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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古老岛
城。黄色的大海（太平洋），就在驰过
汽车的马路驳岸边荡漾。远处海面上，
有灯塔，也有散落的绿色小岛。我身边
的近岸处，拥挤着停泊了很多铁质海
船。插着小红旗，尖锐高翘的船头，包
裹了厚厚的黑橡胶皮以防撞击；几乎所
有的船身，都漆成鲜明的黄色，内舱则
是草绿色。一个穿白球鞋、红裤子，头
发极短的男青年，敏捷地跳上了其中的
一艘船。铁船启动，灵活地钻出停泊的
船阵，驶向大海的远方。这个坐在甲板
小凳上，在吃手中早餐的男青年，让我
想起朱天文编剧的《最好的时光》中的
张震。他也曾经坐在渡海的船头，而

“水波粼粼迎面而来的渡轮上，是提着
行李的夏荷。两艘渡轮交错而过在高雄
港埠”。

岛城。更多的记忆是夜晚。细雨沙
沙落下，落在被时光刷暗的岛上旧街
区，也落在茫茫寂寞的大海之上。有历
史感的街道很窄，两侧茂密的香樟行道
树，可以在街道上空交接。正值四月，
香樟新叶旺发，绿白淡黄的细小花簇，

在散出浓郁湿润的香气。花叶之香，也
浸染了无处不在的、劲拂的大海腥潮之
气。

在这样异乡海上的夜晚，我曾站在
临近大海的某个旅馆前，等待就要到来
的来自北方的友人。香樟花叶如夜云般
卷袭的街道旁，我曾进入过那个灯火明
亮的“岛上书店”。夜黑的海上古城
内，这安宁的书店，如散逸书香的甜蜜
透明蛋糕，亦如给夜中渡海人以最深安
慰的温暖灯塔。然后是午夜，路旁偶然
遭逢的名叫“华玲”的夜宵餐馆。店主
是一对搭档，初中时的男女同学。女生
在岛上成长、上学、开店；男生则远渡
重洋，在异国数年后又重新回到岛上，
在一次无比巧合的邂逅之后，与女生开
始合作。酒液像细微的海的波浪，在桌
上晃动。我们与他们，像是相识已久的
老友。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
远方⋯⋯”这座海岛，是这首《橄榄
树》最初的源地。因为，歌词作者的
根，就在岛城的小沙镇。在她祖居
的一个小房间内，我站着，看循环

播放的 30 年前她首次回家的视频。
她哭泣，她微笑，她在庄重虔诚地
喝瓶中装着的故乡水⋯⋯我记得她写
于 1976 年的 《撒哈拉的故事》 中的
一段话：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
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
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

如果把这段话这样排列一下：
每想你一次，
天上飘落一粒沙，
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每想你一次，
天上就掉下一滴水，
于是形成了太平洋。
——这完全是中国新诗史上最美、

最质朴深挚的一首爱情诗。
她的名字，叫三毛。
夜已深沉，海岛在微微摇晃。摇晃

的原因，是太平洋永不停歇的摇撼，是
深夜的酒，当然，也肯定是激荡内心、
让人沉醉的永恒情感与诗。

（作者系散文作家，著有 《泥与
焰》《漆蓝书简》等）

微微摇晃的海岛
黑陶

女孩沙沙16岁时失去了爸
爸，从那以后，当她独自面对
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就会想
到提笔给爸爸写信，因为沙沙
发现，写信，是跟远在天国的
爸爸最好的沟通方式。所以，
在绘本作者沙沙的笔下，同样
见不到爸爸的“小尼”也拿起
笔来，用写信的方式表达对爸
爸无尽的想念。

父亲节当天首发的原创绘本
《我爸爸收》（北京少年儿童出版
社）是沙沙继《我妈妈真厉害》
之后，与青年插画家姚佳共同创
作的又一部原创绘本。这次的主
人公仍然是那只名叫“小尼”的
可爱小袋鼠。“小尼”的爸爸是

一名海军，因为工作原因平时不
能陪伴在小尼身边，这让小尼变
得和小伙伴们有所不同。于是，
小尼决定给爸爸写一封信诉说自
己的委屈。可是，当小尼提起
笔，却发现写下的都是对爸爸的
思念和崇拜⋯⋯

