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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在生活
中，我们常说：“说话不能说太绝了,
做事要留有余地。”国画有一种有很
重要的技法就是留白，通过虚实相
间的布局，带来空灵而富有感染力
的艺术效果。

古往今来，国画大师往往都是
留白的大师。因为留白，斗尺白宣
之间，天高地阔，山长水远。譬如南
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整幅画中
没有一点水，只有一叶扁舟和一位
垂钓的老翁，却让人感受到了烟波
浩渺的意境，这就是“计白当墨”。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就在在于水墨
留白。国画大师齐白石曾有名言：

“作画妙在似与不似间，太似为媚
俗，不似为欺世。”所以，尽管他看到
的是满塘虾，落在画上的也不过是
三五只而已。我也曾见过一副名家
的书法，前半部分疏朗有致，后半部
分突然紧凑异常，最后却留有两行
空白。我惊异是否是书法家布局不

周，留下败笔？但懂行的人却笑道：
“张弛有度，余味无穷，这布白留得
妙啊！”

在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中也
讲究“留白”。诗歌有“意境在诗外”
的表达艺术，音乐有“此时无声胜有
声”的余韵回味。艺术家在创作中
为了更充分地表现主题，有意识地
留出“空白”。“空白”并非没有东西，
而在于求其空灵，虚中求实，从而达
到“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境界。

留白，是人生的一种境界。相
传，乾隆皇帝游江南时，见江面船只
往来如梭，就问身旁的一位老和尚：

“高僧，可否告诉我，江上有多少条
船？”老和尚不假思索地说：“两条。”
乾隆皇帝说：“我看江上有这么多
船，你为何说只有两条？”老和尚说：

“一条为名而来，一条为利而去。”乾
隆听了不住点头。的确，有限的生
命，如果只是被名利填满，忽视了健
康、快乐、亲情、友情……那么，正如

纪伯伦所说：“我们已经走的太远，
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给人
生留白，始终乐观豁达地面对名利
得失，我们的人生才会更精彩。

留白，也是生活的一种智慧。
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常常会遮蔽我
们的心灵，但灯红酒绿，总会夜阑
如水；燕舞笙歌，终将曲终人散。
《菜根谭》里有一句话：“故君子事
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不管
如何繁忙，我们也要找时间平心静
气地坐下来，哪怕只是清茶一杯，也
要细细品茗；哪怕只是旧曲一首，也
要回味一番；哪怕真的无所事事，也
要发一会儿呆。在滚滚红尘中，给
自己留出一份沉静的时间，保持一
个物我两忘的境界，读一本好书润
泽枯涩的精神，澄净自己蒙尘的心
灵，多好！

给人生留白，只要你留的不是空
虚和寂寞，就会比整天的风风火火，
时刻的剑拔弩张更有生命的价值。

□寇俊杰

留白的艺术

泰山是集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丰富
的文化内涵于一体的名山。有人说它
是“一览众山小”的山，有人说它是“祭
天封禅”的帝王山……我觉得登泰山要
找到自己、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感觉，
那才算没白来。

年轻时几次路过泰安市，想登山又
没登。不是怕累，而是怕登山看不到自
己想要看到的自然风光，感受
不到自己想要感受的文化氛
围。今年秋天,我和驴友们夜
登泰山，希望能看到日出，能
领略到帝王之山中具有平民
色彩的文化。

为了看第二天早上的日
出，我们头天晚上十点半就开
始从泰山最低处的红门景区
入口开始登山。当地人告诉
我们，这条路上山下山加起
来大约有十七公里，夜路登
山一般要四、五个小时，慢一
点要六个小时。黑夜里我们
拾阶而上，借助手电筒，依稀
看到了著名的人文景点“孔
子登临处”，心里猜想，孔子
当年“登泰山而小天下”走的
也是这条步道吗？沿途还隐
约看到了斗母宫和一些摩崖
石刻，大概是在早晨4时之前
我们到达了山顶。这时我内
衣已经汗透。

