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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家我向来去得少，但是如果一定
要去转转，我最愿意去的还是范范家。

原因是他家有台极大的冰箱。
每次一去，范范夫妇就会在把我们迎

进门的同时，转身去拉扯冰箱门，给我们
找吃的。

因为太熟了，我也不避讳地紧紧盯着
冰箱里看。有时还要凑上去，头几乎都要
伸进冰箱门里面去了，我跟点菜一样点里面自己想吃的。

冰箱是双开门的，也怪我逛商场少，这样大的冰箱我一般只在美
国电影里才经常看到。范范两手各拽一个门把手、往外一拉的时候，
我觉得那样子帅死了。

冰箱一打开，里面灯火通明，就跟深夜超市一样远远地就给人温
暖。不像我家的冰箱，一个灯，总要拍拍才亮。找人来修，好两个月，
又坏回去了。有时找摆放靠里的菜，都恨不得打手电筒。

最重要的是，冰箱里面的内容。因为容量大，就好像阿里巴巴的
山洞一样，要什么有什么：橙汁、果冻、酸奶这些就不用说了，火腿肠、
鸡蛋、蜂蜜罐也是一打一打整整齐齐摆放着。

有时候能赶上乡下的土猪肉、农人新酿的米酒是刚放进去的。那
我们就有口福了。

听说偶尔还有别人千里迢迢带来的名贵药品以及东南亚燕窝，也
会放在里面。不过我从没看见过。

总之每次看着范范的冰箱，我都能重新体会一遍“丰衣足食”带来
的感动。我甚至都想帮冰箱厂商免费拟广告词了，比如“美好的生活，
从XX冰箱开始”这样的，我可以一气拟上十条。

每次从范范家出来，我就恨不得和丈夫吵架：我们家，为什么不买
一个这么大的冰箱？

可是冰箱也不是易损物品。坏了才好换呀。丈夫总是这样说。
——要是冰箱随便敲敲就可以敲坏就好了。
很多人都会有和范范一样的嗜好吧，大冰箱，里面一定塞得满满

的。一拉开门，食物就会有掉下来之虞才好。那样令人心里有生活得
非常笃定的感觉。

而且春夏秋冬，冰箱里面四季低温恒定，与那种急速蹿升的高温
比，又是另一种踏实。

有次我在超市买速冻汤圆。旁边一个大妈转来转去，拿起一包看
看，又扔下，拿起另一包。转了十几分钟，什么也没买。

也许她是个爱聊天的人。她主动告诉我，汤圆还是ＸＸ牌子比较
物美价廉。台湾那个有名的牌子，千万买不得，贵死了。

我赞同了她。然后她仿佛不解释自己很难受似的，告诉我她家冰
箱坏了，这几天正等人上门来修理。她每天开惯了冰箱，一下子一天
都拉不上一次，她心里闲得慌。所以到商场的冰柜来看看。

每天都要开开冰箱看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习惯。如果冰箱有
知，这也是它的幸福。从来不被打开的冰箱，有何存在意义可言呢？

而且，很多人还有的习惯是，冰箱里的东西一定要经常更新。如
果冰箱是铁打的营盘，它的“居民”，则一定要是流水的兵。

如果里面只有剩饭菜，是很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会有仿佛吃了
上顿没下顿的愁苦。

如果里面只有矿泉水，就可以真正体会什么叫“喝凉水也塞牙”。
如果冰箱里除了啤酒，什么也没有，那也是叫人心酸的。因为那

样的主人，陷溺在酒精中，除了认定他是个落魄潦倒的酒鬼、生活的逃
跑者，他还能是什么？

一个惜物的人，是无所不在地履行他的优良品质的。即使对一台
冰箱。

比如我妈。冬天她总是拔掉电源，清洁好冰箱。然后用塑料薄膜
紧紧覆盖起来。待到来年春天，温度回升，她才重新打开冰箱。

如果要出门两天以上，她也必定清空冰箱，这样做一遍。
我们四五年换一台冰箱。我妈妈十多年间，才用到第二台。
但是对我这样的人，就不行了。我一年四季都要开着冰箱。即使

