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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和甘孜州委宣传部主

办，甘孜州文联承办的多民族文学名家走进甘孜文学实

践活动在康定正式启动，来自北京、辽宁、云南、内蒙古、西

藏等地以及四川本地的80余名知名作家和翻译家参加

了活动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以写作培训、文学采风、交流探讨为主要

内容，组织多民族作家深入生活，书写新时代新风采，促

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文学名

家们走进甘孜州民族博物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二

郎山地质博物馆，去到折多山、新都桥、塔公草原等地，感

受情歌文化、格萨尔文化、香巴拉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

化和其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汇聚而成的康巴文化，为写

作搜集创作素材。

甘孜州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

州。这里资源丰富多彩、文化古朴厚重，有着悠久的传奇

历史、灿烂的民族文化。本次活动还围绕“小说创作”“文

艺的人民性为社会培根铸魂”“文学翻译的实践与探索”

“藏族当代小说创作的维度”等主题，开展4场专题文学讲

座，邀请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授课，提升创作者的能力和

水平，开阔文学视野，培养藏文作家、翻译家。

近年来，甘孜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培养了一批以康巴作家群为代表的素质优良、富有活力、

结构合理的文艺人才队伍，涌现一批中青年文艺骨千人

才，为甘孜州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

笔洗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之外的一种文房用具。古人的笔洗
不仅造型多样，情趣盎然，而且工艺
精湛，寓意丰富。尤其是明清时期，
用青玉雕琢成的荷叶状笔洗深得文
人墨客的青睐。如北京故宫博物院
所藏清代青玉全莲荷叶洗，构思巧
妙，造型端庄，一片硕大的荷叶，其
边缘向上翻卷呈现洗状，外侧凸雕
螃蟹，栩栩如生，生动灵气，浮雕有
莲花和莲蓬各一枚，扎一束荷叶梗
作为笔洗的底部，显得坚实沉稳。笔
洗玉质为青白色，局部有褐色沁，晶
莹温润，设计生动有趣，雕工精湛细
腻，虚实结合，繁简得当，雕工与艺
术达到了完美统一。

一个小小的笔洗，采用美玉的材
质和莲荷的造型，加之独特的创意，
不仅有着玲珑精巧的美感，而且蕴
含着文人墨客的雅趣与风骨。

荷花亭亭玉立，清秀溢香，被誉
为窈窕淑女，寄寓了文人墨客对美
的追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
经》中就有莲的描写：“彼泽之陂，有
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诗中
以蒲喻男，以荷喻女。汉代乐府诗
《江南》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鱼戏莲叶间。”这首采莲歌实际
上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运
用比兴、双关手法，以“莲”谐“怜”，
把男女之间调情求爱的欢乐之情
写得极其委婉、含蓄，耐人寻味。闻
一多先生曾在《说鱼》中提到：“这
里鱼喻男，莲喻女，说莲与鱼戏，实
等于说男与女戏。”“鱼戏莲”常常
被作为象征男女恋爱时的亲昵场
景。王勃《采莲曲》“牵花恰并蒂，折
藕爱连丝”的诗句，表达了男女爱
情的缠绵。

荷是炎炎盛夏的风雅。古代文人
喜欢把泛舟赏荷作为消夏纳凉的闲
情逸致，使夏天充满了诗情画意，所
以人们将农历六月称为“荷月”，并
把六月二十四日定为荷花生日，荷
花因而有“六月花神”的雅号。每到
此日，人们出行观赏荷花，男女之间
以莲蓬、荷花相赠。《清嘉录》说：“是
日，又为荷花生日。旧俗，画船箫鼓，
竞于葑门外荷花荡，观荷纳凉。”在
酷暑难熬的季节，到荷塘边既能纳
凉，又能观荷，尤其是在夜晚，荷花
的清香伴着徐风吹来，真是凉爽惬
意。宋代诗人秦观寻访到一个绝离
烦热的避暑佳所，那就是位于画桥
南畔绿柳成行的荷塘边，他安上胡
床，斜躺在上面，尽情领略纳凉的悠
闲自在。他的《纳凉》诗云：“携扙来
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
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宋代
诗人李重元在《忆王孙·夏词》中写
道：“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
院香，沉李浮瓜冰雪凉。”小池塘里，
风中的水草猎猎有声，雨后的荷花
更散发出沁人的芬芳，使得满院都
是荷花的香味。清朝官员曹寅《荷
花》云：“一片秋云一点霞，十分荷叶
五分花。湖边不用关门睡，夜夜凉风
香满家。”

