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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文 体

青桐洋

或许，我来自于农家
敏感于披着青翠的山坡和洋田
只要心中装有农事
去英利青桐洋的路，不远

在地理上跋涉、寻找
回内心的路
或许我们寻找的东西很远，很远
我独自在路边掐了一朵小花
不知能否会得到春草年年绿的启示
青桐洋——万亩洋田搬运着绿浪
与缓缓行驶的小汽车撞了个满怀

曾有怎样的风雨
在生活的边缘敲打？
展望洋田，我的怀想不徐不疾
目光的开阔就是稻浪的辽阔
千万年火山灰的滋养
宏大的馈赠，还会紧跟在后面

青桐古民居

残壁、断垣，雕梁画栋
青石垒起的围墙
浮华剥落了釉彩，幻影早已遁去
而戏台已毁，半月楼还在
光阴涂抹着原先的繁华与喧嚣
这座高大的庭院
已成为乡村旅游的一部分

来人抹着防晒霜，打着伞
放肆地评头品足或东张西望
一座古民居
是一部沉睡的历史。痕迹
早淡漠了岁月的呼唤

只有庄稼人
才把撒在地上的种子
当作希冀

青桐洋绿色的稻浪
送来缕缕芳香。流年
已烙上沧桑，所有的荣华富贵
来不及摆pose拍照
就让时光压闪了腰。但
被物质压迫的目光，开门见山
鹰峰岭上的鹰，正展开宽大的翅膀

英良海边

夏日炎炎，我们走进渔民的视野
某些熟悉的陌生
在某一时刻出现过
譬如渔民的热情，譬如海水的湛蓝

在英良海边，我们享受着海鲜盛宴
甚至可以捕捉到一丝海风
在碧水中划一叶扁舟
许多年以后，或许
礁石早已灰飞烟灭
浪花拍打，却是眼前
最真实的畅想

遇见可能是，一个人命中
某种逃避不了的呼唤
我们却无法更改，一群匆匆过客的
尴尬身份。暮色来临之时
又将悄悄离开……

鹰峰岭

海拔不高。登山小道上
我的视觉却盛装着
野淮山、古藤、假苹婆，以及

叫不上名字但充满野性的灌木
耳朵里灌满蝉鸣、鸟语
与神牛石的传说

太阳长高。我越来越矮
曲径隐去景致
停留的目光被风吹乱
星星点点的野花
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凝视着
这来自泥土的诗意
行走，渐渐成为风景

来到此地，诗人用充满绿色笔触
锤字、炼句。怀孕一窝窝诗歌
登高眺远，密林静谧
裹挟的汗水，正嬗变为一种
酣畅的凉意

盐场日落

触摸马留盐场带咸味的潮湿
质感的风扑面而来
我们完全有理由，虚构各种场景
以鸟的姿势，飞翔

落日点燃天空，也点燃
诗人心中的火焰。他们欢呼、尖叫
摆出各种pose
晚霞折射出七彩
堆积奇妙的幻觉
一块块盐田，犹如
一面面春水丰盈的铜镜

有人背着我，走向白皑皑的
盐堆。就这么一霎那
静止的镜面，粼光四射
真实与虚幻，依次从回忆中
跌倒、轮回……

印象中，家里一直喜欢做炖菜。
小时候，爷爷奶奶还在世，牙齿

不好咬不动硬东西。父亲就上街买了
一口铜罐，把煮不烂的食物用铜罐
炖，如花生米、地豇豆什么的，炖得
稀烂，爷爷奶奶吃起来不费劲。母亲
也常用铜罐炖菜给我们吃，越炖越
香。炖菜成了我家的特色，即使是一
把白菜帮，也被炖得有滋有味。

读书时，每次放寒假回家，父母
必定要忙着炖菜。胡萝卜炖羊肉，是
我们最喜欢的食物。当羊肉和胡萝卜
在铜罐里开始翻滚时，加上几颗干辣
椒去膻味，最后丢把香菜白菜类的。
羊肉是越炖越有味道，特别是那汤汁
越来越浓稠，加上胡萝卜的甜，一口
一口浸润着喉舌。父亲总喜欢用勺喝
汤，每喝一口都要砸下嘴，似在品尝
着岁月的味道。

过年家里是少不了炖菜的，无论
是猪脚还是胖头鱼，不炖就仿佛没有
年味。家里添置了几个土罐，那是专
门用来炖菜的。每次炖菜，父母都要
精心挑选着食材，一样一样洗干净，
先后放入罐里去炖。往往是大火炖开