日出是泰山最著名最壮
观的自然景观之一。古代人
崇拜东方，泰山是中国东部地
区最高的山，是第一时间看到
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人与
天最近距离沟通的地方。古
代帝王到泰山祭天封禅，其中有一项
内容就是炫耀“皇权天受、威凛天下”
的意思。早晨六时不到，气象塔下面
的观日广场就聚集着数以千计的人
在等待日出。大约六时十分，太阳在
天际划出了一条几十公里长、以红黄
蓝为主色调并夹着其他各种色彩的
色带，在太阳快要出来的地方拱起了
一个巨大的弧，像是一个巨大的彩虹
门。接着是一个丁点大的红点往上
窜，霎时间天红了山红了，人沐浴在
红色的晨光里。泰山日出最显著的
标识就是那块拱北石，角度选的好，就
能看到太阳从石缝里放射出的万丈光
芒，漂亮极了！

看过日出我们就从观赏日广场向
玉皇顶漫步，这途中有许多震撼人心的
巨大石刻，如“五岳独尊”“擎天捧日”

“与国咸宁”“体乾润物”“置身霄汉”等

等，玉皇顶还有“古登封台”“泰山极顶”
等出自皇家的笔迹。石刻是泰山的显
著特色。泰山的石刻和碑碣，真草隶篆
诸体俱全，颜柳欧赵各派毕至，集中国
书法艺术之大成。出了南天门是一条
宽阔的石阶下山路，我们依然边走边
看，接近中天门时有一个全石结构的亭
子，许多人坐在里面歇脚。亭子看去很

一般，叫“泰山观瀑亭”，看点是柱
子上的楹联，里里外外有五副，其
中一副引起了我的注意：“风尘奔
走，历经艰辛思跪乳;因果研究，
积成功德敢朝山!”这副楹联的款
识是“宣统元年梅月吉日，玉田士
隐刘振声撰并书”。

不知什么原因，看着观瀑亭
石柱上的这幅楹联，我心里陡然
起了波澜，感觉这正是自己此时
此刻的心境！我想到了自己的
母亲在世时对我的养育教诲和
殷殷的期望，想到了自己在职业
生涯中点点滴滴……我在观瀑
亭前盘桓了很久。记得有一次
我跟一个朋友小聚，他父亲去世
不久，而我母亲也刚过世。看着
饭菜，朋友说了一句我至今都忘
不了的话：“早知道老人这么快
就走了，我一定会请几个月的长
假，好好陪陪他。父亲去世前，
特别恋我。”说话时，我从他眼里
闪动着的泪花中看到了我自己的
影子。

快到一天门时已是午后时
分，我已清晰的看到了不远处
红门附近“孔子登临处”的石
坊，这是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
四柱三门式跨道石坊，沐浴在

阳光下，古藤掩映、典雅端庄。石坊
两侧分立着两个碑，东边的是明嘉
靖时济南府同知翟涛题的“登高必
自”碑，西为巡抚山东监察御史李复
初题的“第一山”碑。翟涛题的“登
高必自”是什么意思？同行的驴友解
释说，此语出自《中庸》：“君子之道，譬
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远
行，要从最近处开始；登高，须从最低处
起步。这不正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和
工作方法吗！

正这么想
着，同行的驴友
喊了一声“红门
到了！呵呵，我
们这次夜袭泰
山圆满收官，想
看 的 都 看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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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铜草花，是因为我的祖籍
和出生地都是盛产铜的地方，都是盛
开铜草花的地方。一个是湖北大冶，
一个是安徽铜陵。

在我的心里，我国的青铜文化是
根植于湖北大冶与安徽铜陵这片热土
的璀璨瑰宝。两地的先民们用如火的
热情、如山的淳朴、如水的智慧，创造
出如此灿烂壮丽的青铜文化史。

然而，我还是钟情我的出生地铜
陵。铜陵，因铜得名、以铜而兴，素有

“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铜
陵采冶铜的历史始于商周，盛于汉唐，
延绵3000余年。新中国的第一炉铜
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个铜工
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支铜业股票发
自铜陵，铜文化已成为铜陵城市文化

的核心元素。
在我的眼里，铜陵最具有铜文

化韵味的当属是铜草花。铜草花的
学名叫海州香薷，由于外形很像牙
刷，又称牙刷花。它是一种神奇的
植物，专生长在含铜元素较多的土
壤中，是地球上已知独有的能够比
较准确地显示铜矿藏位置的特色植
物。