全家要出门，也不愿意回家的时候冰箱是空的。我希望一回家，一开
冰箱，里面就是要什么有什么。

我所认为的冰箱里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夏天不能没有酸奶和西
瓜。夏天我每次下班回家都是吃这两样东西。我完全吃不下饭，也不
需要吃饭——正是有了这两样冰箱里的宝贝，我才有了在这座频频出
现摄氏四十度天气的城市里安之若素地生活下去的依赖。

冬天，冰箱里不能没有的东西是：肉、各种口味的蛋糕，以及鱼虾
之类。也不能没有冰激凌——冬天偶尔吃上一客冰激凌，会有强烈而
刺激的生活的对比感。会像电视节目里挑战高难度游戏取得成功的
人那样，满足。

我曾听一个年轻女孩讲她喜欢的与冰箱有关的浪漫场景：并不开
屋子的灯。只和自己所爱的人，坐在冰箱前，冰箱门半开着，借着里面
小灯的光，两人互饮，吃一点吃不饱的小零食，讲一些言不及义的话。

我很认真地告诉她，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看，这样做是相当费电
的。而且很容易就把东西吃到鼻子里去。

可是，我实在是太喜欢冰箱太依赖冰箱了。她说。
我告诉她，在从前，上个世纪70、80年代，所有的家庭都是没有冰

箱的。
那不是跟旧社会一样？她瞪圆了眼睛问到。她所理解的旧社会

原来就是没有“冰箱”这样的家电产品。
然后我问她：与家里人怄气，要么站到卫生间的毛巾旁边去，要么

站到冰箱旁边去。你会站在哪里？
站在毛巾旁边，是可以擦眼泪。站到冰箱旁边，是可以找点吃的。
当然是站在冰箱旁边啦。她几乎是雀跃地说。
的确，后者当然是“疗伤”更好的法子。
对于眼光犀利、毒辣的人，从冰箱应该还可以看到更多的。
有一次，我的两个朋友闹翻了。起先我怎么也问不出缘由，两人

都打闷鼓一般。过了很久，Ａ才愤愤地告诉我，Ｂ一到她家就四处看，
每个房间都看过了。最过分的是，也没经过她同意，就拉开冰箱，看里
面的东西。也不是饿了要吃什么，就是习惯性要看看。

真是太没有修养了。Ａ还加了这么一句。
我笑了。Ｂ其实是最懂得了解他人生活之道的人吧。窥看他人

的生活，除了垃圾，除了冰箱，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途径么？
我一直喜欢沿用留言的方式与人沟通。有次我临时有事要出门，

于是写好一张小纸条告诉家人要晚回来很久。我拿着纸条在家里走
来走去，觉得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他都有可能看不到。后来我一眼瞧
见了冰箱，想都没想，就把纸条用冰箱贴粘在冰箱门上。

这下可放心了。
——一个回家的人，可以不开电视、不清理桌子、不洗澡。但是在

他倒头就睡之前，是不可能不开冰箱的。
关于冰箱，范范的名言

是：司机上路，加满油。我回
家，加满冰箱。

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
这两样加满，都令人非常有
安全感。

并令人深深地感觉到生
活对我们的恩赐与保障。

一大早，太坪村村民夏天丁就出门了，穿上
筒靴，扛着锄具，背起篓筐，深入山涧，寻觅菖
蒲。

采菖蒲一天工资 180元，这是夏天丁此前
不敢想象的。在太坪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他，
从来也没想过，这山上随处可见的“野草”，竟然
被驻村扶贫干部“开发”成了创造财富的“神
草”。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株普通的草，让他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溪水潺潺，竹声涛涛。进入南城县最偏远
的浔溪乡，仿佛投身一片竹的海洋。这里山清
水秀，林木葱郁，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太坪
村是浔溪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浔溪乡东
北部，距离县城 46公里，是南城县最偏僻的行
政村之一。全村总人口近千人，村里的青壮年
大多在外打工，村里留守的多是些老、弱、病、
残。走进空荡荡的太坪村，免不了一声长叹，这
满山翠竹，为何留不住乡亲们，能够留下的只有
不息的山泉水和蒲草？

