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周末
2020年2月7日 星期五

04 主编：王珺 编辑：王珺 设计：王保英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一个喜欢画
画的语文老师。

我父亲是大学里教文学艺术的教
授，所以家里有很多画册，翻阅这些画
册成了我从小到大的一大乐事，从中我
认识了塞尚、鲁本斯、提香、莫奈⋯⋯
上师范后，我选修了美术，渐渐地发现
自己爱上了绘画，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
的程度，当我沉浸在绘画中时，时间似
乎都不存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感
受在心理学上叫“福流”。

师范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语文
老师和班主任，繁忙的工作占据了我
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潜意识里觉得绘
画不过是学生时代的业余爱好。再后
来结婚生子，搬家时我把所有画具都
处理了，心中恋恋不舍，但就是觉得
不会再坐在画布前了。

其实，一个人如果真的热爱某件
事，内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虽然
没有时间画画了，但我仍保留了看画
展的习惯。记得有一次在中国美术馆
看到一幅叫《苍茫时刻》的油画，画
面上一蓬枯草在秋风萧瑟的荒原上摇
曳，当时心中一紧，顿时泪流满面，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每日
奔波劳累，心中苍茫一片⋯⋯

有时回想起当年的绘画经历，拿
出作品在先生面前显摆时，他会笑着
说：“等你退休了，去老年大学继续深
造，一定是班里的高材生。”我知道他
是在安慰我，但心里仍感怅然。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从电视新闻
得知上海将举办莫奈画展，心中不由
得激动起来，莫奈可是我从小就喜爱
的画家，特别是他的 《睡莲》 系列，
如果能亲眼看看原作，该是一件多么
令人兴奋的事情呀！我转头半开玩笑
地对先生说：“咱们去上海看莫奈
吧！”没想到，先生只是稍微怔了一
下，就果断地说：“好呀！”我有些吃
惊，对于我们工薪阶层来说，利用周
末丢下孩子坐飞机去看画展简直有些
疯狂，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先生

说：“我知道你是真的喜欢。”
几天后，当我站在大幅的 《睡

莲》前时，那感觉如同做梦，尽管来
看画展的人很多，但当我驻足，感受
到的唯有一人一画。无数次在书上看
到的画面，竟然就在眼前，那隆起的
笔触，那质感的色彩，岂是印刷品所
能代替的？恍惚间，我有种穿越之
感，仿佛置身莫奈花园，站在画家身
旁看他作画，虽无言语，但能体会他
的情感，更准确地说，我接受了他的
情感！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明代大画
家徐谓说的：“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
诗里颂千秋。”对我而言，其中的“千
秋”是岁月，更是岁月中被凝练的最
深刻、最生动的情感。

从上海回来后，身边的朋友好奇
地问我究竟看到了什么。我说：“笔触
的舞蹈，色彩的恋爱，情感的肆意。
这一趟真的是太值了！”

这次上海之行，使我心中的火苗
又跳动起来，但是面对现实又觉得还
是算了吧。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个
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画室的老
师，他专门教成人画画。他有一个叫
安妮的学生，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有的时候来晚了，索性就不画
了，坐在一旁看别人画。老师有一天
实在忍无可忍，问安妮，如此懈怠为
何还要来画室？安妮的回答是：“我
的工作很忙，我很辛苦，我保证不了
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地画画，但我真的
热爱绘画，所以哪怕再累，能坐着看
别人画，我的心里也是满足的。”

安妮的回答打动了我，难道我真
的要等到退休了去老年大学才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不要把热爱放在明天的
计划中，要在今日变成能够触摸到的
快乐。很快我就找到了一家画室，开
始学习画油画。当我重新坐在画布
前，那种久违的福流又回到我的心
中。记得有一次因为太投入地画了三
个小时，身后电扇吹着，等结束时，
发现自己的腰已经动不了了，被先生

搀到医院后，又打针又吃药，折腾了
一个星期。当然，有些时候也会累，
也会不想去，这时我就会想起安妮的
话，我会跟画室的老师商量，放慢画
画的速度，之前一次画完的内容延长
到两次或者三次。

