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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在五月的暖风里沉醉在五月的暖风里。。不不
再去管什么再去管什么 ABCABC，，不要再问飞不要再问飞
向哪里向哪里。。尽管向前尽管向前，，我的小鸟我的小鸟。。

草径通往幽深草径通往幽深，，在一个拐在一个拐
弯处优雅打住弯处优雅打住。。这时这时，，传来五传来五
月盛会的乐曲月盛会的乐曲，，清冽曼妙清冽曼妙。。

花园的尽头花园的尽头，，满篱蔷薇下满篱蔷薇下，，
我们伴着蔷薇抵足而眠我们伴着蔷薇抵足而眠。。

摘一串槐花摘一串槐花，，纯白纯白纯白纯白，，喷喷
香喷香香喷香，，轻轻放在鼻端轻轻放在鼻端，，任香气任香气
直透心底直透心底，，却让带露而俏丽的却让带露而俏丽的
蔷薇侧身她的唇边蔷薇侧身她的唇边。。

在这五月花的王国里在这五月花的王国里，，我我
吹起口琴吹起口琴，，和一曲芬芳的小调和一曲芬芳的小调。。

满眼的绿意满眼的绿意，，满心的欢喜满心的欢喜，，
满怀的憧憬满怀的憧憬。。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来
到蔷薇乐园到蔷薇乐园，，共醉在爱与美的共醉在爱与美的
渊沼渊沼。。

这是我们的五月这是我们的五月，，可爱的可爱的
五月五月。。

邂逅五月邂逅五月
梅梅 森森

篆刻 张遴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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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清浅

“寻艺毛诗”的三层动因（二）
——读吴欢章《毛诗艺寻》所感 ■胡晓军

品文论艺

鲁迅先生吃蛋糕吗？ ■王泠一

《毛诗艺寻》收录了吴教授数十年里“寻艺
毛诗”的数十篇论文。通过宏观梳理和微观解
析，吴教授惊叹诗词这一形式到了毛泽东的手
里，竟“奇妙地成为得心应手地表现新时代、反
映新生活、歌唱新人物的艺术作品”，认为毛泽
东的创作实践及成果，“结束了新诗与旧诗长期
二元对立的态势，奠定了两者多元共生的格局，
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这一结论的获得，首先来自对文本的缜密
解析。吴教授对毛诗的题材和体裁、抒情和叙
事、情趣和理趣、用典和白话、艺术个性和想象
力作了微观分析和全面考量，认为毛泽东“在
充分利用传统诗体的艺术积累和表现长处的
同时，又根据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
需要，对传统诗体进行了适当的改革，成功地
解决了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吴教授无疑
是“缘情说”的主张者，他对毛诗总体抒情的性
质极为赞赏，并将其细分为“触景生情”“即事
抒情”两类，彼此交融，又由于视角、用典、主体
隐显、修辞手法、收尾提升等多种变化而显得
斑斓多姿，美不胜收，令人顾盼不暇。与此同
时，吴教授也对毛诗的叙事方法作了细致考
察，剖析了“情因于事”与“情动于衷”之间的辩
证关系。

用典是诗词创作的一大传统，吴教授专文
分析了毛诗的用典，梳理出“古人诗文”“神话传
说”两大来源，先总结出民族性与大众性的总体
特征，再拆出“活用”“用活”两种方法，又提出

“活用”包括“化旧词赋新意”“反其意而用之”和
“摄精髓而落位于现实”三种形态；“用活”则包

含“触景生情别抒怀抱”“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脱胎换骨自铸伟词”三种类型，抽丝剥茧般地
揭示出毛诗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顺带一提，
吴教授在论述时也“活用”了中外传统诗论，将
其“用活”于自己的文章之中，这恐怕也是他对
各种诗歌研究方法作了吸收、融汇、继承与创新
的成果。

这一结论的获得，同时来自对诗论的精准
梳理。全书引用中外诗论颇多，最多的当是毛
泽东本人的表述。吴教授遍览毛泽东的讲话、
文章、谈话、书信和批注，将其对诗、对文学、对
艺术的言论加以归纳、综合和引用，形成了清
晰的毛氏文学观、诗歌观，并适时地运用于对
其诗作的印证与评论。例如诗的人民性和时
代性，吴教授引用毛泽东的原话“诗是人民创
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并将刘邦《大风
歌》与毛泽东《到韶山》作比较，指出由于在人
民性上的本质不同，“划出了古代封建帝王和
现代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间的本质区别”，并
强调了“诗人心中要有人民大众”的论断。再
如诗的艺术性，吴教授从毛泽东的言论中总结
出“形象思维”“诗意诗味”“个性特色”“通俗易
懂”四大纲领，以呼应毛泽东“没有艺术性，那
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的话语。又如继
承和创新，吴教授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
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形式到了我们
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
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由此引出毛泽东对
诗的时代性、生活性和通俗性的一系列阐述，