被亲切地称为“阿宝老师”
的台湾绘本专家林文宝认为，《我
爸爸收》读起来多多少少会有点
儿“伤感”，但这份“伤感”恰恰
是本书最宝贵的地方，它规避了
童书就是要甜美温暖的单一判
断，而是带领孩子们通过绘本阅
读了解到真实的世界。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
庚认为，父亲这个角色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中国部分家庭存在父亲角色
缺位的问题，这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去改变。他呼吁爸爸们都能
以更积极的态度陪伴孩子，参与
到孩子的教育中，因为，没有爸爸
参与和陪伴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打开《我爸爸收》，最触动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的是
第一幅图：一个丢了很多纸团的
废纸篓。他说，可以想象，这个
给爸爸写信的孩子，是怎样小心
翼翼地把“爸爸你快回来吧”换
成“我只是希望合影里有你”
的。读这个故事，他想起契诃夫
的小说《凡卡》：凡卡寄给爷爷
的信没有贴邮票，是一封注定不

会被收到的信，而小尼的信，又
何尝不是这样呢？

或许，每个人都在心里给爸
爸写过一封信，有的寄出了，有
的从未寄出。这封心意满满的
信，虽然没有贴邮票却必定会循
着写满爱的邮路，送达你所思念
的爸爸手中⋯⋯

我爸爸收
小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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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厉彦林长期从事
散文创作，先后出版了《春天
住在我的村庄》《赤脚走在田野
上》《享受春雨》《地气》等散
文集，其散文以沂蒙山为文学
地理坐标，坚持文以载道，以
饱含深情的平民视角书写、传
承弘扬沂蒙精神，倡导践行主
流价值观，向青少年学生展示
了博大的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

从父母之爱到大地情
怀的诗意书写

如同冰心崇尚“爱的哲
学”，厉彦林经过沉淀、咀嚼、
反刍的记忆进入散文后，“生活
真实”和“艺术真实”扑面而
来，流淌着对童心、母爱和生
命的礼赞。淡然伤感的生活气
息，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在
作者“情”“思”“意”的掌控
下，如同一幅水墨画徐徐展开。

父母亲情是人世间最恒
久、最真挚、最深沉的感情，
父母与子女生命攸关、魂魄相
牵。厉彦林以敏锐的感觉、精
巧的比较、准确的捕捉、灵动
的表述、鲜明的个性化视角带
来独特的观察与状摹。不论是
如水月光下母亲的满头白发，
煤油灯下充满期冀的目光，皲
裂的双手盛出的热气腾腾的面
条，还是略带父亲体温的几十
元钱，炎炎烈日下默默多割的
几行小麦，喝到孩子用第一份
工资买到的酒后流下的热泪，
零零碎碎的追忆，都融入了他
对父母平淡如水却又浓郁无比
的深爱中。

厉彦林的文学经验地域色
彩浓郁、意蕴丰厚，与生他养
他的土地血脉相连。土地是他
对于故乡的深情回眸和情感所
寄。他认为，土地就是农民，
农民就是土地。诚然，土地是
乡土中国不能遗忘的立身之
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突飞猛
进的今天，如何让更多的读者
留住对于乡土大地的亲身经历
与真切的文学感触，成为厉彦
林散文感恩书写的另一个重要
意象。厉彦林以现实主义为基
础，又吸取了浪漫主义和现代
主义的表现手法，把土地这一
意象写得波澜起伏、旖旎多
姿，同时，又不失厚重的理性
思考。

厉彦林散文表现出的血浓
于水的父母亲情之爱和紧贴大
地的生命诗意书写，为青少年
学生提供了写好散文的范例。
读厉彦林的抒情散文，可以在
青少年学生内心深处播撒下感
恩父母的种子，可以让他们对
土地产生更深的理解。

沂蒙文化与家国情怀
的审美建构

厉彦林散文有抒情，有叙
事，有咏物，有明理，对于自
己人生理想的追寻和艰难奋斗
的历程书写得入木三分。他的
追求与梦想虽然与当下青少年
学生所处时代有一定差别，但
他萃取了青少年时期的记忆，
澎湃着青春的激情和力量，很
容易与当代青少年学生产生情
感共鸣。童年时看过的露天电
影、大黄狗陪伴的夜行路、“车
胤囊萤”的故事、祖辈父辈求
学的梦想，都是厉彦林少年时
期追求和奋斗的见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
不同时代青年人的梦想尽管不
同，但热爱生活、追求梦想的
奋斗精神是一致的。