在画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很多
事情发生了变化。首先，之前我担心
自己去学画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但其
实真的决定做这件事，我发现解决问
题没有那么难——当然这要感谢家人
的理解和支持。儿子不但没有受到不
好的影响，反而因为我的爱好，他也
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有一次，他们
学校搞公益活动，儿子选了一幅我的
作品去义卖，后来老师告诉我，当儿
子举着这幅画说“这是我妈妈画的”
时，脸上充满了自豪。这让我想起一
句话：父母对子女最好的教育就是让
他看到你是如何生活的。当儿子看到
妈妈克服困难追求自己的梦想时，其
实已胜过任何说教。

其次，我的做法还影响了身边的
朋友、同事甚至家长，他们中有些人
跟我去画室画画，有些则重拾曾经的

“旧技”：摄影、舞蹈、缝纫⋯⋯
当然，坚持绘画给我的工作带来

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近年我当班主
任带的两届学生都是以画画好著称，
其中多人考上清华附中美术特长班。
其实，身为一个语文教师是不可能过
多地辅导学生画画的，主要还是潜移默
化的影响，比如板书时，我随手一画，就
会引来学生们崇拜的目光；他们出板报
时，我到位的指点也会令他们心悦诚
服；游览古迹时，我教他们欣赏古韵之
美让很多孩子久久难忘⋯⋯我从中体
会到，作为一名教师，你越丰富，对
孩子的影响就会越大。

重新品味“莫把丹青等闲看，无
声诗里颂千秋”这句诗，我有了新的
感悟：从重拾画笔开始，我岂不已是
在留下自己的“千秋”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教师）

莫把丹青等闲看
李红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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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故乡小城，蜡梅是冬日里常
见的花。家门口的河岸边，长着几棵矮
矮的蜡梅。少年时，冬天放学的路上我
会折下一枝拿回家，插在一个青瓷细颈
的小花瓶里。

寒冷的冬夜，崇阳溪悄无声息地流
淌，溪边吊角楼的灯光投影在水中，一
阵风过，吹起一片涟漪，再一阵风过，
吹起另一片涟漪。

几十年过去了，故乡的小城早已物
是人非。“闻君寺后野梅发，香蜜染成
宫样黄”，好在有这些幽绝的小花，在
春风到来之前，迎着寒潮与狂风怒放，
香而不浊，甜而不腻，自成一段天真蕴
藉。而如我这样回归的游子，在这明媚
的幽香里，也就得到了些许慰藉。

这是一个如此煎熬的春节，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令举国上下忧心忡忡。下
午，我戴着口罩出门买菜，在空无一人
的街道上，边走边刷疫情消息，然后，就
邂逅了一树美丽的蜡梅花。此时，手机
里恰好传出一首歌：“我的城市生病了，
但我依然爱他⋯⋯这是我的家，在这里
长大。一把蒲扇，挺得过炎夏。冬天雪
花花，日子火辣辣。可爱的武汉啊！”

这个非同寻常的假期，我在老家武
夷山蛰居。一边是此时、此身、此地，
一边是电视上、手机里关于武汉、湖北
以至全国各地牵动人心的疫情信息。

老家的房子除了寒暑假之外并不常
住，所以庭院里不敢种那些需要精心侍
弄的花草。茶花倒有几棵，可惜长不
好，矮矮小小的，权当是一排篱笆。

邻居的院子里种了几棵我极爱的山
茶。每次过年回来，那几棵茶花在凄风
苦雨中怒放，每棵树上都缀着几十朵碗
口大的红色花朵，令人称奇。路过时，

总忍不住绕树三匝，在心里给它们安上
“千红一窟”或者“万艳同杯”的名字。

以前曾听说最早的茶花有一个极美
丽的名字叫“贞桐山茗”，唐代丞相李
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里第一次记
录了“贞桐山茗”。

南宋《会稽续志》卷四“山茶”条
中述及贞桐山茗时写道：“在唐，唯会
稽有之。其种今遍于四方矣。”又说：

“其花鲜红可爱，而且耐久。”
冬天的茶花明媚鲜妍，仿佛季节的

馈赠，苦寒中的温暖慈悲。手中恰好有
一本白先勇先生的书，于是重读了其中
的 《树犹如此》。他是多么喜欢茶花
啊：“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
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
艳光鲜，我的花园终于春意盎然起
来。”“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
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
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总
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
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
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
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是啊，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
刻，我亦负暄于春日，暂且贪恋着这人
间的瞬息繁华。拥有的从来都是侥幸,无
常才是人生的常态,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
去开始。

