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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竹

这里是竹的世界这里是竹的世界！！
碧绿的翠竹碧绿的翠竹，，簇拥成绿的屏障簇拥成绿的屏障。。有的有的

坚挺坚挺，，有的高傲有的高傲，，有的婀娜有的婀娜，，她会让你想起她会让你想起
浩然正气的文天祥浩然正气的文天祥，，想起疏放不羁的郑板想起疏放不羁的郑板
桥桥，，当然还有泪洒青竹的湘妃当然还有泪洒青竹的湘妃。。

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
清晨清晨，，朝晖给她的梢头镀一层橘红朝晖给她的梢头镀一层橘红；；夜夜

晚晚，，被她高高地挑起被她高高地挑起，，空气因之而清新空气因之而清新，，小小
道因之而幽静道因之而幽静。。

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
风来了风来了，，她挽着手她挽着手；；雨来了雨来了，，她挽着她挽着

手手。。顶着千百次的抽击顶着千百次的抽击，，依旧葱茏依旧葱茏！！坚硬坚硬
的黄土里的黄土里，，又挤出许多毛茸茸的小天使又挤出许多毛茸茸的小天使。。

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
这里是竹的世界这里是竹的世界！！我想跻身进去我想跻身进去，，做做

她合格的一员她合格的一员。。

扇扇

我从莫干山带回一把竹扇我从莫干山带回一把竹扇。。
绿色的扇面绿色的扇面，，绿的那样深沉绿的那样深沉，，绿的那样绿的那样

含蓄含蓄，，像是莫干山里摇曳的翠竹像是莫干山里摇曳的翠竹，，像是莫干像是莫干
山飘逸的绿云山飘逸的绿云，，像是莫干山凝碧的溪水像是莫干山凝碧的溪水。。

我把这柄绿色的扇我把这柄绿色的扇，，送给我的亲朋送给我的亲朋
好友好友。。

在这炎夏的季节在这炎夏的季节，，她会给你扇来翠竹她会给你扇来翠竹
梢头清凉的微风梢头清凉的微风，，她会给你扇来竹丛间轻她会给你扇来竹丛间轻
云般的凉风云般的凉风，，她会给你扇来泉水泻下的清她会给你扇来泉水泻下的清
风风，，带着这带着这““清凉世界清凉世界””特有的清凉特有的清凉，，为你扇为你扇
去燥热去燥热，，扇去困倦扇去困倦，，扇去迷惘扇去迷惘。。

哦哦，，我更希望她时时陪伴着你我更希望她时时陪伴着你，，扇旺你扇旺你
心头那簇簇青春不老的火焰……心头那簇簇青春不老的火焰……

竹径竹径

你见过这样的竹径吗你见过这样的竹径吗？？
浓密的翠竹林浓密的翠竹林，，掩映着一条长长的掩映着一条长长的、、青青

石板铺就的小径石板铺就的小径，，曲曲弯弯曲曲弯弯，，向着白云环绕向着白云环绕
的远处逶迤的远处逶迤。。像是一条起舞的绸带像是一条起舞的绸带，，飘飘飘飘
忽忽忽忽，，闪落在青峰翠林之间闪落在青峰翠林之间。。

最难忘最难忘，，晨曦微露的竹径会时不时传晨曦微露的竹径会时不时传
出拄杖的击声出拄杖的击声，，那是老人们晨练欢跳的心那是老人们晨练欢跳的心
声声；；最难忘最难忘，，朝霞染红的竹径会飞来一群翩朝霞染红的竹径会飞来一群翩
翩的蝴蝶翩的蝴蝶，，那是姑娘们缤纷的花裙那是姑娘们缤纷的花裙；；最难忘最难忘
月华初照的竹径月华初照的竹径，，飘出一缕缕清亮的笛音飘出一缕缕清亮的笛音，，
像是一只扑闪着翅膀的小鸟像是一只扑闪着翅膀的小鸟，，为你衔来沁为你衔来沁
人心脾的竹的清甜人心脾的竹的清甜。。