厉彦林的散文根脉源于沂
蒙山，始终有一个“当下”的
出发点，且以“我在”的叙述
语感，携带着自身强大的信
仰，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
话，在历史与现实的叙事中穿
行。乡间细密悯农的秋雨、出
类拔萃的绿竹、守护乡间田野
的麻雀，以及期待保护和改善
环境的乡邻、用乳汁滋养革命
的红嫂、展示信念力量的迎客
松、象征着中国色彩的一抹鲜
红⋯⋯厉彦林以乡土中国的人
情美、人性美、风物美和信仰
之美向青少年学生反观现代
性，描绘了一幅宏大历史社会
背景下的诗意风景。

厉彦林将历史“正音”和
时代“清音”融入个人创作。
他立足于沂蒙山的同时，将眼
光投向了更加高远的国家民族
前途命运。他将个人情感渗透

到更深层、更宏大的家国叙事
之中，沿着“个人”—“故
乡”—“国族”的脉络层层深
入，由可触可感的“个人”“故
乡”，到隐藏在两者深处的“国
族”概念，在国家民族的宏大
背景之下追问人生的终极价值
与意义。

厉彦林笔下的沂蒙优秀文
化与家国情怀的异体同构，呈
现出大格局、大气象、大境
界。这有助于培养和树立青少
年学生“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的责任感，贯
通他们的“小我”之情和“大
我”之义。有助于推动青少年
学生对于个人身份的认知，其
教化作用就像是盐溶于水，虽
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这种文
学体验，却会长久地留存在学
生的记忆之中，使青少年学生
更好地厘清自己的身份，关注
人类的前途命运，重视自己的
社会角色。

生活真实闪烁哲理之光

厉彦林与父老乡亲、兄弟
姐妹、普通百姓同呼吸、共悲
欢，他们始终是厉彦林散文关
心关注的对象。但厉彦林没有
着力去刻画他们生活的艰辛，
而是心入情入，平静、真实、
内敛地书写人生、人性和乡土
中国。这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深
入到生活本真中的美学力量，
流露出一种扎根大地、奋力前
行的思想姿态。厉彦林将沉
重、感伤的人生经历转化为诗
意的、根植于心灵深处的文学
之花。青石小巷造就了作者的
勤勉和善良，祖孙四代艰难的
求学梦锤炼了作者的意志，赊
小鸡的童年记忆渗透着作者对
诚信的坚守，货郎担子、剃头
挑子、旱烟袋里、煤油灯下、
十字路上涌动着作者对于生活
的理解和感悟。

厉彦林以乐观、坚韧、诗
意的目光看待社会的发展，这
种情感在当代语文教育中是难
能可贵的。迷人的风景往往留
在最平凡的地方，就像城市低
处的灯光，像不卑不亢的绿衣
使者爬山虎，还像父母辈平淡
坎坷的一生，这些散发哲理之
光的思想引导青少年学生关注
平凡生活世界，回到平凡生活
的内部，学会关注普通百姓的
生活，了解他们、理解他们，
在最普通、最广大的百姓视线
中寻找实现梦想的路径。

厉彦林认为，教师自己不
会写作却要求学生写好是不可
能的事，“下水文”是厉彦林散
文写作之基。尽管身份多次变
换，但师范毕业的他心中总有
教育情结，他最看重的也是语
文教师这一身份。他的散文触
景生情、借景抒情、因景而
思，真切而又坚实，给人以少
有的内心的渗透力，适于青少
年学生的审美心理建构。让他
们既能紧贴地面为故乡故土立
传，又能以翱翔的姿态徜徉于
诗意的海洋。

（作者系山东省沂水县文化
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滋
养
师
生
心
灵
的
文
学
阳
光

