党员聚集在一起，才有凝聚力。

也正因为我肩头挑着基层党支部书记
的担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通过走访每一
户党员，熟悉和了解党员家庭的基本情况。我
所在的党支部有40多名党员，年龄最大 81
岁，年龄最小的 24岁。大多数已退休在家，
有的因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患有尿
毒症，中风后遗症导致半身偏瘫，还有因生大
病住院治疗的。掌握情况后，我及时把情况反
映给社区党工委。社区党工委在适当的时间
里，对特困党员给予困难补助，并上门走访慰
问困难党员，让党员备受党组织的关怀与温
暖。看到我为党员们的服务之举，所在支部的
党员们遵照党章要求积极缴纳党费。社区安
排的活动，党员们也积极参加。

看到党员们对党组织充满感情与激情，
我也感受到自己的退休生活仍很精彩、丰
富。

精彩的退休党员生活
□宫益民

秋牧 郭任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