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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时，傍晚依然骄阳似火。我去家对面

的大学散步。五点的大操场好像蒸馒头的笼
屉，散发着滚滚、扑面而来的热浪。

进得大操场，在没有太阳的半边跑道走了
两圈，汗流不止。我边擦汗，边倚靠在栏杆上
休憩。一位年轻的体育女教师皮肤黝黑，烈日
下，戴着运动帽，扯着嘶哑的嗓子：“第
一组，预备——跑”，哨声响起，四个女
生撒腿就跑。我原以为是假期运动员
集训，可是看着书卷气十足的四个女
孩，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运动员。

我身边的一位中年女子，戴着运动
帽，穿着运动服，也拉大嗓门儿：“加油
啊！冲刺——”。我扭头问道：“她们不
像是运动员哦，您这是——”

“我是孩子她——妈，喏，那是我闺
女！我们是准备初三体能测试的。”她
抹了一把汗，女儿跑过来，接过妈妈手
里的矿泉水一饮而尽。我注意了，捧在
妈妈手里的甘露，妈妈一口没舍得喝。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孩子妈扭头
瞥了我一眼。

“退休的——教师”
“哦——哪门学科？”
“语文。”
孩子妈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

语：“孩子初三语文要改用‘人教版教育
部’的版本了，难度大了。”她忧心忡忡
的样子。

“哦，是吧？现在的教材真的不简
单啊！”

我随口问了身边一位秀美的女孩，
你是什么学校的？她报了校名，是我们
区重点中学的。小女孩的脸涨得通红，
她猛擦汗，又拿起一根跳绳，一边跳一
边向跑道跑去。根据我的教学经验，学
习成绩优异的，体育成绩大多堪忧。

我在想：其实，高温35度，何苦让孩
子在蒸笼里煎熬？与其这般受罪，距离
学校近的，坚持让孩子跑步上学；路途
远的，让孩子坚持每周两天长跑训练。
肯定OK！我女儿幼儿园时，每日清晨，
就一个人下楼，自己在学校 800米跑道
跑步。

话说回来，现在初三的体能测试还
真的蛮厉害，共四项。其中一项就够
呛：长跑（男1000米、女800米）或游泳男女200
米，任选一。

如果有积累、积淀、积存，注意循序渐进，
那么 800 米长跑或者 200 米游泳，便小菜一
碟。反之，一蹴而就或者拔苗助长，则后果会
很严重。

再拿目前让学生和家长最发憷的“写作”
来说，和体能测试一样，同样需要足够的时间
积蓄，厚积才能薄发。

“三伏”大补，孩子很难消受，“心急吃不了
烫粥的。”

触类旁通。写作，亦是如此。
我周围亲朋好友的孩子，大多被

“送”到高价写作补习班“战高温”。我
不知道他们的课程是什么，我只知道，
然而孩子的文字依然捉襟见肘。他们
的作文还是词不达意、浮光掠影、隔靴
搔痒。

指导学生写作，要求必须真情实
感、必须有大量的阅读作为积累。

很多很多年前，考试时，我班有位
留级生写了一篇作文，错字连篇。有的
老师认为应该判不及格，我却大加赞
赏。他写道：“清明时，我给奶奶扫墓。
我跪在坟前对奶奶说：‘奶奶啊，我以前
不懂事，没有好好读书。奶奶，您走了，
我好难受，我今后一定好好读书……奶
奶笑了！……’”

尽管原文文理不通，我说孩子这么
写，我理解为在天堂里的奶奶，俯瞰人
间的孙子的忏悔。孙子的一番话，让奶
奶欣慰的笑了。我说，修改后，投稿给
编辑，没准可以发表呢。这位学生，就
是因为不好读书，缺乏文字的积累，表
情达意困难，怎么可能行如流水？

所以啊，有了真情实感，还必须有
厚实的文学积淀。

最后，想对焦虑的家长进言。揠苗
助长，无益孩子写作。大量阅读名作，
让欧亨利、莫泊桑走进孩子的世界。让

“ 黛 玉 葬 花 ”“ 三 顾 茅 庐 ”“ 曹 刿 论
战”……这些名著滋润孩子的心田，“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辛勤浇灌灿烂
的写作之花，自然会尽情绽放。

我家附近菜市场一位卖肉的孩子，
数理化全优，作文很差。我告知他一定
要多读书，读好书。他聪明绝顶，静下
心来，读了不少好书。两年里，我帮助
他修改了好几篇文字，他在教育报发表
了三篇文章。