哦哦，，可爱可爱、、美丽的竹径美丽的竹径，，我愿这长长的我愿这长长的
竹径更远地向前延伸竹径更远地向前延伸。。只要人们喜欢只要人们喜欢：：我我
就是延伸路上一块青青的石板就是延伸路上一块青青的石板，，一杆青青一杆青青
的翠竹……的翠竹……

莫干山情思莫干山情思（（三章三章））
抹不开的是对你的记忆抹不开的是对你的记忆 留给我的是不尽的情思留给我的是不尽的情思

郑文涛郑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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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君
最关情处在依稀



迭只电唱机还在啊 ■侯宝良

老同事来访，闲聊中见我房间一角的床边
橱上放着一只旧的电唱机，突然眼睛发亮头一
扬问我：“迭只就是阿拉老早子经常放唱片一道
听的 C84的电唱机吗？”经他一问，我来劲了：

“对啊，侬还记得这四十多年前的事啊。”
我走过去拿掉压在上面的东西，打开机盖

接上功放机回头问他：“还想听听吗？”见他若有
所思地点头，我试放了一张唱片。说实话尽管
音色不如现在的音响效果，但听着、听着这老唱
片的音乐，慢慢地回忆起我们那青涩的年代。

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三年，正是文化生活最
单调的年月，社会上除了八个样板戏，电影也没
几部。歌曲是不少，大都是毛主席语录歌和歌
颂文化大革命等方面的红歌。那时革命歌曲经
常要学唱，我的音乐细胞不灵，听录音需去专业
部门，家庭买录音机是不可能的，家里放唱片听
听很不错了。于是我跟姐姐商量一起买个电唱
机吧，反正我们已工作有经济支配权，长辈也不
管。买啥品牌呢？当时市面上只有两种机子，
一种是上海唱片厂出产 206型号的唱机，还有
就是我买的上海录音器材厂制造C84型号的四

速唱机。和 206相比C84的机型小巧，于是我
就买下了。

那些红歌听多了、听惯了，听觉也疲劳了。
有人偶尔悄悄拿来些老唱片放放蛮有味道的，
眼前的老同事带来的旧唱片最多，像京剧《四郎
探母》、沪剧《罗汉钱》《阿必大》，越剧《西厢记》
以及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经典段子。我们经常想

听，只是心里都吓丝丝的，听之前要拉上窗帘，
声音调到最轻，简直像在收听敌台，深怕外人听
到这里有传播封、资、修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第二年的秋天，我不幸脚趾骨折在家休养
两三个月。幸好有这电唱机陪伴给我打发难熬
寂寞的日子。这同事很有老唱片的来路，他也
顺便借我机子常来过过瘾。有一天听见有敲门
声，我马上关掉机器盖上报纸，拿起《红旗》杂志
示意同事去开门，一位邻居探头进来：“侬脚好
点了吗？”我心有余悸地点点头，希望他知趣地
退去。可他却悄悄把门关上神神秘秘走到我床
前：“我听到梅兰芳的唱腔了，好听啊！再放一
遍听听”。我正想装模作样否定。他却拍拍我
肩说：“放心，我保证不扩散”。我们怕他揭发，
同事朝我挤眉弄眼示意大家都听了共担责任，
让我继续。

“嗯，就是迭只电唱机，侬囥得牢噢。”老同
事的一声感叹拉回我的思绪。看着一路走来的
他，我动情地说：“时间易逝睹物思人，那位老邻
居早就不在了。这唱机更见证了你我的情深意
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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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金刚
伴我同行 ■张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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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作文比赛得奖，奖品是一本《阅微草堂
笔记》，从此便成了我的枕边书。那些或明媚或
忧伤的故事，乃至纪晓岚身边的人甚至其本人，
皆亦真亦幻有如云容水态，伴随了我整个蒙昧
的少年时代。