后，改为小火慢
炖，最后盖上盖
子细焖。盖子下
吱吱地往外冒着
热气，那是食物
逼出来的香，吸
一口就能勾起你
的食欲来的。炖
菜改善了农户人
家的生活，特别
是 在 寒 冷 的 冬
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炖菜，冬天
变得温暖起来。

在老家，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大
家都愿意帮忙。主人为了表达谢意，
常常做些炖菜。土坯墙下，一溜儿地
摆了几个炉子，红色的火苗舔着大大
小小的罐子。炖菜在老家又叫硬菜，
在饭菜中最抢眼，所以掌勺师傅都会
亲自做。做炖菜前，掌勺师傅会洗净
手，戴上帽，围上围裙，一样一样去
炖，把农家小院炖得热火朝天，炖得
香气扑鼻。

每年的生日，父母都要来城里陪
我过，必定带只老鸡来。父亲说那高

压锅炖菜太快了，不能入味。所以每
次来，他必定动手生火炉，然后把鸡
肉切成块，放炉子上清炖。老家的鸡
没喂过饲料，长得慢，肉也特别结
实，所以一炖就得几个小时。有浓香
溢出时，再加点板栗什么的，味道更
好。父亲尝尝肉，再喝喝汤，自认为
满意时才盛给我，鸡腿照例是给我吃
的，在大人眼里，我永远是他们长不
大的孩子。父亲每次做炖菜，特别认
真，带着一种仪式感，给我留下很深
的印象。

炖菜有了仪式感，就多了一种爱
的味道。

郑愁予所作的《易经》，是比较典型的
现代派诗歌。《易经》本为《周易》《连山》
《归藏》三部易书，人们所能联想到的易经
一般是《周易》。作者借用《易经》为题，
作出一首充满意象的诗歌，实属神来之笔，
令人惊叹。

在此诗中，作者运用了天马行空的想
象，将许多事物串联起来，交织在一起，类
似于八卦图，将不同事物的意象展现出来。
第一次读诗，我不太接受这种“现代派”的
诗风，或许是我接触古代的诗词更多，对于

“现代派”的作诗方式不太适应。但细读几
遍，琢磨诗歌的意象，我对诗有了更深的理
解。

诗歌之中的物象——雨、蓝天、柳枝、
燕子、青虫、蛛网，看似毫无联系，但在细
分之后，又有了别种韵味。首先，“蓝天”

“雨”，可划归一类，分别以裱褙，飞白加以
修饰，裱褙作为中国的一种装潢艺术，画只
有经历了装潢才有被人欣赏的机会，蓝天作
为诗中的一个意象，作者巧妙地将广阔的蓝
天与裱褙相结合，给人以一种宽阔的感觉。
飞白是一种修辞格式，是一种记录或援用他
人语法错误，或是作者自己有意识地写错或
说错的一些话，达到幽默的效果。研读诗
句，我更偏向于后种解释。“雨润过”，润过
什么，蓝天？还是大地？诗中没有进行交
代，但却给人留以想象的空间。“整张下
午”，作者巧妙地将下午一词由空间转为平
面，将无限遐想的下午转变为一张白纸当中
的下午。其次，“柳枝”“燕子”可划归一
类，它们都是有生命的物象，“写”一词更
像是人所能做出的动作，但是柳枝却在此将
燕子写得栩栩如生。在我看来，这里作者倾
向于利用两种具有生命的物象来体现生命的
灿烂美丽，与之后的“青虫”“蛛网”所代
表的意象进行对比。“青虫”死命读着，感
觉是在垂死挣扎，在死亡线上爬动着，作者
将青虫的挣扎写作“读着”，或许是认为读
这《易经》也有痛苦的感觉吧。蛛网作为束
缚住青虫的物象，它所代表的自然是死亡，
青虫在蛛网之上，苦寻一线生机，但这生
机，如同《易经》一般，生门难寻。生命与
死亡相对应，作者通过不同的意象来揭示出
生命的美丽以及死亡的残酷，在通过对不同
事物的细致描写，引出了物象所包含的意
象，意象所想要表达的哲理。

诗的结尾，“卦象平平”，这暗示了作者
的态度，对于诗中的事物所发生的故事，作
者持顺其自然的态度，体现了一种道家的顺
应自然的观点。将意象通过意境表达出来。

附：

《易 经》

□郑愁予

雨润过
飞白
蓝天在
裱褙
整张下午
柳枝老是写着
一个燕字
而青虫死命地读
蛛网那本
线装的《易经》
生门何在
卦象平平

英 利 诗 篇 （组诗）

□陈海清

 























































































 

有仪式感的炖菜
□赵自力

赏郑愁予《易经》的
意象意境

□叶劲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