太坪村是“十三五”省级贫困村，村民靠山
吃山，除了山上几亩竹林，多数村民家中没有其
他收入来源。2015年 7月，江西省文联成立了
扶贫工作队，常驻该村帮扶。

然而，扶贫工作的开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
顺利。太坪村共有 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中
有5户是异地搬迁户。半山组的夏天丁家就是
异地搬迁来的。老夏租住在一户人家的茅棚房
里，因为懒、穷，被村里人嘲笑，他自己也干脆自
暴自弃，整日无所事事。当扶贫工作队来到他
家时，房子堆满了杂物。进到屋子，几乎无法挪
脚，他也懒得站起来，蜷在里面，嘴里叼着草秆。

无意中得知老夏喜欢钻山林，扶贫工作队
成员、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刘帅问老夏：“您
知道菖蒲吗？”他说：“当然知道了，是不是有一
种叫九节香，还有一种是石菖蒲……”听到这些
刘帅有些惊讶，菖蒲原是“文人之草”，他也是因
为原先关注过鹰潭市书协主席王晖老师的菖蒲
书法展，才知道这种“神奇的草”的存在。这个
看起来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老夏，竟然知道如
此高雅的植物，他开始对老夏刮目相看了。

第二天，老夏就带着扶贫工作队的同志上
了山，在一处溪流边，老夏指着一簇碧绿的野草
说：“那就是菖蒲。”刘帅激动得立马下到溪里采
挖了一棵，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诗中的
蒲草。

更让刘帅欣喜的是，老夏告诉他“这种野草
我们这里很常见”。菖蒲是大自然给予太坪村
的馈赠，这份馈赠值得被珍视、呵护。何不把菖
蒲做成一种产业，让这取之于太坪村山水灵气
的蒲草，创造价值再回馈太坪村乡民？

扶贫工作队与乡里、村里的干部商量后，决
定把菖蒲保护起来，合理开发。老夏既然懂菖
蒲，何不让他成为村里第一个菖蒲造景师？

老夏对菖蒲造景充满兴趣，且有先天的悟
性，欣然接受了“菖蒲造景师”这一光荣而又艰
巨的任务。说干就干，老夏和扶贫工作队几位
同志整整忙活了两天，在乡里文化站搭建起了
菖蒲盆景区。老夏身上的懒散、萎靡之气也一
扫而光，整个人都精神起来，每天一大早就到山
里找菖蒲、挖菖蒲。因此，盆景区里大部分菖蒲
盆景都是他找寻来的，并一个个从河道里取出，
运输到文化站。每次寻得菖蒲，他都会兴奋地
打电话给刘帅说：“小刘，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那个长在石头上的草……”

每次问老夏累吗，他总是笑着说：“不累
啊。”那是源自对菖蒲的喜爱，源自对自我价值
的一种肯定。老夏是个文盲，目不识丁，但通过
刘帅的介绍，他了解到，菖蒲是一种文化。他为
自己能做一点“有文化”的事感到自豪。刘帅对
老夏说：“村里给您安排了一个重要工作，作为
菖蒲管理员，养护文化站的菖蒲，村里给补助，
以后会送你去学习制作菖蒲盆景，然后进行销
售。”老夏憨厚地笑道：“放心，我会做好的，我会
成为你说的优秀造景师的。”

文化站的菖蒲盆景在老夏的照料下，越长
越好，也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每次听到
大家说盆景漂亮，老夏都很自豪。

过去的懒汉老夏现如今俨然是村里最为时
尚的明星，因为他与文艺挂上了钩，他开始懂其他
人不懂的知识，开了村里其他人未曾开的眼界。

然而，随着慕名而来参观菖蒲的人越来越
多，老夏却有点焦虑起来：如何才能更好地向别
人介绍菖蒲、介绍太坪村的历史呢？他为自己
以前没有读过书而感到遗憾，他跟扶贫队提出，
想要去参加专门的培训，学习盆景技术。

他还想跟刘帅学写书法，但因为不认字学
不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书法，“多
学点文化总是好的，文化也有价值”。