纪晓岚一出生，便附会了很多传说。据说
他祖父纪天申梦见一猴子在书房翻书，即翻即
扔，还要抢他手中的书。老人家一急，醒了，随
后丫环就来报喜，孙少爷降生了。朱珪为纪晓
岚写的墓志铭中还说，在其出生前夕，水中夜夜
有光怪，后有一道火光闪入他出生的对云楼。
人们便认为他是“灵物化身”，其名“昀”即日光
之意。也许拜神光所赐，他从小真有“夜中能见
物”的特异功能。我相信这样的奇事，人的幼
年，有如人类的原始文明时期，几乎通天近神，
虽然懵懂，最是纯粹。比如我的古琴老师小时
随姨公姨婆长大，二位老人是当时绍兴最好的
算命瞎子，家里一般是不点灯的。几十年过去
了，我的老师至今能在黑暗中活动自如。如果
说他是靠后天的训练达成，而纪晓岚的特异功
能，却是天生的，直到成年后，他还偶尔拥有这
种“神目”，但已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
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纪晓岚身边之人亦多奇幻色彩，或许因其
短暂，而成其永恒。阅微草堂庭院内的海棠乃
纪晓岚亲手所植，是为纪念年少时的恋人文

鸾。二人当初情投意合，又均喜爱海棠。后因
家庭阻力，良缘化为泡影，文鸾忧伤成疾，香消
玉殒。纪晓岚栽下两棵海棠并赋诗云：“憔悴幽
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
犹对残红一怅然。”他应该有过梦中痛醒的经
历，所以我更喜欢徐章明后来写其故居海棠的
两句：“解意当如枝上语，伤心最是梦中人。”

郭彩符是他后来的爱妾之一，卿也薄命。
纪晓岚在《槐西杂志》中记述说，自己被贬新疆
时，“姬已病瘵”，到关帝庙问了一支签，知道还
能等到他回来，但病却康复无望。果然，纪晓岚
回来不久，郭氏就去世了。后来纪在整理遗物
时睹物生情，赋诗云：“百折湘裙飐画栏，临风还
忆步珊珊。明知神谶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
寒。”曾有香山居士测她活不过春天，果然在送
春之日亡故了。

沈明玕是他的另一侍姬，纪晓岚在书中对
她着墨最多，可见宠爱亦深。她的性情应与纪
氏最近，颇多奇语，如：“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
人犹悼惜。”她果真如愿，三十多岁就死了，并留
下一首小诗：“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女收
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不知
为何我想到同样红颜薄命的冯小青来：“冷雨幽
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
岂独伤心是小青。”这样的文字令人心动而心
痛，二人都是情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据

说沈氏临终前，生魂还跑到纪晓岚侍值圆明园
的住处去探望了他。沈氏死后，纪在其遗像上
题了两首诗，其一为：“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
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
稀。”这个依稀的年轻面容，在漫长的岁月中将
始终生动而美丽，赚取纪晓岚一生的痴念。我
突然明白了张国荣为何在最美的年华纵身而
逝，他从此永不老去，倾国倾城。

纪晓岚有四个儿子，长子纪汝佶最是聪明，
21岁就中了举人。但纪晓岚被发配新疆后，纪
汝佶变得抑郁而颓废。有天偶然见到《聊斋志
异》抄本，如获至宝，从此无心科举，埋头续写狐
仙鬼怪的笔记小说，至25岁郁郁而亡了。临终
之时家人按风俗给他烧了一个纸马，他突然睁
开眼叫道：“我的马怎么瘸了一条腿？”众人大惊
失色，才发现烧纸马时不小心将马蹄弄花了。
纪晓岚写下这个细节时，心中是充满无限亲近
怜惜的。

深夜行文至此，亦如梦如幻，非在人间，遂
步友人韵涂抹一首《念奴娇·阅微草堂》：“浮生
梦寐，忍卿卿相问，君何无话？青简一编谁记
取，空了荼蘼花架。灵物化身，天人着意，念念
海棠下。天涯望断，红尘翻过车马。

准拟千里同行，几番离合，未别悄先谢。眼
底心中应未老，总是美人初嫁。点缀风流，相逢
樽酒，尽把韶华假。江湖夜雨，依稀眉目如画。”

伴随着炎炎夏日的高温，《变形金刚5》来了。
从 2007 年《变形金刚》开始，大荧幕里的

“金刚”就已经变了。他们更时尚、更花哨，多了
无数的构件、精致的棱角，也变得面目全非。没
有了以前方方正正的直线条造型，也没有了那
简单而怀旧的气息。这与记忆中伴随我们童年
成长的变形金刚已经相去甚远。