可以说，从铜草花与铜文化的内
在联系上看，铜草花是铜文化之源。
没有铜草花，何来铜文化。据了解，在
我们这个小小的铜陵，铜草花曾经遍
布铜官山、笔架山、狮子山、凤凰山，后
因矿山开采，面积逐渐萎缩。然而，市
民们在笔架山原露天排土场，发现有
两处数十亩自然生长的铜草花，每年

开花时节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
赏花、拍摄。于是，市政府结合采矿废
弃地植被恢复与生态修复，初步选定
在罗家村大炼渣处、笔架山铜草花自
然生长地、凤凰山景区尾砂库等3处分
别实施铜草花街头游园、主题公园、铜
草花园繁育基地建设，并在笔架山公
园铜草花自然生长地建设铜草花主题
公园，设立铜草花自然保护地，彰显古
铜都悠久历史和城市文化底蕴，共同
打造东方“薰衣草”之乡，为铜陵市民
留住城市的记忆。

深秋时节，铜陵凤凰山尾砂坝80
多亩连片的铜草花盛开怒放，让静谧
的凤凰山景区又热闹了起来。初冬的
一个清晨，我和三位影友沿着182级
台阶拾级而上，登上大坝后，跃入眼

帘的便是一片铜草花紫色的花海。我
是第一次欣赏成片的铜草花，透过相
机镜头看铜草花海，昔日荒芜的“尾
砂坝”，摇身一变成了铜草花的海
洋。去年市社科联为进一步挖掘和提
炼“铜草花与铜文化”的内在联系，开
展“铜草花与铜文化”征文活动，得到
了市内外广大作者、读者的共鸣，赞
扬铜草花那种“坚韧不拔、生生不息”
的精神，尤其有作者提出将铜草花作
为市花的建议。

“铜草花、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
就有它。”我徜徉在凤凰山景区的铜草
花花海中，和影友从不同的视角拍摄
铜草花的美丽……我在想，铜草花，铜
陵最美的花。永远留住城市的记忆，
铜草花应该成为铜陵市花。

□詹敬鹏

铜草花，铜陵最美的花

初冬可以品味的事物太多，比如
品味初冬的黄昏，可以让人想象到那
华丽绝美的转身多么灿烂辉煌；比
如品味初冬风中的一缕菊香，散落
心头的惆怅仿佛在倾听一首清幽
委婉的歌，让人心明眼亮；比如品
味一个古老的童话，那个深藏了让
人神往一辈子的完美结局，在初冬
时节变得扑朔迷离；比如品味初冬
月色，在长街灯亮的清新空气中，
像一只温柔之手把月朗星稀的感
觉，通过北方的榆树和南方的竹影，
遮挡成羞涩少女的梦……还可以品
味“落红本非无情物”的一帘幽梦，可
以深思“冬至寒潮带雨生”的满窗萧
瑟，可以断想“初冬雨雪兆晴光”的生
动活泼。

有一个国外回来的朋友说，他非
常喜欢初冬，在国内可以吃一碗浓郁
青绿的菠菜汤，虽然没有成为欧美人
眼里的“大力水手”，却能体会到中国
菠菜“红嘴绿鹦哥”的幸福与快乐。
他还说初冬是品味三文鱼的最佳时
节，因为初冬时候的三文鱼肉质最为
鲜美，而且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
酸，对人的神经系统及视网膜生长极
为有利，对小孩的脑部和眼睛发育有
极大的帮助，为此美国著名的《健康》
杂志称三文鱼为“人们生活中不能缺
少的九大健康食品之一”。他就在初
冬清澈的海水中捕获没有污染的三
文鱼——那儿的三文鱼肉质幼嫩结
实，口感肥美鲜甜，他不仅生吃了许
多鱼片，也饱餐了“煎炒煮烤”的美味
佳肴……