昨夜的山中，突然下起了雨。雨点
淅淅沥沥，打在窗外的芭蕉树上。万籁
俱寂，我在灯下细听。雨中，有山果跌
落；草间，有隐隐虫鸣。雨声潺潺，如
在溪边。更深如梦，前尘似海。我沉沉
睡去，不知今夕何夕。

晨起打扫庭院，一棵桂花树下，荒草
堆中，透出了一片苍绿。突然想起，去年

此时，我曾在这里种下过一个小苔园。
上一个春节，阳光明媚的一天，去

郊外踏青。春天的山野散发着温热的气
息，走过一条田间的小道，一群洁白的
鸭子在长满红萍的水田里游走觅食，远
远望去，竟如一朵朵浮动的莲。

茶园里是苔的世界。阳光透过树枝
漫射下来，到处浮动着一层淡淡的绿
光。在有流水涣漫过的岩壁上，大小不
一的片片碧苔，为岩壁披上了一件斑驳
的绿衣。一枝桃花，旁逸斜出，桃红苔
碧，明艳无比。儿子兴奋地脱下外套,
做成一个包袱的样子，在茶园里采了许
多苔收集起来：“妈，我们可以把这些
带回家种起来！”

回家之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忙碌
起来。先是找了些小石头，在桂花树下
围了一圈，然后运了些土来垫底，又找
几块形状特别的奇石做假山，最后种上
这些绿苔。

雨中的小苔园尤其静美，苔们开出
了小花，每一朵小花上都凝结着一滴小
小的水珠，细看如一片小小的水滴森
林。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物种啊，它们
看起来如此微不足道，但是，从泥盆纪
到现在，却已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了整整
几十亿年。

经历过春秋寒暑，小苔园荒芜了。
我撑着伞蹲在地上，把荒草一一拔除
后，惊喜地发现——苔花的小森林依然
活着，每一朵小花的尖尖上，依然悬着
一颗水滴。一棵紫花地丁早已破土而
出，开出了一朵楚楚动人的紫
色小花。

许多东西其实一直都在那
里，只是我们看不见。草木们
多时的暗自努力，终会在某一
刻，豁然涌至眼前。

这是一个如此煎熬的春
节，灾难降临在我们的土地。
当我们陷于惶恐与无助，却有
越来越多的逆行者集结着越来
越强大的力量。在疫情危重的
武汉，八十四岁的钟南山院士
流下了热泪：“有全国的支持，
武汉一定可以过关的！武汉本
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这位
老人，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
的勇猛，有国士的担当，不知
疲倦，为国为民，令人肃然起
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
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

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所谓伟大，就是在危难之中挺身
而出，托起希望和信心，拼尽全力燃烧
自己，发出光亮。

国泰民安，是国士无双的守护，也
是平头百姓大大小小的担当。

我想，等这段黑暗的时日过去，关于
生命的无常，关于健康的珍贵，关于人性
的幽微，关于平凡生活的不可轻视——
所有这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好好洞
察，并在未来的日子里铭记。

记得林清玄在《过年的记忆》里曾
这样写道：“我那时初次认识到年景的
无常,人有时甚至不能安稳地过一个年，
而我也认识到，只要在坏的情况下还维
持着人情与信用，并且不失去伟大的愿
望，那么再坏的年景也不可怕。”

幸福存于身心善美坚稳之处。不要
让无力感长久地包围你，毕竟，我们每
个人的坚强，都是这个社会对抗危机的
一份力量。就如当下，守着眼前的一树
繁花或是绿意盎然的一方小小苔园，就
是守住了方寸之心，亦是守住了宇宙的
无穷之大。

这个春节，我感受到花花草草们对
人类的悲悯。在阳光里，每一朵花都郑
重地托举着自己努力向上，朝着天空，
带着一腔孤勇的倔强。它们仿佛在说，
会的，狂风暴雨终会过去，武汉的樱花
会如期盛开。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山居笔记山居笔记：：疫情之下的书写疫情之下的书写
叶悬冰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
离合。器物如人，亦有生命。
不经意间损坏了器物，仿佛美
好骤然离去，随之碎裂的，还
有我们的心境，从前有多美
好，破碎后就有多伤痛。然
而，有一种带着温暖的神奇技
艺，它有着让美好重现的力
量，它的名字叫——金缮。