荷 即 青 莲 ，青 莲 与“ 清 廉 ”谐
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常以莲
花作为清廉的象征。荷又是佛教神
圣净洁的象征，代表着清白洁净，
这也是古代文人的孜孜以求。屈原
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
裳”的绝唱表达了自己不与世俗同
流合污的决心。被称为“北宋五子”
之一的周敦颐《爱莲说》云：“予独
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他把莲作为“花之君子者也”。
玉也被誉为君子的美德，南朝宋文
学家刘义庆《世说新语》曰：“宁为
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莲与玉
结合在一起，更体现了圣洁高雅，
冰清玉洁的君子气节。

饱蘸笔墨，挥毫命楮，有青玉全
莲荷叶洗在案，胸中岂止是诗意墨
香，更有一种逸致豪情在激荡。

文人的雅
趣风骨

◎郑学富

或许你知道美国摇滚和民谣音
乐诗人鲍勃·迪伦，因为他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普利策等奖，当然也知道
他的感染力是十分强大的。事实上，
在中国，虽然摇滚诗人张楚的名气
不大，歌曲几乎是与流行乐背道而
驰的，但他的这种游吟的歌唱，歌词
的自由洒脱，歌声的淳厚而不显老
的风格，这种路子在中国是罕见的，
但这是一种十分与鲍勃·迪伦相似
的气质。

在张楚的代表作中，《姐姐》是他
的前期充满生活写照的悲伤和苍茫。
但之后他的音乐气质不全然只有悲
伤的风格，或许他的外貌就如他的音
乐一样，一个长不老的邻家哥哥形
象，特别是他的眼神永远都是光的，
炯炯有神的，永远追求清新自然的东
西。喜欢张楚那种大哥的阳光气，喜
欢张楚那种自由、自然的清新的词曲
唱。如《蚂蚁蚂蚁》《天空角落》《光明
大道2019》等。

而最近他带着他新专辑《自信
心》，为大家又感受一番与众不同的
音乐。在这张专辑中，只有两首歌曲
是有带歌词的，一首是主打歌，也是
腾 讯 音 乐 人 三 周 年 推 广 曲《自 信
心》，另外一首是《不在白菜堆里的
白菜》。首先，《自信心》这首歌曲的
作词沿用了张楚浓厚的现代诗歌味
道，含蓄而深邃的风格，不仅歌词就
带着白云、山、大海、彩虹等浪漫元
素，连专辑的封面都是海陆空的特
征，并且用蝴蝶状去反映海陆空的
地理空间，充分展现了张楚的音乐
理念，那便是追求一种如蝴蝶一样

美丽，如大海天空更一样清新自由
的自然追求。作曲方面，张楚用了略
带迷幻色彩的编曲描绘了一副音乐
人的理想天地——无论时光如何变
迁，只要心中的烛火不灭，就能继续
照亮音乐的美好前程。他的浑厚的
演唱也十分有感染力，如一开头就
用跳踢踏舞的“啫啫”气音来进入气
氛，那是一种有着舞蹈节奏一般的
轻快感和积极励志感。

其中在诗歌的文学体裁去分析，
张楚后期的作品更为简练，并且更含
蓄了，在《自信心》就有炼句“山间繁
茂，会错过多少，彩虹却不会迟到”，

“任时光昼日平复，使光不灭在心中
微笑”“可以错过热闹，不该错过欢
笑”……都无不透露出作者倔强的音
乐情怀，以及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