记得丰子恺写过《初冬浴日漫
感》，老先生在南窗下的书桌旁“初冬
浴日”，他的人生感悟真可谓丰富多
彩——他说阳光可以祛病延年，像起
死回生的乳汁流注到他的生命体
中。当老先生掩卷冥竟然吃惊地发
现，房间里的一切都已经变化了，以
前夏日可畏的变成了冬日可爱的，以
前夏日可爱的却变成了冬日可畏
的。也就是说，当老先生躺在墙角的
藤椅里，环视室内的许多东西——有
的东西变好了：比如房间在夏天嫌其
太小，可是初冬就忽然显得大了起
来，天气变冷了便要用屏帏把屋子隔
得更小了。又如热水壶，以前放在碗
橱的拐角里，现在可以像纪念碑似地
矗立在眼前了。棉被在伏日看，嫌它
既笨且厚，现在铺在床里使人悦目而
且样子也单薄起来了……也有的东
西变坏了：像风，夏天快哉，天凉了却
像防贼一样严防它进入室了。又如
竹榻，夏日为众人所需至宝，可是初
冬却无人问津了。还有，壁上的一张
汽水广告画，一只泛着白泡沫的玻璃
杯，在夏天让人望而生津，可是初冬
却让人打寒噤了……

为此我想起有一年初冬，我散步
到老家乡下的水稻田边，也是在暖暖
的阳光下，水田里有鱼儿在游动，空
中有几只鸟儿在飞翔，挺立在山坡上
的那棵老树呈现出初冬独立的风
景。而我却感受不到曾经春天来这
里时欣欣向荣的景象了，我就像一
个立于风中的孤独男人，像一株消
失的麦子沉溺于往事如烟，我想在
初冬我可以围着火炉喝一壶温酒，
慢慢地品味着初冬的悠闲与宁静，
享受初冬孕育着的守望与期待。可
是那天，我突然记得一位诗人说：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其
实在初冬我们洗晒过被褥之后，在
夜晚睡进被窝后静静想想，就可以
品味到这句话是充满智性的--如
果没有冬天积蓄的力量，哪有春天
长出的梦想。

□鲍安顺

初冬的意趣

回望历史长河的上游，人类曾
在黄河、尼罗河、恒河和两河流域创
立过伟大的文明。而当今，只有黄
河文明所发展而来的中华文明仍在
创造着历史，是何原因让其源远流
长呢？

中国人在漫长的文明发展中，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字与准则，不妨以

“从、北、化”三字为例，进行探讨。
“从、北、化”三字有所关联，都是

在甲骨文时以“人”演化而来。其中相
随则“从”，相背而“北”，相转而“化”。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正是像这
三个字一样成长、立业、逝去。

从，需引导而后行。甲骨文中，这
个字好似一人将另一幼小者抱起。中
国人从小受到亲族长辈的引导、帮助
而生活。跟从在长辈的身后不断学习
生活的道理。在逐渐跟随学习的过程

中明白处事之道、做人之本、立身之
根，不断建立起对尊者的敬畏之心和
礼仪之道，对将来独自生活打下基础。

北，自立而自强。相背而为“北”，
可以看成是生命的第二阶段，这时的
中国人，不再是在长者身后的孩童，而
是初生之红日，可以独自生活。成为
独当一面的“领袖”，领导自己的人生
方向了。正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
安所做的一样，去拼、去闯，去打下自
己的一片天地，去成为一面墙，将自己
所保护的人或物保护起来，让其不受
侵害，从而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赞美，与
他人平等的地位。

化，传承而前行。甲骨文的“化”
一人向上而一人向下。既可看成前人
倒下而后人前行，也可看成两人相背
而行。中国人向来重视吸取历史的教
训而不断警示当下，希望后代吸取不

至于再次失败。从不希望“后人哀之，
而不鉴之”，但却不改的情况。幸运
的，这些前朝失败者的名字常常在后
朝的正直之士口中响起。在千百年
来，中国人回想着前辈的不足，也铭记
着前辈的目标，在一代又一代的轮回
中不断前行。

中华文明之源远流长，体现在每
一个中国人的内心精神世界里，表现
在中国人每日所使用的文字上。由此
而知，当外国人在叹息“盖并世列强，
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
时，只有中国人能回塑历史而骄傲地
说出“惟我中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
们国家之所以从古至今持续发展，延
续不断，正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强大支持，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奥
秘所在。