邱键

父 亲 去 世 之
后，江苏作家庞余
亮并未为父亲写过
一篇文章。又过了
几年，在靖江人民
公园的门口，他看
见一个中风的老人
拄着拐杖，就上前
扶着他在公园门口
转了一圈。在老人
的身上他闻到了父
亲的气息，因为父
亲就是因中风去世
的。那天晚上，他
开始写《半个父亲
在疼》这篇散文。

去年8月，这
篇散文和庞余亮其
他写父亲的文章，

以及写母亲、写乡村生活、写童年
记忆的文章一起，以《半个父亲在
疼》为书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今年的父亲节，诗人、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散文家周晓
枫、本书作者庞余亮与读者一起分
享这本“复杂且真实”的父爱、亲
情之书。

作为文学母题的父爱如
何抵达真实

“一写到父爱就是如山的、宽
厚的，一写到母亲就是慈爱的、忍
辱负重的，你会看到在很多散文
里，大家都像是有着同一个父亲、
同一个母亲。”说到亲情题材散文
写作中的毛病，周晓枫不免有点儿
刻薄，她说，颂歌是好写的，但也
是平庸的。只有那些写到内心去的
东西才能扯出根系里埋着的情感，
包括成长中的经验、灵魂中的痛
楚，甚至还有多年之后跟父亲、跟
自己达成的和解，当然那是非常需
要力量和勇气的，不是那么好操作
的。她提到多年前读过一位俄罗斯
作家的文字，这位作家先讲了绒鸭

的故事：绒鸭不断撕扯胸前的羽毛
给小鸭子铺巢穴，最后小鸭子被拿
走了，巢穴空无一物，绒鸭父母却
把胸前的绒毛撕扯得血肉模糊，依
然铺着已经没有了小鸭子的巢穴。
作家接着写道，在父亲去世之后，
他每天穿着父亲的大衣，别人问他
干吗呢，他说“每天裹着父亲”。

“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我觉得
这是写父亲比较独特的手法。这不
是修辞学上的胜利，而是情感衍生
出的文字。”

在庞余亮眼里，文盲父亲因为
家庭贫穷而脾气暴躁。1989年春
天他父亲中风，他每天伺候父亲。

“父亲一辈子都是村庄里的英雄，他
中风后被困在身体中，他的脾气变
得更加暴躁。有时用拐杖打人。给
他洗澡的时候因为重心不稳他跌了
下来，就开始骂，我也跟他对骂。”庞
余亮说，跟父亲相处的五年里，彼此
没有任何感情交流。但是他至今记
得，开始写《半个父亲在疼》的那个
晚上，敲到“父亲”这个词的时候键
盘卡住了，他当时以为是父亲不让
他写，后来他发现其实是他用力过
猛导致键盘卡住。写完这篇散文，
他开始重新体会父亲，理解父亲。

周晓枫从老年人体能丧失的角
度理解出现在许多老年人身上的暴
躁。王家新则联想到自己的父亲，
他的父亲也是晚年因脑溢血中风，
开始半身瘫痪，后来全身瘫痪，所
以读庞余亮写父亲的这几篇散文，
他有更深切的感受：“首先它非常
真实，比如父亲的疼痛确确实实是
身体的感觉，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父亲中风以后身体左臂枯瘦，右肩
疼痛，他写得很真实。他在《半个
父亲在疼》里面赋予我们的语言真
实的质地，不空洞、不抽象、不模
糊，都是很真切的肉体的感受和经
验，他还把精神完全贯穿其中。他
写他父亲，同时把对生活、对生命
那种爱恨交加、悲喜交集写得淋漓
尽致。”

复杂的“父亲”，真实
的亲情

一个年过五十的人还有什么雄
心壮志/他的梦想不过是和久别的/
已长大的儿子坐在一起喝上一杯/
两只杯子碰在一起/这就是他们拥
抱的方式/也是他们和解的方式/然
后,什么也不说/当儿子起身要另一
杯/父亲则呆呆地望着杯沿的泡沫/
流向杯底。

王家新在现场读了自己写的这
首《和儿子一起喝酒》，在网上这
首诗被人解读为“中国式的父子关
系”。王家新认为，儿子和父亲的
关系非常古老，甚至非常黑暗，说
不清道不明。在庞余亮的父亲主题
里，他读出了幽默、疼痛完全搅和
在一起的中国乡村生存的智慧。他
表示，写到这种程度是一般作家很
难达到的，很令人佩服。“骨肉之
间的矛盾、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喜交
加全呈现出来了，他很真实地叙述
细节，他不是那种刻意地使用修
辞，而是把真实的父亲、真实的生
活像穿越瀑布般穿过陈词滥调呈现
在我们面前，这是文学写作很重要
的东西，这种真实的力量让人心
动。”王家新说。