并分析其多篇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作为
例证。吴教授特别关注和强调诗的时代性，认
为诗与时代的关系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根
本性问题，这个关系处理得如何，“从根本上决
定着诗的价值”的高低。由于时代与生活是一
体两面的，故而处理好诗与生活的关系，同样
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因此“诗归根
到底应该有益于生活”。还如民族性和现代
性，吴教授引用《诗座谈纪赞》所载毛泽东的原
话：“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
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应当尽量吸
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
镜”“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
收外国文化”“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
己的东西”。吴教授据此得出“我国社会主义
诗歌应该追求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统一”的判
断，这实际上已超出了对毛诗的评价和论述，
推广到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层面上了。

综观全书，笔者感到吴教授对毛诗的论断，
也正是他本人诗学观念的主旨，即以人民为中
心，反映时代主流，代表社会趋势，具备高度思
想境界的文学性和强烈诗情画意的艺术性。就
创作手法看，是抒情为主和叙事为辅相结合；就
诗歌风格看，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其
哲学本质便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思想高度、哲
学深度、历史厚度、历史远度和艺术程度的统
一。笔者进而感到，就诗而言，浪漫主义才是诗
的最高境界，但须以现实主义的题材、主题、思
想和手法为基础和跳板——毛的诗词如此，毛
的书法也如此。

清明前夕，约好了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大专
家乐融先生，他承诺接待徐汇区向阳小学师生
参观团，给孩子们讲讲课本外的鲁迅故事。参
观团中最小的成员是一年级女孩朱沐恬同学
（昵称“柚子”），她戴着绿领巾的清新模样几乎
是人见人爱。但最初我并不愿意和我熟悉的柚
子参加这个祭奠活动，因为她实在是太小了。

柚子的校长范建军是数学老师出身，但特
别注重在课外活动中提升孩子的作文欲望，兼
顾德育滋养。去年为了喜迎十九大，我曾经陪
同柚子和她的同学，去田林中学的烘焙课程实
验室学习过如何做蛋糕。当时我的本意是让柚
子他们知道劳动可以带来快乐、劳动可以产生
价值。但末了，柚子的理解是——蛋糕，是小孩
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人应该努力满足孩子
对这种向往的追求。从此，她迷上了蛋糕。她
也是这样向班上的同学们这样介绍十九大的，
意思是十九大的奋斗目标实现之后，那些远方
的孩子、山里的孩子都能像上海的孩子一样吃
上蛋糕了。

这回学生代表团去鲁迅纪念馆，范校长和
语文教研组事先就安排了培训。培训内容很管
用：鲁迅是谁？后人为何要纪念他？他的贡献
在哪里？李磊老师为此费了不少功夫。这些被
我称之为向阳小学鲁迅兴趣小组的孩子中，有
六位是五年级的、一位三年级、二位二年级，最
小的就是一年级的柚子，反正都不是白纸一张。

四月三日，一个明媚早春的下午；鲁迅公园
樱花绽放，我和大队辅导员姜颖老师率领的小
孩子们在鲁迅纪念馆会合了。在和鲁迅研究大
专家、纪念馆的乐融老师座谈之前，我们先行聆
听了讲解员姐姐的馆展鲁迅事迹。每件文物、
每一部书、每个展版，都在述说悠悠往事和民族
情怀。如今的上海鲁迅纪念馆，雕塑栩栩如生，
声光电再造当年场景，配乐朗诵式说明简洁明

了，影像资料也全盘复活，真是个绝佳的素质教
育课堂。柚子最欣赏的展品是一个藏书章，这
是鲁迅先生自己动手的木质微雕，刻的是当年
苏联文豪高尔基的头像，就放在鲁迅书房的写
作台上呢。

