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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草地

□莫言

□傅国涌

□叶永烈

学书漫谈

人人都是摄影师

午前，乘有轨电车去旧金
山下城。落座后看到，对面双人
椅上的两位女士有点特别。都
是白人，一个三十出头，苗条，
清秀，一个四十左右，高大，粗
犷。在女同性恋者群体里，这样
的配对可算天造地设。

她们身前的过道上，放着
两辆婴儿车，属“妻子”的一辆，
躺着两岁的白种女婴，蓝眼睛
骨碌碌转，极可爱；属“丈夫”的
一辆，放着两个婴儿——— 黑头
发的哥哥，棕头发的妹妹。我不
由得注意起这一家来。“两口
子”基本上只做两件事——— 看
手机和逗小孩。

为什么我猜测她们是一
对？因为她们相处得舒服，无论
眼神、姿态、偶尔的对话，都看
得出一起生活多年，毫不拘谨，
关系已“铁”，不必谁对谁赔小
心。“丈夫”有意无意间所显露
的赳赳雄风，以及妻子自然呈
现的柔顺，互相映照着，我赞美
这种新奇的和谐。

更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
这 个 家 庭 的 组 合 。三 个 孩
子——— 高加索种、黄种和拉丁
种，哪里来的？不说全部，后两
个该是领养的。哪里领养的？什
么手续？多大时抱回美国？家里
两个“妈妈”，称呼上怎么处理，
分1号2号，还是一律以“名字加
阿姨”，如“苏珊阿姨”和“凯蒂
阿姨”？从她们的衣着和婴儿车
看，不是养尊处优者，以什么养
家糊口？孔武有力的“丈夫”当
消防员或快递公司的司机、维
修公司的水管工？“妻子”当全
职妈妈好了，三个年龄合起来
不到十岁的孩子，除非全送进
托儿所，教育是大问题。今天，
一家子去游乐场还是看儿童剧
场的演出？想象中，五口人在家
的忙碌、喧闹、麻烦、快乐，传统
人类社会加进这一特殊的关
系，“夫妻”之间，两代人之间多
了多少新奇的因素——— 从生活
状态到行为模式，从家庭的建
构到孩子们的未来。

我越想越兴奋，差点挪位
置，坐到她们之间，冒充记者，
以恭维孩子的漂亮可爱切入，
引起话题，作一次即兴专访。

下城的第一个站到了，我
心目中的“妻子”站起来，和另
外一个说声再见，推婴儿车下
车。细看母女的脸孔相似，她是
地道的母亲。

原来是两家人！我的想象
世界瞬间坍塌。她们不过是朋
友，据此，被我认定为“丈夫”的
女士也“变”回异性恋中的主
妇，两个孩子是否领养，是不是
她所生，成了疑问。下一个站，
她也推车子走远。看她的背影，
虽不婀娜，也无想象中的“龙行
虎步”，遂刻毒地讥笑自己的无
聊。一路来的天马行空的玄想，
白费了！

不过，不是没有正面作用。
刚刚读了《湖畔散记》作者梭罗
的传记，里面一句话：“事实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实给你
心灵的印象，或是对你心灵的
影响。每一件事实都光荣地躺
在他心灵里，代表整个结构的
井井有条与和谐。”

电车上所目击的，就是这
般的“事实”。她们给我一道填
充题，我填进风马牛的“非事
实”或“半事实”。好在，均于她
们无碍，于世界无碍。当然，想
象延伸不是不可以，但先要解
决若干疑难，如伟岸的女子是
不是“蕾丝边”。

（摘自《羊城晚报》）

无聊的
天马行空
□刘荒田

少时，父亲就经常教育我们兄弟：
一定要把字写好！人生来相貌丑陋，或
出身贫困，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字写
不好，则完全是个人的原因。我父亲认
为，只要肯下功夫，肯勤学苦练，就一
定能把字写好。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
说，我父亲的话不一定正确。因为，一
个没有艺术天分的人，无论如何努力，
也成不了书法家。但即便是没有任何
艺术天分的人，只要肯努力，也会把字
写得好看一些。而只要字写得好看，即
便不名一文，亦可走遍天下。

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小学
时，学校里有“写仿”这门课程的，每周
好像有两节课。老师先教我们握笔的
方法，然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字帖，让
我们将封窗纸蒙在上边摹写。讲到握
笔方法，我又想到我父亲讲过的故事，
说我先祖教孩子写字，经常悄悄地走
到正写字的孩子身后，猛力拔笔，如能
拔出，即予重罚。也就是说：写字时要
牢牢地将笔捏住。