菖蒲是文人草，被称为“花草四雅”之一，深
受历代文人墨客喜爱，大文豪苏轼即是“蒲痴”。

打好文化牌，做好菖蒲文化产业，这是扶
贫队接下来的规划。等到菖蒲在紫砂盆中扎
根定型，这些摇曳生姿的生灵将会被搬进书画
展厅，同菖蒲主题书画展一起呈现在观者的面
前，届时菖蒲连同书画作品换取的经费将直接
用于村里的扶贫事业。未来菖蒲主题假山、菖
蒲主题鱼缸、菖蒲石盆等将会成为大山里又一
新鲜事物，将逐渐影响并改变山村人对于菖蒲
的认识——而老夏将是这一切变化的直接参与
者和见证人。

“菖蒲耐苦寒，安淡泊，自古文人对它情有
独钟。但我觉得它更像太坪村里淳朴的乡民，
他们身上同样有菖蒲的这种坚韧与朴实。”刘帅
说。

夕阳西下，远山送来了清风，菖蒲正在努力
向上生长。

在石寮河，走近赣江源头
在石寮河，走近赣江源头
我看见，比眼泪更干净的圣水
从闪烁的阳光中喷射而出
一号泉的泉水，滴落到我的面颊
流进我的眼眶，与泪水相遇
晶莹的年轮之上，融为一体
河水一路颠簸，弯曲而下
明月盘旋而来，照我沁源
它们都不声不响，耐得住寂寞
远离雾霾，畅快自如地呼吸
呼吸不用戒备的负离子
呼吸历史文化的氤氲气息
所有的苍翠，都堆在石寮河畔
所有的幽静，都被深深收藏
就连河水，也晶莹得像叶尖的露珠一样
此刻，天空的五线谱上
正落下一枚枚干净的白云
羽化成一丛竹林，一条飞瀑
我把石寮河水轻轻拍在脸上
就像洗净月亮的忧愁
滋润着两岸河山的不老容颜
石寮河的流水，从石城曲折北流
穿越诸神的殿堂，经书的长诵
流经吉安 12县，到南昌、九江注入鄱阳

湖，最终进入长江
在石寮河，我只想做一叶小草
轻轻倾听大地的呼吸
细细管理山水，管理赣江之源

秋水广场观音乐喷泉
一向低调的水，柔顺的水
在这里也变得高调起来
它们在瞬间爆发，跃上128米的高度
浩荡秋水与万里长天亲吻
可是初唐才子王勃灵感勃发
让古城的才情在水中一柱冲天
可是英雄城底气十足
让现代的喷泉气贯如虹
曼妙的水，受到音乐的蛊惑
扭动小蛮腰，凌空起舞
似洛神复生，如贵妃醉酒
柔软与刚毅在不断变化
动感的水，附和着跌宕的音乐
喷龙，洒珠，跌落，粉碎，聚合
诗意的叙述，挣脱秋水的缠绵
动人的情歌，写意狂草的长空

大山里的菖蒲
□□ 车兰兰车兰兰

加满油，加满冰箱
□□ 王晓莉王晓莉

江河水穿越
诸神的殿堂

（两首）

□□ 杨杨万宁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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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心里，一座山最优美的

风景，不是嶙峋之石，不是苍劲之林，
不是飞扬之瀑，不是翻涌之云，而是
沾染在每一级台阶、附着在每一杈枝
叶、流动在每一抹时光里的文化气
息。它们，才是这座山永远的风景。
颜真卿，这位唐代杰出书法家，就是
因为一场浸润着浓郁墨香的“艳遇”，
从此成为南城麻姑山永远的风景。

麻姑山，集释、佛、道于一身。据
古籍《云笈七签》记载，在神仙世界
里，这儿既是“洞天”，又是“福地”，两
者兼而有之，世之少有。可是，使这
座山名扬天下的，除了这些，更因为
颜真卿。他被贬谪任抚州刺史时，登
临麻姑山，纵笔而书，写出了被世人
称为“天下第一楷书”的《麻姑山仙坛
记》，名动古今，成为历代书法家临摹
研习的范本。

颜真卿，字清臣，与赵孟頫、柳公
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封鲁
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是继王羲
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
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重要的里程
碑。公元 766年，颜真卿因奏宰相元
载阻塞言论被贬谪，两年后，赴任抚
州刺史。从此，麻姑山上墨香绽放，
漫山遍野；从此，他与这座山并世而
立，再也不曾分离。