柚子的妈妈是职业记者，柚子拿着小本本和
笔的模样几乎是妈妈的缩影。不过参观完展馆
之后，柚子的采访对象却是我，我猜想不会是围
绕“蛋糕”吧。嘿嘿，采访主题还真是“蛋糕”！“鲁
迅先生小时候吃蛋糕吗？”“他小时候生活在浙江
农村，那时小鲁迅不知道蛋糕的。”“那他和小伙
伴吃什么呢？”“罗汉豆！就是我们现在的蚕豆。
有时用盐水煮熟吃，有时再加工成茴香豆。”“那
么鲁迅先生长大后到上海了，他应该经常吃蛋糕
吧？”“在上海工作之余嘛，他主要的点心都是东
方式的糕、饼和汤圆等，鲁迅先生并不喜欢西式
的蛋糕以及咖啡。”“鲁迅先生不买蛋糕吗？他的
孩子也不吃蛋糕吗？”“根据鲁迅先生的日记，他
的孩子也和他一样不喜欢吃蛋糕；鲁迅先生孝敬
过母亲，也就买过一次奶油蛋糕！”

柚子很不甘心的样子，在鲁迅笔迹的名言
墙前留影时又问我：“孺子牛是什么意思？”“孺
子，就是你和同学们；牛，就是我、范校长和老
师。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就是大人心甘情
愿地为孩子服务。”“真好啊！就是牛虽然自己
吃的是草，但还是很希望孺子能够吃到蛋糕
吧？”“岂有此理！牛也是可以吃蛋糕呀！”末了，
我告诫柚子不要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蛋糕”
上，至少得记住鲁迅先生的主要代表作品，以及
这些作品里的代表人物，否则鲁迅纪念馆不是
白来啦！

但回家之后，柚子和爹妈说印象最深刻的
是——“鲁迅先生实在是太厉害了呀！一个人
写了那么多书啊！好几间大房子都放不下呀，
比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还多啊！”可第二天到了学

校，鲁迅先生的主要作品和主要人物，柚子却说
不出一个大概。这样的表现，自然不能得到吃
蛋糕的校长奖励啦！不过，孩子们的结盟意识
很浓。三年级男孩许蕴章、五年级女孩金子雯，
去年是和柚子一起学十九大精神的。他俩先夸
我是“孺子牛”，再让我想个办法让柚子记住鲁
迅元素。这样柚子就能吃上范校长的奖励蛋糕
了，当然其他“孺子”和“牛”也可以一起品尝
的。许蕴章具体的主意是让我写个童谣，金子
雯是金嗓子，提议我最好能是歌词。

我三思之后，觉得柚子会唱少先队队歌，于
是，就以寄明的曲调，我再重新填词。歌词的内
容全部是鲁迅元素，金子雯也承诺练熟了再教
会柚子。歌词如下：

我们是鲁迅精神传承者
传承先生文采的批判光芒
祥林嫂，孔乙己
旧中国就是那吃人的社会
彷徨呐喊，救救孩子
三味书屋，朝华夕拾
真的猛士，勇敢向前
真的猛士，勇敢向前，向前！
真的猛士，勇敢向前
我们是鲁迅精神传承者

我们是向阳小学后来人
学习鲁迅先生的不朽篇章
百草园，长明灯
民族魂就是那东方的黎明
狂人日记，阿Q正传
闰土社戏，藤野先生
人物形象，如此鲜明
人物形象，如此鲜明，鲜明！
人物形象，如此鲜明
我们是向阳小学后来人

连日少出门，竟不知樟花纷落。晨雨疏疏，
撑着伞走在古镇上。

旧年立夏，行步到临河的樟树下，香风飒
飒，光影清洁，细碎的花粒不经意落到衣发，有
时拂过肩颈，欢喜跃然，忍不住想哼调调。微雨
中，带着记忆来看一棵树，时节虽短，内心曾被
感染的情绪却意味至今。樟花落在树下，落入
水中，涟漪细小，无声也无息，像晨间悄然的时
光。老墙陈痕，小院新绿，流水人家明窗安静。
清和的氛围，小镇小桥边小角落皆有。樟树生
在河边，植在行道旁，各有各好。家乡多樟树，
一棵树里有童年的记忆和成长的滋味，一棵树
珍藏着往日光阴。回忆令人暖，因人间有情
味。回忆也令人慢，从前车马很远，书信很慢。
在雨中，缓缓悠长的调子是小镇独有的，空气中
沉浮着湿湿的尘土的旧味。雨滴子大了些，打
在丝袜上，凉凉地。

青石路极悠长，闲步是乐趣。一条路，北
一半是商铺，南一半是民居，石桥下水河悠
悠。私家宅子多有庭院，绞圈房的庭院藏在小
弄里，主人多热情，见我立在院外拍花草，便打
开院门相邀。雪日曾来，见墙角的腊梅临寒独
自开，转眼至立夏，梅株长了碧叶，月季、蔷薇、
鼠尾草已盛开满园。江南多见月季，李白诗
曰：牡丹富贵为春晓，芍药虽盛只初夏。月季
花时长，又称月月红，庭院内外、校园中极常
见。读书时捧着书坐在花坛前，时而看书，时
而看花，上前细嗅有丝丝甜香，等吸够了味就
回去交代说书已读好了。很多年过去，此花一
直在心里，像老樟树一样。东风又一年，感觉
自己也像生了根系。《庄子·知北游》有句：吾身
非吾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看花仿佛成花，
看树仿佛成树，看露珠仿佛成露珠，一时候成