记得第一次接触变形金刚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当时我还在读小学。有一天听小伙伴说新
出的《变形金刚》连环画很精彩，我心痒痒的就
想一睹为快。等到父亲刚刚下班回家，我便缠
着父亲带我去买。父亲被我缠得没办法，于是
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三牌楼的一个小书店，
果然在醒目位置放着几本《变形金刚》彩色画
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一块多一本。在
那个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分钱花的时代，这真
不便宜。虽说只买一本，我也很知足了，一连几
天手不释卷，自己还忍不住照葫芦画瓢画上几
笔。人的记忆真是奇妙，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
这件事我居然还记得这样清楚。父亲给我买的
书已不知所终，我特意从旧书网上又淘了一
本。翻开书页，当年父亲骑车带我去买书的那
一幕场景仿佛就在眼前，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后来，《变形金刚》动画在电视上播出，成为
那时我们最喜欢的动画片，变形金刚玩具也开
始大量出现。记得山西路少年宫门口有一个专
卖店，虽说只是一个平房，面积不大，里面却堆
满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变形金刚玩具。当年
鼓楼食品大楼一楼曾经也出售变形金刚。我记
得那里有个“大力神”放在橱窗里展示，惟妙惟
肖，和动画片里简直一模一样。每次路过这家
店，我都忍不住在柜台前隔着橱窗观摩良久，

“相看两不厌”。只是那上百的价格实在令人望
而生畏。当时身边的小伙伴们，能买个十几元
的“挖地虎”玩就算小康水平了，能买个七八十
元的“机器恐龙”，家里绝对是中产阶层，能舍得

买个一百多元的“大力神”玩具的“土豪”还闻所
未闻。

求之不得，回到家里不免“寤寐思服”。我
记得曾忍不住和父亲“谈判”，如果小升初考上
了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师附中，就给我买一个“大
力神”。父亲问我多少钱，我说一百多。父亲豪
爽地答应了。从小到大，父亲为我能有好成绩
一向是不惜砸锅卖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
了这个奋斗目标，我的学习一下子有了无尽的
动力，比吃了脑白金之类的保健品还要有效。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目标毕竟一时难以
实现。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先买一个
便宜的过过瘾。于是我省吃俭用，一毛一块的
攒零花钱，终于凑足了十八元九角。那一天，带
着这笔“巨款”，我去少年宫旁的店里，在琳琅满
目的变形金刚里左挑右选，最终买了一个“搅拌
机”。虽然只是最便宜的一款，但那却是童年的
我一次难忘的“血拼”。

我依然还记得这个“搅拌机”的归宿。小学
毕业那一天，父母和我回学校查分，一个同学告
诉我我考上南师附中了。我不敢相信，打赌说
如果真的考上了就把变形金刚送给你。结果后
来那天班主任崔老师高兴地把我父母拉到一
边，告诉他们我考了194分（那时候小升初只考
语文数学满分200）。父母高兴极了，用他们那
个年代特有的词语形容我“放卫星”了。我也喜
不自禁，很爽快地把自己心爱的“搅拌机”送给
了那位报喜的同学。而我最终也没舍得让父亲
破费去买“大力神”。考进名校不仅让父母、也
足以让我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如今，时代变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在不知不
觉中改变了许多，电脑、智能手机充斥着我们的
生活。当年风靡一时的变形金刚早已消逝在时
间的长河里，“玉环飞燕皆尘土”。而在我们内
心深处难以割舍的，依然是对那曾经简单的快
乐、美好童年的回忆和对父母的怀念。

即使撇开“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宏大
设定单独来看，梅勒什可夫斯基的《诸神复
活：雷翁那图·达·芬奇传》也是一部重要且被
低估的作品。达·芬奇大名如雷贯耳，
文艺复兴运动比作诸神复活或也称得
上贴切。然而梅勒什可夫斯基并未将
达·芬奇神化，他有过入不敷出向学生
借钱的困窘，有过时运不济不得重用
的失落，投入最深的机械制作常陷入
瓶颈以失败告终，还会对自己的艺术
产生怀疑。生活中的达·芬奇没有后
世眼里文艺复兴巨擘的光芒万丈，倘
以神作比，梅勒什可夫斯基认为他应
当是伊卡洛斯——忘记忠告一味高
飞，终因过于接近太阳，翅膀上的蜡熔
化殆尽，坠海而亡。