金缮，源于中国古代描金
漆艺，在日本属于国粹级工
艺，是以大漆作为黏合剂,将损
坏的器物碎片进行黏合、再以
金粉或金箔修之缮之，让破旧
的物品得以重生。金缮的适用
范围很广，可作用于瓷器、紫
砂器、玉器、竹器、木器、象
牙等物件。若修缮得当，不但
可以还原本已破碎的物件，还
能增加一份艺术美。

六年前学了茶道，我把家
中百多个平方米的阁楼重新倒
腾了一番，置了一间名为“闲云
居”的茶室，练字、读书、写作、
蓝染、竹刻、喝茶、会友⋯⋯
喝茶，免不了磕磕碰碰地碎个
杯子、摔个盖碗之类的，惋惜
摇头之余，只能把碎片弃于垃
圾篓内。

一日和茶友闲聊，惋惜自
己前几日不小心摔了一只玲珑
茶杯，心痛不已。茶友告知，
有金缮技艺可以修补破损的杯
壶，教授茶课的老师已去西安
习得金缮手艺归来，并开始教
授学员。茶人惜物，细思量，
金缮的回暖或许应该归功于茶
文化的普及吧。

去年暑期，金缮学习班刚
好有个空位。我没有半点犹
豫，马上报名。三个整天的学
习，回家就琢磨上了：家里暂
时没有破损的杯碟怎么办？于
是在朋友圈发了学金缮的图，
并征集需要修补的物件供我练
手。于是乎，坏的缸、壶盖、
杯子，甚至碎裂的玉器，纷纷
汇集到了我家。我亦不负众
望，在一遍又一遍地打磨中，
总算成功地修缮好了第一件作
品，在成全别人的同时，也成
全了自己。

漆艺和其他手艺不同。它
所用的原料为天然大漆，又叫
生漆、土漆、国漆，是一种天
然树脂涂料，无毒无害，大漆
修复过的茶器可以直接拿来喝
茶。但修复时，液体大漆极易
引起皮肤过敏，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被大漆“咬了”，而要做漆
就没有不被“咬”的，我亦如
是。有一天手腕处冒出一道红
点，我一开始不以为然，但
是，红点渐渐弥漫，整个手臂、
身上、腿部，甚至脖子、脸上也都
起了水疱、疹子，所幸，先生的爷
爷在世时是老中医，我用了家传
的中药又吃又涂，在此起彼伏地
持续了二十多天后才逐渐消
退。当然，这一切都不敢跟先生
言及，只说是身体抵抗力弱才过
敏的。据说，过敏过着过着就会
产生抗体，这更坚定了我不放弃
的信念。在我看来，坚持，亦是
一种修行。

为了便于金缮，家里阁楼
清出了一张长条桌，放着邻居
的手镯、朋友的青花大缸、先
生同学的紫砂壶、书法老师的
紫砂壶盖、篆刻老师的印章、
同好的砚台、微信圈友的陶瓷
茶杯⋯⋯虽都破裂，但它们都
曾被一双手轻轻摩挲。

同事那个陶瓷壶，据说是
幼年时爷爷买给她的，那精致
的斗彩花纹深得她的喜爱，可惜
在她十岁那年不小心把壶盖摔
坏了，一直没舍得扔，藏了整整
三十多年。她看到我在朋友圈

“征集”破碎之物，激动不
已，说没想到还能修补。
拿着这把壶细端详：经历
了岁月的沉淀，它散发着
柔和光泽，触手温润如
玉，确是一把好壶。

甘肃的朋友寄来一只
碎成七片的小茶盏，亦是
爷爷留给他的，被他儿子
摔坏了，一直没舍得扔，
说留着还有一个念想。虽
是一堆碎片，可是仍能感
觉到古朴之气，不禁感
叹，有年代的东西就是不
一样。