另 外 在《不 在 白 菜 堆 里 的 白
菜》中也延续了他那首《蚂蚁蚂蚁》
一样的调皮气，但不同的是歌词更
为含蓄和精炼了，含蓄在于他将自
己当做平凡的白菜，但在白菜中，
他又是与众不同的一颗白菜，这种
托物言志的轻摇滚十分让人印象
深刻的。而其中散出的调皮气，又
是让人会想起来约瑟翰·庞麦郎演
唱歌曲《我的滑板鞋》的自由，游
唱。不同在于张楚在《不在白菜堆
里的白菜》的游唱更为有节奏，这
也是约瑟翰·庞麦郎需要的进步的
地方。毫不客气地说，《我的滑板
鞋》成歌的演唱的工整度做到张楚
的 节 奏 ，便 是 更 上 歌 一 档 的 歌 曲
的。是的，从节奏感和自由度而言，
约瑟翰·庞麦郎追求的标准就应该
达到张楚的标准。

然后回到这种纯音乐专辑的纯
音乐部分，这是十分令人惊喜的，作
为摇滚诗人，可以大胆放弃主心骨词
的植入，纯粹地为音乐服务，用留白
的旋律赋予了自然应有的魅力，这是
一种创新。如在《海浪来袭》，背景音
乐是用印度古典舞曲，在炎炎夏日带
着一份来自印度洋飘来的海浪的清
爽。而在《圆的色彩》让我们联想承接
上一首到海浪来袭》，都是讲到与水
有关的灵动。君不听，大海惊涛拍岸
形成的圆珠形状的水，这种圆润是自
由的，也是透明的清澈美。

之后来到《2020》，这是一首情绪
变化幅度相当大的一首纯音乐，在
歌曲一开始，就出现紧张的节奏，犹

如让人联系到了 2020 年春天伊始，
新冠肺炎扰乱人们的生活，在这不
安恐惧的气氛下，随着音乐紧张到
舒缓，再到紧张的节奏，这样起伏大
的旋律，一方面歌颂人类医务人员
紧张抗疫可歌可泣的精神，另外时
刻体现大家抗疫的心理，需要持久
的抗争，从该音乐的结束没有像一
般的音乐平和收尾，就知道抗疫如
这歌一样，要继续保持紧张警惕的
节奏，抗议到底。

而在《5.7亿》中，是充满喜悦的一
首纯音乐，无他，歌曲的内容不会有很
多含义，就是为纪念腾讯音乐人三周
年成绩单，纯粹是张楚为腾讯音乐做
到商业的庆典之作，自然作为音乐人
的张楚通过这歌也是表达了对腾讯音
乐平台有效改善了原创音乐人长久以
来投入与回报不对等的困境的一次特
别鸣谢之作。当然，你可以幻想一下自
己中了5.7亿元的中国彩票，到那时你
播放这首纯音乐来听，想必你的共鸣
感喜悦感是爆棚的。

而在《蓝色自行车》也是表达现
代生活的便捷和自由，是的，这是一
首为共享单车，乃至共享经济而欢
歌的。来到《在与有》和《也许很重
要》，节奏显得更为重摇滚感，这是
张楚自我告白的之歌，其实如果加
点歌词，讲述自己对摇滚的热情之
情，会显得更为写实一些，但张楚追
求梦幻的，让自己对摇滚乐的“在和
有”之间，以飘渺的没有歌词的旋律
抒发出来，也是体现他个性化自由
度高的音乐的一面。

最后在《两个故事》做了一个首
尾呼应，对大海和天空两个自然空
间，以拟人的故事来从展开，再到这
首歌收尾，都告诉大家希望大家永远
追求自由，自然的美好。

张楚作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前辈，
见证了这个华语乐坛的风起云涌，沧
海桑田，而这个音乐老臣子不变的是
初心，他依旧深耕与沉淀，继续用他
对音乐的热爱，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他不断为原创音乐市场注入“自信
心”，更是新一代后浪们音乐人的学
习的榜样。一直以来，张楚的音乐元
素里，都是有着以各种方式极大地感
受生活之舒美，自由之清新。摇滚诗
人张楚这次做了一张纯音乐的专
辑，便又是感知生活之自由与积
极之力量并重的好作品。