后来我观察过名家写字，发现他
们也并没有那样用力地捏笔，可见书
法教育中也有许多误区。那时只要上

“写仿”课，我们的脸上和手上都会抹
满墨渍，放学时街上的大人都会说：
看，今日又“写仿”了。“文化大革命”一

开始，书法课就取消了。尽管我统共也
没上几节书法课，但今日回忆起来还
是印象深刻。也可以说，后来我之所以
还能拿起毛笔写字，与童年时期这几
节书法课是有关系的。

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有一天
厂门口新换了一幅标牌，牌上的大字，
是我们县最著名的书法家所写。此人
姓邹，在县文化馆工作。他们家上溯三
代都是写字的，并且自创了一种优美
简练的书体，扁而欹斜，据说是从隶书
化来，但似乎又吸收了魏碑的风骨。近
百年来，我们县的公文告示，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的牌匾，几乎都出自邹氏之
手。当时，听着人们关于邹氏书法的议
论，心中非常羡慕。我确有过当一名书
法家的梦想，但在农村那种条件下，即
便有恒心大志，真要练字，也不容易。

我这辈子成不了书法家，但对书
法的热爱肯定会伴我终生。写字确实
有迷人之处，写久了上瘾，见到了纸笔
手就痒。应该说，喜欢写字是高雅的爱
好，而且，有了一些这方面的修养，也
就多了几分理解古人的可能性。一个
用毛笔写字的人与另一个用毛笔写字
的人，大概会更容易沟通吧。

在当今这个电脑时代，多数人已
经连钢笔都不用了，遑论毛笔。当然十

指在键盘上翻飞也是一种技艺，但这
种技艺所产生的是电脑屏幕上的标准
字体。能够充分表达个性，不仅具有实
用功能而且具有审美功能的书法已经
成为少数人的爱好，据说正在申请联
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门艺术，到
了需要申报遗产的时候，也就岌岌可
危了。我想，毛笔书法不仅仅是一种书
写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
的养成方式，更是一种审美的训练。计
算机要学，不学不能与世界同步；毛笔
书法也要学，不学不能很好地传承中
华文明。计算机要从娃娃学起，书法也
应从娃娃学起。让孩子们抹在手上脸
上一点墨汁，沾一点纸墨的香气，是多
可爱的现象啊。纸和墨的香气是醉人
的、养人的，让孩子们嗅嗅，可以促使
他们健康地成长。

2009年春节，我在故乡高密。前文
提到过的那个书法世家的后人，找我
要字。我这人皮厚胆大，明知是班门弄
斧，但还是编了两句写给他：“三代翰
墨龙凤体，万家门户邹氏书”。据说他
拿回家给他父亲看了。那老书法家观
看良久，感叹道：好墨！好纸！

人们将老书法家的话传给我。我
听后，目眩良久。

（摘自《文汇报》，有删节）

在英国，触目都是草地和树，即使
伦敦这样人口密集的都市，也是如此。
没有围墙的公园主要由草地和树构成，
许多树都有年头了，不是新栽植的。

在剑桥和牛津，每个学院内几乎
也都有大片的草地，剑河边更是如此，
与中国多奇山异水不同，树和草地构
成英国的自然美，这种美却让人心境
平和而愉悦。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认为，要真
正认识英国的民族性，不能限于都市，
而要走进乡村。我们在一个乡村庄园住
过一晚，庄园有一片草地，与外面的草
地连在一起，视野开阔，在雨后初晴的
早晨尤其吸引人。同行的伙伴几乎一致
要求在此多停留一会儿，那天我们一直
拖到十点才出发，难怪华盛顿·欧文对
英国的乡村生活如此情有独钟，他说：

“英国风景最大的美，据我看来，乃是一
种道德的美。这种道德的美随处流露，
我们看见了英国的田园风景，心里就会
联想到秩序和安静种种观念，联想到平
和的深入人心的种种原则，历代相传的
风俗，以及受人重视的习惯。每样东西
似乎都是几百年来正常的和平的生活
的产物……”而这种“道德的美”最可靠
的保证是它的这一传统。

“大宪章纪念地”就在一大片草地中
间，我们踩着湿润的草地进去，十二把铜
椅依稀是当年的场景。1215年，约翰王面

对大主教、主教、伯爵等贵族的联合反
抗，被迫在羊皮书上签署《大宪章》。

“自由”一词在《大宪章》中出现的
频率很高，此外就是对私有财产及其
继承权的保护。我们从不断出现的“自
由习惯”这个说法可知，这不是他们在
1215年偶然想出来的，而是已深植于他
们长久的生活当中，即使国王想改变，
也要遭到强烈的反抗。63条条款的精
髓大部分源自亨利一世1100年加冕时
的自由宪章，并非首创。这些甚至可以
追溯到1066年以前，国王要受法律约
束，而法律是由贤人会议决定。