达·芬奇的忘我不亚于伊卡洛斯，
想飞的执念让他愈挫愈勇，从不为世人
的讥讽动摇：“我们将有飞翼！如果我
做不到，将来总有人做到。人类一定飞
得起来的！”《诸神复活》里写到，达·芬
奇会在灵感乍现时停下绘画创作，去设
计机械，仿佛后者才是主业，前者只是
随性而为。其实，这两者是高度统一
的。达·芬奇师法自然，以科学家般的
严谨与好奇穷万物之理。他所做的一
切如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是受生命
本能驱使的自然的行为。在研究和实
践中，他体会到生存的乐趣，这跟作品
本身能带给他何种名与利无关。因此，
当他解开疑团，便对先前废寝忘食的某
物再无兴趣了；越是解不开的疑团，越
是汲汲于此。

达·芬奇曾说，自己与米开朗基罗的
差别恰如平静之于烈风。而这种差异早
在他们走上创作道路之初便决定了。米
开朗基罗为艺术而生，他会为雕塑的地
位被贬低而严词辩驳，达·芬奇更像一个
博物学家，审美让位于科学、更让位于自
然。自然已是那样美，人造之美该如何
与之匹敌？达·芬奇踮起脚尖孜孜以求，
除了对光影、透视、人体解剖学的研究，
他还有一套贴近自然的严苛理论：将五官逐一
分门别类，制成卡片，要记住一个人的面容，只
须迅速对应各部分卡片的编号即可；用特殊的

小勺计量颜料，深浅渐变皆可度量；画面构图完
全符合几何学的精准。在今天，人们或许会用

“geek”一词去称呼达·芬奇这样的技术控，但对
于 geek，哪怕造出了弗兰肯斯坦也是成
就感大于忧虑，达·芬奇不然。他时常为
自己的超前感到寂寞。

身为艺术家，责任是过于沉重繁冗
的负荷。达·芬奇制造机械或是作画时，
从不施以道德评判。另一方面，他不受
制于繁文缛节，不屈从于既有条框，甚至
被指为巫师、敌基督者亦不加辩解。这
样的达·芬奇与世俗格格不入，高于世人
的才智反而令他像个 loser。梅勒什可
夫斯基将他和马基雅维利归为一类，他
们在思想上是强者，在现实中却毫无力
量。“在这俗人的世界里，他们要成为永
远无家可归的游客。”他们早早看清了其
中的矛盾：“看起来是善的事情，反而危
害于君主的权力；看起来是恶的事情，则
往往巩固了他的权力。”由是，无法融入
世俗环境的达·芬奇选择了非善非恶、非
暗非光，跟随自然的指引；选择了抽离其
中做一个看客，把他无望实现的记录下
来，像他左手书写的镜像文字般，留给后
人；选择了专注于科学和真理，专注于他
能想到的最高的自由、最远的驰骋——
飞翔。

梅勒什可夫斯基定下一个宏大的主
题：众神死亡，尔后复活，尔后基督和敌
基督者和谐统一。作为神话隐喻的现实
投射，达·芬奇（包括传记中被视为复活
精神继承人的俄国画家尤啻奇）是实现
其理想文化的启明。当别人还在睡觉，
他已从黑暗中醒来，试图一窥夜幕之外
的世界。不过，令人着迷的未必是达·芬
奇自己也不曾想到的精神指引，而是忘
我做着“没能实现”的飞翔梦的痴迷。精
神的力量足以教人瞩目时，结果的成败
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无需成为莱特
兄弟或林德伯格，他最得意的壁画尽毁
亦无损他的卓越，更不必介怀涂涂改改
仍想归入“未完成”的手稿。谁说无人问

津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景？想飞的人不怕寂寞，
连失败都很惊艳的达·芬奇，自有后人懂他彼时
缄口不言的喜悦。



蛇（肖形）辛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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