张楚《自信心》：

做了一张纯音乐专辑的摇滚诗人

所谓粥，就是把谷粒煮成糜状，所
谓白粥，自然就是把白米煮成糜状了。
一碗好粥，定是烂的，稀稠合度的，见
水不见米，鼻风都能漾起清波来，是水
太多了；见米不见水，筷子插进去都不
倒，那是赈济灾民充饥用的。比例适中
又煮到了火候的粥，水米交融，入口绵
软滑腻，触舌即化，最涵养肠胃。

最好的白粥，当在深山古刹里，新
采的香米，新汲的泉水，松枝的细火慢
慢煨着瓦罐，老僧持着竹勺，一边续
柴，一边轻轻地搅动米粥，米在水的温
情里慢慢地开花，慢慢地融化，慢慢成
了乳状。一锅粥里，煮进了细细山风淙
淙流泉，煮进了天光云影百鸟啼鸣，煮
进了山寺的钟声和檐角的风铃，同时，
更煮进了清净世界里的忍耐心和慈悲
心。这样的粥远在尘世之外，凡俗之人
难得享用，我们寻常的粥，就是在煤气
灶上小火熬足一个时辰。几年前买了
一个智能电饭褒，有专门的褒粥模式，
煤气灶也不用了，把自来水和夹沟香
稻米放进电饭煲，历时90分钟的自动
细熬慢煮，褒出的粥绵烂细滑，米香四
溢。电饭煲不需人看守，还可以预约，
省事极了，自此，几乎每天晚上，我都
煮白粥喝。

喝白粥，最搭的就是素菜。一小碟
腌黄瓜，腌萝卜干儿，或者清炒个绿豆
芽，醋炝个白菜，白粥盛在天青色的瓷
碗里，一家人坐在饭桌前，吸溜吸溜
吃着菜喝着粥，窗外的光线渐渐变
暗，路灯转瞬亮起来，日子在看得见
的光影里细水长流。一碗粥落肚，肠
胃温热舒适，熨帖极了，揣着这样的
舒适，坐在沙发上看一会书，然后洗
漱睡觉，连心思也是妥贴的，只觉得
岁月绵绵，安稳静好。我晚上最怕出
去应酬，错失了家里的那一碗白粥，
坐在一桌子美味佳肴和频传杯盏跟
前，有种举箸茫然的错觉，似乎这样
的晚餐里，我失去的不仅是对肠胃的
安抚，还有对生活的把控。

肠胃也习惯了粥的滋养，一日不
见白粥，茫然如隔三秋。有一年暑假自
驾远游，返程走到浙江的安吉县时，已
经是离家第十四天了。那个晚上大雨
滂沱，入住后，在宾馆里坐立不宁，无
比思念一碗白粥。天天不是饭店就是
自热米饭和方便面，对白粥的渴望已
经不可控制。打着伞顶着忽闪忽闪的
雷电，我们一家人冲上街头，去寻找粥
铺。找了两条小街，终于找到一家粥
铺，欣喜地坐下来后，才发现，他们有
海参粥排骨粥螃蟹粥，有各种各样的
荤粥，却没有一碗普普通通的白米素
粥，连黑米粥小米粥也没有！

小的时候，我最大的期待是吃，
吃饱吃好；少年时，我很想开一个鲜花
店，日日与芬芳为伴；及至年长，花店
不想要了，想开一家书店，天天坐在书
香里；但是，自打那次安吉之行后，我
的愿望又回到了吃，想开一家粥铺，我
自己选材备料，亲手熬煮各种素粥，尤
其是白米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由终点到起点，这是否就是生
活，是人生必然要经过的历程？年少时
写作，讲求用典，追求言语绮丽，吟安
一个字，拈断数根头发，最终了才知
道，所有的修饰，都抵不过“平易”二
字，所有的奢华，都抵不过一碗白粥的
滋味深长。

白粥之白，是历尽繁华后的甘于
平淡，是真名士掩风流，是白茫茫一片
大地真干净的禅机暗伏。人生所有的
冠盖幢幢歌舞繁华，最终都会归结为
一碗白粥。

白粥滋味
◎张秀云

饮 食 男 女

诗 词 赏 析

◎乐然

多民族文学名家走进甘孜采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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