据说，当年签署《大宪章》就是在一
片草地上，此地离泰晤士河不远，头上
白云浮动，八百多年已过。限制王权，争
取自由，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民族从
来没有想过的，无论是秦帝国出现之
前，还是之后，在黄土地上都没有发育
出这样的自然习惯。其时中国还在南

宋，朝廷偏安杭州，只想与金、西夏等北
方游牧民族的政权媾和，以图苟全，岳
飞、陆游、辛弃疾等人壮志未酬，或被
杀，或老死，志士仁人一筹莫展，最多谈
谈理学，填填词，在同一时间尺度下展
开的历史，决定了未来的走向。虽然，约
翰王在签署大宪章不久，就宣布作废，
但在以后的岁月里，它被不断追溯，最
终成为牢不可破的原则。

英国的草地、英国的树和《大宪
章》是那样匹配，一种平和而确定的生
活，需要有草地和树，更需要在漫长时
间中构筑起来的精神。有后者的保障，
他们才能天长地久地享受那种“道德
的美”，草地也因此成为他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离华盛顿·欧文
赞美英国乡村的时间已有一二百年，
但这一切还没有变。有人说，英国的灵
魂在乡村，信哉斯言。

（摘自《今晚报》）

当今，人人都是摄影师。节日期间，
我的朋友圈热闹非凡，许多朋友一路旅
行一路拍照，让我分享旅途的精彩见
闻。还有的朋友用手机拍了视频发来，
让我见到了诸多活动的画面。这使我不
由得记起关于拍照的种种往事……

在我出生的时候，老家温州已经
有照相馆，内中有一家照相馆的名字
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叫做“就是我”。我
最早的照片拍于一周岁生日。

我自己拥有照相机，则是在大学三
年级的时候，用稿费买了一架海鸥牌二
手“120”。每装一卷黑白底片，可以拍12
张方形照片。拍摄时，不仅要调节光圈、
速度，还要对焦点。那时候，我买了一个
长方形的图章大小的自拍器，安装在照
相机上，拧紧发条之后，好不容易才发
出咔嚓一声，自拍一张照片。我在北京
大学念的是光谱分析专业，拍完谱片之
后，要在暗房里显影、定影，所以对于暗
房技术倒是稔熟，底片、照片都是自己

冲洗。不过，从拍摄到印出照片，要花费
很多时间。尤其是一卷胶卷，必须等到
全部拍完，才能冲印。

追求新潮的我，2001年在上海花
600元人民币买了一个手电筒形的“好
E拍”，虽说每张数码照片才30KB，一
放大就“糊”了，却使我第一次领略了
不用胶卷的痛快。此后当市场上出现
数码相机，我当即买下，从此告别了胶
卷。我不仅买了数码卡片机，还买了专
业的单反数码相机。不过，数码相机未
必时时带在身边，使我错过诸多“偶
遇”的良辰美景以及突发事件。在我看
来，发明在手机上安装数码相机的人，
是一个创新天才。自从手机可以拍照
之后，摄影成为举手之劳。尤其是手机
照相机的像素大大提高，而且可以变
焦，使手机照片的质量不亚于数码卡
片机，人人都成了摄影师。

这“人人”也包括我的孙女。自从
她也有了手机，几乎成了摄影迷。她拿

着手机东拍西拍，居然慢慢悟出摄影
的奥妙。她喜欢拍形形色色的花朵，拍
风云变幻的天空，拍黄昏时分的都市
天际线，拍湖光山色、水面倒影、夜幕
彩灯、旭日朝霞。说实在的，有些照片
已经够“水平”了。她拍的一只白鹅水
上游的照片，成为我手机的屏幕照片。
有一回，她拍摄的我的逆光剪影，白底
黑影，轮廓分明，如同木刻，我很喜欢。

从前我牵着她的手到处游走，如
今不行了。她走路时东张西望，寻找拍
摄对象。凡是她觉得新奇的，漂亮的，
就来一张。有一回，走到台北101高楼
前，她消失在夜幕中，拿着手机时而猫
着腰，时而踮着脚，左一张，右一张，拍
摄高楼上不断变色的灯光。我真担心，
她只顾拍照，不小心会踩空摔跤，她却
耸耸肩不在意地说：“我是向爷爷学
的，爷爷不也是这样到处拍照吗?”我
顿时语塞，无言以对。

（摘自《新民晚报》）


	E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