小心轻放，用高筋粉

和大漆调和好漆糊，涂于碎
片，小心地拼接在一起，然
后，用手术刀划过拼接处，若
顺滑无阻力，便是纹丝合缝，
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中静置半
月后，除去多余漆糊，用砥粉
和大漆调制漆灰，补缺。再静
置几日，用砂纸和磨石磨去多
余漆灰，再调再补，那些缺损
的部分尤其需要耐心，一天天
地等它们由细目的灰粉一层一
层长出来，长满缺失，再打磨
平，一遍又一遍，直至细微裂
缝处完全补平。继续上大漆，
干透，再上黑漆，干后打磨，
如有发亮处，说明还不平整，
还要继续上漆补平。待干透后
上红漆，红漆将干未干时上纯
金粉，再过一周上罩金漆⋯⋯

这样的修复，是一个慢的
过程，每一个步骤都要耐心等
待。一个个夜晚，我心无旁骛
地和这些器物相守在一起；一
天天过去，就这样慢慢地看着
这些破碎的器物从我指尖的时
光里长出新的生命，内心是愉
悦的。沿着碎裂的痕迹，重生
后的金之华彩，让人感动，隐
在器物后动辄数十日的默默劳
作，总不辜负。金缮不仅仅是
在物理意义上重新修复了一件
瓷器，在美学意义上也重新诠
释了一种“无常之美”，重拾破
碎而不失尊严，抚平伤痛却有
新的欣喜。

天性使然，所有美好的事
物都让我有一种愿望去接近、
去触摸、去了解。这些年间，
从茶道、插花、油画、书法，
到竹刻、植物染、全形拓、金
缮⋯⋯在我看来，兴趣爱好的
不断扩展，或说是从这一个爱
好延伸到另一个爱好的过程，
就像一棵树，自然而然地生
发。每走一步，其实并不知道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每一
步又都是下一步的必经之路。
正如我在朋友圈所写的：“上黑
漆，线条很重要，原来学了几
年的书法冥冥中是为金缮打基
础的。”

“以手编织着时光，温柔磨
亮了沧桑⋯⋯”《我在故宫修文
物》主题曲悠悠传来，时光缓
慢，静心安守一件事，投入时
间与心力，那些与破碎重逢的
美丽告诉我，生活中的诸般不
美好，皆可以温柔相待。

（作者系江苏省天一中学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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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青云

集珍贵文物 展孔子文化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高 山 景
行 —— 孔 子 文 化 展 ” 由 中 国 国 家博
物馆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山东
省文旅厅和孔子博物馆协办。展览分为

“孔子的生平与思想”“儒家学说的形成
与发展”“儒家学说的国际传播”“孔子
题材艺术作品”四个部分，汇集了自新
石器时期至当代的珍贵文物、古籍以及
艺术品 240 余件 （套），总共 700 余
件，其中包括 41 位当代艺术家创作的
40余件孔子文化题材美术作品。

本次展览以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为
基础，同时还商借了孔子博物馆、山东博
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
的文物以及多位艺术家的作品。近日，中
国国家博物馆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
微博等多渠道，推送了一批“云看展”精彩
内容，其中包括“高山景行——孔子文化
展”副策展人线上为公众导览，让观众足
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展览相关内容。

书香盈岁月 新桃换旧符

本报讯 老舍、丰子恺、梁实秋怎
么过年？《大唐西域记校注》《岁华纪
丽》《琉璃厂小志》 里记录了哪些年俗
文化？春节前夕，以“书香盈岁月 新
桃换旧符”为主题的 2020 年国家图书
馆年俗文化展在北京举行。展览用图文
结合的形式“鼠年说鼠”，介绍了生肖
与干支的来历，并选取“鼠王传说”

“老鼠娶亲”等传说故事，让大家了解
民间丰富的祀鼠活动，展示了人民群众
浪漫的想象力以及除旧布新、祛灾纳吉
的美好愿望；展览还通过年画、年俗传
说等内容，简要概述了小年、除夕、正
月初一、元宵节等重要节点的庆岁风
俗，并在其中穿插应景的诗句，生动地
呈现了古人贺岁庆年的情景。

此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与衡水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在展出春节习俗的同
时，还将衡水剪纸、姑苏年画、杨柳青
年画、北京剪纸等优秀作品荟聚一堂，
并与国家图书馆藏 40 余种经典文献相
结合，唤醒人们扎根于心底的年味印
记，共赏中华非遗技艺的传承之美。

（李明）

⦾资讯·云看展

周泽群 书
（选自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

“众志成城 同心抗疫”书法征集活动）

本文作者金缮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