六年后，他厚积薄发，大学毕业。
今年成了耶鲁大学的在读博士生。

指导孩子写作，没有诀窍。
读好书、积累知识、打开思路。生活是写

作唯一的源泉，讲述真实的故事、说心里话，这
点很重要。

无论“写作”和“长跑”都一样，厚积才能薄发。
干什么都没有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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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含香带苦的法子
———昆曲—昆曲《《浮生六记浮生六记》》观后漫笔观后漫笔（（一一）） ■胡晓军

秋日吟 ■陈 釭

《尔雅》释：“秋为昊天”“秋为白藏”“秋为收
成”，意即秋日天宇皓旰、气白宜藏、收获成果。
秋，草木由翠转黄，黄中泛金，故《淮南子》言：

“秋令在金，以黄为正也”。
古人逢秋多触景生情，感喟岁月不居光阴

荏苒。屈原《九歌·湘夫人》沉吟：“嫋嫋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微微吹拂潇湘，洞庭湖
波澜荡漾，树叶渐次飘落，遂引发屈原悲岁徂
尽，叹息年衰。宋玉《九辩》仰呼：“悲哉！秋之
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惆怅兮而
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
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不仅草木枯
萎凋零，连鸟儿也都辞别南飞，孤独遍袭周身。
曹操《观沧海》高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
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
至哉，歌以咏志。”豪放不羁，气冲霄汉。曹丕

《燕歌行》浅唱：“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
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
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情思缠绵，绸
缪婉约。虽同吟秋，曹氏父子却大相径庭。陶
渊明《酬刘柴桑》坦陈：“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
周。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低调朴实，恬静
冲淡。

唐诗鼎盛，诸诗人尽显才华，各领风骚。
王勃《滕王阁序》：“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
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孟浩然《秋登兰山寄
张五》：“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王昌龄《长
信秋词》：“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
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王维

《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
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又《辋川闲居赠裴秀才
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
临风听暮蝉。”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
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又《赠庐司户》：“秋色无
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
间。借问卢耽鹤，西飞几岁还”；《古风》：“秋露
白如玉，团团下庭绿。我行忽见之，寒早悲岁
促”；《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万里
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刘禹锡《秋词》：“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晴空一鹤排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又《望洞庭》：“湖光秋
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
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杜牧《齐安郡中偶题》：

“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李商隐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唐朝吟秋诗洋洋大观传诵
千载，至今仍盈盈萦绕吾侪。

宋人续前余绪，吟秋佳词迭出。范仲淹
《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
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
阳外。”黄庭坚《念奴娇》：“断虹霁雨，净秋空，
山染修眉新绿。”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
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杨
万里《秋凉晚步》：“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
是可人天。绿池落尽红蕖却，落叶犹开最小
钱。”辛弃疾《丑奴儿》：“而今识尽愁滋味，欲
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又《满
江红》：“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宋词

构思别致遣辞精妙，格局气度方面终究稍逊
大唐。

但凡吟秋，旨趣点不外迎秋、哀秋、颂秋、
责秋，内涵却颇迥异，实质难脱社会处境和个
人志向，近人亦然。鲁迅 1934 年作《秋夜有
感》，1925年作《亥年残秋偶作》，系生前最后两
首诗，巧的是皆以秋为题。“曾惊秋肃临天下，
敢遣春温上笔端”“星斗正阑干”，许寿裳评价
此诗显示鲁迅“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
微之希望焉。”革命领袖兼诗人毛泽东豪迈达
观，《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采桑子·重阳》“一年一度秋风
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浪淘沙·北戴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
间。”海归书生徐志摩《秋语》娓娓呢喃：“秋雨
在一流清冷的秋水池，一棵憔悴的秋柳里，一
条怯懦的秋枝上，一片将黄未黄的秋叶上，听
亲亲切切喁喁唼唼，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
语情节，临了轻轻将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
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生前自视甚高的
文青海子在诗作《秋》中写道：“秋天深了，神的
家中鹰在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秋天深
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
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诗句本身跳
跃晦涩，意蕴漫漶，以“王”隐喻诗乃文学之王，
沉浸于自我和自己诗作的世界里。

予不才，值秋拙填《天净沙》一首：“菊黄枫
赩桂芳，青岚紫霞白霜，皎月碧水韶光。天佑中
华，国兴邦安民康。”