夜莺划过天空的影。身为芥子寄居于世，有所
思，有所遇，是浮生幸运，有所失去的，会以另
一种方式获得。

雨丝片片，在一间老屋旁驻足，单扇的木格
窗外，金银花的藤蔓已攀到屋顶，花朵沿着枝蔓
开满整面墙，红月季点缀其中，蜀葵的花蕾正在
酝酿，我不住地感叹。到了五月，总要轻轻背诵
木心的诗：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不知原谅
什么，诚觉世事皆可原谅。多么美，人世间因为
有这些花开，有这样动人的诗句，让心意温柔
着。桥头的茶铺尚未开张，黑木门窗外，花枝的
藤蔓攀在门灯旁，月季花色淡雅，衬着主人的品
味。主人若不在，且让门前的花儿留客，心香一
瓣，意会的人皆可随意领取芬芳。

古街的商铺陆续开了，游人打着伞兜兜转
转。药店的男子立在店门外，正向卖蔬菜的老
伯询价，听得出小摊常摆这儿，他叫他“老爷
叔”，得知黄瓜番茄皆两块一斤，想着应是实心
价。茶店门口，石槽里养着铜钱草，进深的老屋
可见庭心，喧中有静，雨又应景，不知庭中是否
有芭蕉。对面的点心店卖馄饨面条、酒酿圆子，
酒酿是本地酿，微酸，自家房，老夫妻店，勤俭有
道。冬日早晨，小街还未醒来，远远就看到桥头
冒着热气，临近闻到酒酿香，想来这也是许多人
晨梦初醒时愿闻的味道吧。小街上，有人手里
拎着猪肘子，有人在吃海棠糕，喜欢酸辣粉的则
坐在店中，碗里满满红油。除了大众小吃，烧麦
是小镇的特色美食，酒香不怕巷深，北梢口地方
虽偏了些，但笋嫩，肉鲜，味美，价公道，游走完
顺带一盒，可同家人分享记忆里的闲味。虽说
雨天，菜农还是将小摊摆了出来，檐下，壁角，三
三两两，越是热闹处价越高，我不会讲价，越发
念着药店门口老爷叔的好来。小镇上的居民已

逛完早市，拎着菜袋子的，拉着小拖车的，和邻
里招呼着边掏钥匙。烟火气的温暖，在于人情，
一路上受到过的恩泽，来自于亲人的，朋友的，
也会是陌生人的，可能仅仅是一个微笑，一句真
心的话语，让人一直记忆着。

一方庭园，门口的檐下有大婶一边避雨，一
边卖自家种的樱桃，操本地口音。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都是初夏的应景物。园中无人，槭枫的
树叶正在转红，老石榴树攀着花枝，花色照眼，
叶青翠，老梅树上结了小果，一只白头翁憩脚在
梅树枝上，清啭或飞跃，随这园子般，带着明清
时的古风和诗意。园子虽小，难得简雅，景物变
幻中，如慢慢展开的四季长卷。

出园的小街游人已少，见一条横穿的幽径，
深处有院门。先经过一幢老屋，白墙黑瓦，腰
檐，是民国建筑，有一个四方小院，灰砖的墙壁，
院中的石槽内，养着几盆铜钱草与马蹄莲，院落
和门窗都干净，细看，是个工作室，极安静。走
到最深处的院子，有小扇木门，用小字写着：非
请勿进，也是个工作室。小伫片刻，听到杉树林
里鸟鸣清越，心中愈发好奇，侧头探见院内有一
方石桌，桌上摆着茶具。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
年，真如神仙般逍遥的境地。生命各有形态，有
人守在僻处得以清静，有人身在闹市闭门深山，
皆为心静的妙有。虽未能入门，沾沾仙气也感
觉很妙。

这些年，闲步成了习惯，走走停停。朋友相
约小聚，多年不见，话题中已参不进关于过去共
同的记忆，那些无端生出的优越感让人觉得那
么陌生。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
零的花……又是一年立夏，轻盈时节，立在樟树
下，吹着往年吹来的风，看去春谢落的花今年再
放的模样。因为记忆，心总是柔软着。

立夏闲步 ■空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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