周晓枫说，这本书里最感动自己
的还是《半个父亲在疼》这篇。她认为
很多人包括作家一生都在写跟父亲缠
斗乃至纠葛，这可能是一生给你准备
的题材。她在这篇散文中读到了足够
的诚恳，足够的作家的力气。她称赞
这种文字是慢慢酿出来的，“像树分泌
树脂一样。你能看到父母给了我们皮
肤和血肉，你会发现我们不断撕扯的
过程中最后是血肉模糊甚至体无完肤
的状态。我们小的时候不想成为父母
那样的人，我们主动地想撕裂这种关
系来获得自己的成长，有一天你会发
现，我们过的是没有父亲的父亲节，没
有母亲的母亲节。我们的情感在别人
看不到的地方更深入地纠缠着过去”。

写生活给你的这个父
亲，然后理解他

庞余亮曾做过十五年乡村教
师，他说那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
十五年。这本书中的《露珠笔记》
是他当教师的时候写在备课笔记反
面的班上学生的故事。“那时候我
还没长大，跟学生一起摸爬滚
打。”他喜欢苇岸的《大地上的事
情》，就以这种笔调写起了发生在
他和孩子们身上的故事。这也是这
本书中他最喜欢的一部分。

分享会的最后，话题还是回到了
《半个父亲在疼》。周晓枫再次表达
了对这篇作品的喜爱：“里面包含着
成长中的羞辱，你写了干农活，父亲
让你撑篙，写得很详细。我们在积累
了成长中的锐痛、不言自明的隐痛之
后，当你扶着中风老人像多米诺骨牌
被推倒了一样，你的一切经验复苏
了，席卷的力量之下来不及修辞，但
我仍看得出余亮是饱含诗意的人。”

“他没有把生活诗意化，我们仍
感觉得到这是诗人写的文字。”王家
新说，“比如《半个父亲在疼》的结
尾，余亮通过写中风这种身体的感
受，看到其他中风的老人拄着拐杖
艰难地行走，那是他的半个父亲
——这是扩展的，是诗的手法，而不
只是表面的文字。”

考试留级就回家，这是父亲给
庞余亮下的命令，也是家训，所以他
六岁上学，十六岁考上大学。“我一
口气考上了，回过头想想，我能读书
写作还得感谢父亲。”他说自己渴望
中的父亲和现实中的父亲并不是吻
合的，他渴望很完整、很标准、很慈祥
的父亲。“但生活给你的就是这个父
亲，你必须要写他。”也许正如周晓枫
所说的：“我们经历的东西拓展了我们
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写了父亲之
后，庞余亮开始理解父亲。“父亲是最
孤独的”，他把一位外国诗人写的这句
诗记在笔记本上，写在了小说里。

一半疼痛，一半温暖
——诗人、散文家共议文学中的亲情表达

本报记者 王珺

本报讯 6 月 15 日，由中国侨联
指导，中国教育学会学术支持，央视
网、全国教育书画协会、中国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全球华人少
年书法大会在北京启动。

第四届全球华人少年书法大会以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以
中华经典诗词为创作内容，除软笔书法
以外增设硬笔书法，鼓励更多青少年拿
起笔来书写，让更多的少年加入书法传
播 小 使 者 的 队 伍 。 大 会 即 日 起 面 向
6—18 岁全国中小学在校生及海外青少
年书法爱好者发出征集令，广大青少年
书法爱好者可以直接登录大赛官网央视
网书画频道或搜索微信公众号“央视画
廊”进入报名通道投稿。

据了解，全球华人少年书法大会致
力于创办全球华人少年书法教育权威盛
会，受到海内外书法爱好者普遍欢迎，选
手覆盖海内外 2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个
城市，海内外华人共同参与，在青少年心
中播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让民
族文化的记忆世代传承。 （李明）

第四届全球华人
少年书法大会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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