秋日，吟诗的好时节。

初识神龙川 ■周云海

七月中旬，去了一天苏州。就在曲径幽
亭、茶香弦音中，听苏州友人闲谈姑苏旧事，
其中便有沈复及其《浮生六记》。可巧的是，
就在前个晚上，我在上海大剧院观赏了同名
的昆曲。戏一开场，芸娘已经仙去，空荡荡
的舞台上只有桌椅一副、春凳一只、灯台一
座、沈复一人。时值芸娘“回煞”（回魂）之
夜，沈复备好妻的衣衫脂粉、所好食品，为妻
招魂。全场观众与他一样，满心欢喜地等待
他的爱妻于中夜现身，然后感天动地，最终
转世回生，一如《牡丹亭》那般无二。我对回
煞、招魂之事曾发感慨道，人对鬼的态度，并
非 一 味 的 回 避 ，而 是 有 趋 有 避、有 爱 有 惧
的。趋的和爱的，是日思夜想的亲人；避的
和惧的，则是陌路面生的病魔——这是因为
绝大多数人，是因病而殁的。沈复对芸娘的
鬼魂，爱自是远远超过了惧，趋自是大大克
服了避。我自会心一笑，若将沈复及其《浮
生六记》编演成戏，非昆曲是不能尽其好处
与妙处的。

但我很快发现，该剧的剧情未如所料的
进行，芸娘到底不是丽娘。沈三白也不是柳
梦梅，苦等通宵，全无消息，只得怅然作罢。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
以生”的主题，是昆曲《牡丹亭》的，而不是昆
曲《浮生六记》的。不但如此，该剧的题旨几
乎与《牡丹亭》的相反，即“生而不可与死，死
而不可复生者”亦为“情之至也”。我以为，在
宗教意识很弱、轮回观念极稀的当代社会里，
原创戏曲若欲表达如《牡丹亭》般的“至情”，
仅靠“继承”或“转型”都不够，必须另辟蹊径，
再设他法，比如借鉴现代主义理念，采取梦
幻、象征或意识流手法等以达到既与古典戏
曲类似，又与当代思维适配的审美效果。

以我之见，略观剧作家罗周近年来的戏
曲创作如《乌衣巷》《春江花月夜》等，其文学
性逐渐增强，戏剧性则相应减弱。可能她认
为追求文学性才是使古典美具有当代性的唯
一法子。因此，她更注重对人道主义主题的
提炼，更强调人物内心思辨与情感的挖掘，并
以此作为戏剧性的动源，至于情节表面的戏
剧性、矛盾冲突的偶然性，则越来越少的予以
考虑和铺排。明乎此因，罗周选择“改编”这
束“没戏”的古典散文的理由，便不难解释
了。正如罗周所言，昆曲《浮生六记》的创作
重点不在于描写“夫妻相识相知、相依相傍度

过一生”的故事，而在于聚焦“悼亡”这一“生
而为人所无能逃脱的苦痛体验”以及“自我慰
藉的法子，哪怕它是虚妄的”。这个“法子”不
是别的，正是文学创作。罗周的目的便是将
沈复的散文创作，转化为自己的昆曲创作，将
其文学性从纸面转移到舞台。其中的关键，
是如何将沈复的创作动机转至角色的内心矛
盾，进而成为戏剧的内在张力。我以为，这一
创作理念显然是现当代戏剧应该具有的。这
决定了昆曲创作必以“多取其神”为原则，以

“将美赋形”为手段。至于如何将美赋形，具
体便是将原著中夫妻的情感趣味、生活的细
枝末节、行文的遣词造句的平面美，变为昆曲
剧本、表演、音乐的立体美。对于美，诗人王
辛笛说“美本身往往是愁人的，因为人们既可
以从美的瞬间看到永恒，也可以视其为一朵
朵 飘 忽 来 去 的 云 ，一 纵 即 逝 ，令 人 怅 惘 不
已”。我以为此言道中了散文《浮生六记》之
美，也奠定了昆曲《浮生六记》之美的性质及
风格。当美不再，自身尤存，人便愈发地念其
美、感其愁，此时的人，最易被一种美与愁交
织的诗意暗暗打动，被一种含香带苦的“愁
美”轻轻打动。

前些天，我们几个三十多年缘分的文友相
约自驾游临安神龙川。

临安，我以前去过。很多年前在太湖源附
近盘旋山道边住宿农家乐的记忆犹新，门前观
溪流，推窗见青山，土狗庭院转，家鹅石渚伫。
让我欢喜不已。这次同游临安神龙川的退休旅
游记者季姐把那里说的“花好稻好”，我心里笑
笑。临安地处天目山区，除了著名的浙西大峡
谷、大明山，我没听说过神龙川，也许是一处山
野农家休闲场所标个好听名称而已。