□丁景宇

延 续

铜陵县城关之西，一组峰峦，沿江
蜿蜒，延绵十里，这片群山因名“十里长
山”。原古鹊头山位于十里长山的北
端，这一带江岸也被称作“鹊岸”。关于
鹊岸以及在此发生的故事，铜陵地方史
籍记载颇丰。但是，鹊岸还有一样天赐
瑰宝，人们知之甚少，那就是“鹊岸文
石”。

“鹊岸文石”，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
普通的鹅卵石，但是二者的表皮还是有
着显著的不同。一般的鹅卵石受水流
冲刷，表皮十分光洁。鹊岸文石的表
皮不但光洁而且还呈现出玉化的状
态。原因是十里长山原是古河床，大
江东流，在此弯曲北去，故而有大量江
石积聚。这些江石由于长期在沙石中
掩埋，受地压、温度的影响，表面已经
玉化，视之赏心悦目，抚之嫩若婴肤。
大者两人合抱，小者粒粒珠玑。如果
一定要说它就是鹅卵石的话，它也只是
曾经的鹅卵石。

作为观赏把玩，鹊岸文石以色彩艳
丽、画面清晰、纹理奇特为胜，故称之为

“文石”。有人说它是南京雨花石的鼻
祖，两相比较，鹊岸文石中的玛瑙不及
雨花石剔透晶莹；雨花石却鲜见文石
之巍然大块者。鹊岸文石尽管与南
京雨花石的声誉不可同日而语，但
是，它亦非无名之辈。早在百十年
前，清代繁昌人洪杼写了一阙《卖花
声.鹊岸文石》词，鹊岸文石就开始进
入人们的视野——“鹊岸峙江滨，昔驻
千军。而今波浅石磷磷。闻说南宫曾
下拜，入袖如珍，莫笑老沙痕。隐具经
纶，乌皮木几水晶盆。瀹取清泉看绉
影，郁郁有龙纹。”真的佩服洪杼思接千
古的联想，一个“闻说”就把鹊岸文石与
宋代爱石成痴，人称“石痴”的米芾（号
南宫）联系在一起了，也给与鹊岸文石
更多的文化内涵。

据《石林燕语》载：米芾治无为军

时，刚入州衙，见院中立奇石一方。他
立即穿上官袍，手捧笏板，对着石头便
拜，称之为“石丈”。此石现仍在无为

“米公祠”的后面，“南宫曾下拜”说的就
是这件事。古之人爱石藏石之风长盛
不衰，有所谓“山无石不奇，水无石不
清；园无石不秀，室无石不雅。赏石清
心，赏石怡人；赏石益智，赏石陶情，赏
石长寿”之说。不唯“石痴”爱石，就连
起孔子亦盛赞“君子比德如玉（玉，美石
也）”。汉唐以降，名人大家爱石者不胜
枚举：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苏轼、陆
游、赵孟頫等等。

当今爱石之人更加普遍，旧时王
公贵族才能赏玩的石头，也如王谢堂
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我们这座
城市专营长江奇石的店铺有数十家，
数百人对鹊岸文石如痴如醉。我认
识一位藏石者，就有两方“入袖如珍”
的文石。它色质纯净，洞峰凹凸，大
小适中，正堪把握。他常携这两方奇
石参加全国各地奇石展览，观者无不
啧啧称奇。有心动者求购再三，虽千
金不易，这也算是成就了鹊岸文石新
的传奇。

闲暇之际，信步鹊岸，既可看远林
如莽，近洲似月，又可于这厚重的历史
氛围里畅发思古之幽情，何其快哉。想
那米南宫既然爱石成痴，公务之余，来
一江之隔的鹊岸淘石，也未可知。说不
定你打量着的一方文石，就留有米南宫
的气息。能用这种方式与“石痴”交流，
也不失一桩风流乐事。怀石而归，相对
默坐，可聆听江涛如许，可领悟韵味自
然；远离世事之浮躁，善养心中之浩
气。即便是没有讲究的“乌皮木几水晶
盆”，或将其置于白瓷盘中，看水里色彩
焕然，“郁郁龙纹”；或配以木几，朝夕抚
拭，赏包浆古趣盎然。石不能言最可
人，一石在手，怡然自得，宠辱皆忘，夫
复何求？

□沈成武

鹊岸说文石

壮美山河 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