从上海开车去临安神龙川四个多小时。早
上8点半，我们在松江地铁站附近集合出发，车
到那里已过了下午 1点，季姐在神龙川风景区
工作的朋友小崔早已迎候在门口。彼此寒暄
后，我们让热情好客的小崔给文友们在神龙川
风景旅游度假区门楼前合影，高大雄伟的龙凤
楼门楼两边配以副楼和长长的雉墙，锁住了通
往神龙川景区的隘口，真有古代雄关的风范。

饿不行游。在餐厅用过餐后已是下午 2
点，大家在度假区里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半边
山下”度假山庄休憩，约定一个小时后游玩附近
的太湖源。初入神龙川景区，捣毁了我先前心
里对其想象的窠臼。神龙川满眼苍翠的天然山
水秀色，佐以人力诗意的画龙点睛之笔，宛如刚
出浴的新妇，肤色凝脂，香艳消魂……

由文友们休息吧。我独自沿着神龙川蜿蜒
的上山道寻芳觅秀。

神龙川有五大景区，分别是怡乐园、卧龙
溪、清凉界、神农台、小华山。一个小时游览不
了这么多景点，玩到哪里算哪里，待明早与文友
们再齐心上山好好游玩。我先观览了怡乐园景
区里的含笑轩、游乐区、益智潭等景点，以及农
夫乐园，除了种植瓜果和菜蔬，还辟有紫藤香
蔓。可惜我们出游时间没有对准紫藤花季。唐
朝李德裕诗云：“遥闻碧潭上，春晚紫藤开。水
似晨霞照，林疑彩凤来。清香凝岛屿，繁艳映莓
苔。金谷如相并，应将锦帐回。”深深长长的紫
藤花拱廊，如是春晚时节，那该是何等美丽蓬勃
的盛观！

走过远志桥、合欢桥，我来到太子榭旁。太
子榭是为纪念昭明太子对佛学的贡献而建的。
天目山是南北朝昭明太子隐居读书分经处，传
说太子曾从天目山大仙顶的北侧下山，在神龙
川一带留有很多遗踪。榭柱上有一副对联：“八
方香客云集来，十万烟火散江南。”伫立于太子
榭中，听山溪淙淙，远红尘嚣嚣，别有一番遐思
在心头……

离开太子榭，沿卧龙溪边继续前行不多远，
我的目光被矗立在山坡旁的一只巨大药葫芦造
型吸引。自古有“悬葫济世”之说，宝葫芦一直
被国人认为是中医药的象征。在卧龙溪边建此
神龙宝葫，是告诉世人这里是天然草药的王
国。神龙川风景区的名称许多就是以中草药里
富有文学性的名称命名，如益智、远志、辛夷、合
欢、紫雪、凌霄等。

文友在呼我，无法再拾阶上清凉界、神农
台、小华山等景区，只得返回。稍后，我们开车
去太湖源风景区，这是我以前去过的熟悉景
点。那里除增加了以前没有的高高横亘在两山
间的玻璃栈桥，并没有漾起我心中雀跃的涟漪。

天有不测风云。从太湖源风景区返回神龙
川“半边山下”度假山庄时忽然下了雨，且是“长
脚雨”。时而霏霏细雨淅淅沥沥，时而瓢泼大雨
哗啦哗啦。雨下了整夜还不够，又延续至次日。

雨天，让文友扫兴，雨夜，润我逸情。
阑夜。被神龙川的夜雨吸引，我凝情在山

庄灯影幽暗的阒寂长廊里，看掩映在树影里的
灯笼影影绰绰，听雨夜中的山溪奔涌怒号，任山
风抚摸我的脸庞，爱夜雨亲吻我的手掌。古人
有风声雨声读书声之愉，我有风声雨声溪流声
之喜。此时此刻，我的心被浸淫在如梦如幻的
诗意里……

很想在清晨与文友一起畅游神龙川，看旭
日初升、古树繁花、彩蝶翩舞。听溪流淙淙、秋
虫唧唧、鸟雀啾啾。

翌日，依旧是时而淅淅沥沥，时而哗啦哗啦
的雨，不如朋友小崔懂我们的心。

神龙川，我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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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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