贬谪，容易使人意志消沉。不
信？问问白居易吧，他叹曰：“同是天

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可问
问韩愈啊，他凄苦地对自己的侄孙
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
边。”还有那位多情的诗仙李白，听闻
友人遭贬，竟也“我寄愁心与明月，随
君直到夜郎西”。而柳宗元，只剩下
怨怼忿愤了，他泣然而歌：“城上高楼
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可是，颜
真卿却将这种贬谪之苦化为怡情之
山，化为抒情之水，化为纵情的书法
创作。

麻 姑 山 铭 记 着 唐 大 历 六 年
（771 年）四月的一天。这天，迎着晨
曦，颜真卿再次登上麻姑山，游览仙
坛，思绪万千，挥笔写下了记述麻姑
山仙女和仙人王平方在麻姑山蔡经
家里相会的神话故事，及麻姑山道人
邓紫阳奏立麻姑庙经过的楷书字碑

《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简
称《麻姑山仙坛记》）。全文900余字，
笔力刚健浑厚，开阔雄壮，布局充实，
大气磅礴。从此，麻姑山有了文化，
有了灵性，有了永远的风景。

二
我常将历史上著名的两段书坛

盛事天马行空地剪辑在一起，对比、
品味，然后心神肃穆。昔王羲之于绍
兴书《兰亭序》，正值酒酣耳热之际，
在一众朋友的鼓噪之下，欣欣然提笔
集诗赋序。白山黑水之间，一时笔墨
飞舞，意气纵横。视之，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恰如清风出袖，又似明月
入怀。待酒意散去，也正字成笔收，
细细品来，隐然有山之矫健、水之轻
灵，形神自是天下无双，为千秋行书
之鼎盛。

而颜真卿登临麻姑山，兴之所
至，铺陈文字，必定风清气正、心无
它属。你瞧，起伏之山为之凝神，奔
腾之水为之屏息，唯恐扰了这位书
法大家的旷世情怀，搅了这“洞天福
地”的一世清修。而风，知趣地留在
青萍之末；雨，自觉地呆在层云之
中；鸟儿，也紧紧捂着嘴巴不敢发出
丝毫声响……待全文写成，山水、风
云、鸟儿才敢稍作放松。

一行一楷，皆书法艺术史上难以
跨越的丰碑。

对《麻姑山仙坛记》在书法艺术
上所达到的高度，历代文人都由衷地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宋欧阳修《集古
录》谓：“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
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他还认
为“鲁公诸碑当以此为第一”。明代
文人金章登麻姑山，留下了“读罢幽
碑增风慨，思余正气凛秋穹。神仙事
缈文章在，不拜麻姑拜鲁公”的感
慨。现代书法家金开诚说：“颜真卿
后期的楷书代表作是大字《麻姑山仙
坛记》，同时也足以代表整个颜氏楷
书的典型之作……在艺术上达到了
高度的成熟与完整。”

《麻姑山仙坛记》其字横轻竖重，

字形相向，用笔易方为圆，以转代折，
笔姿轻妙，柳公权、苏轼、黄庭坚、蔡
襄等一代名家，都受过其较深的影
响。据介绍，该文刻成碑后，后人又
在其背镌刻了卫夫人、褚遂良、虞世
南、欧阳询、薛稷、柳公权、李邕等人
的楷书，安放在麻姑山仙都观内。各
郡邑名门贵族、文人墨客以上麻姑山
能一睹“鲁公碑”为乐事。

宋代，为了保护好这块碑刻，由
麻姑山仙都观精心收藏起来，一般
不展出。北宋思想家李觏登麻姑山
在《鲁公碑》诗文中写有“惟恐此碑
坏，收藏于大府，自非大祭时，莫教
凡眼觑”的诗句，足见这块碑刻受到
人们的钟爱非同一般。北宋绍兴二
十七年（1157 年），建昌府知军胡舜
创建鲁公祠，碑刻移到祠内保存。
可惜，由于政局动乱，这件书法珍品
在南宋时不慎丢失。现仅存宋拓片
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上
海博物馆。

麻姑山，静静地从远古走到了现
在；颜真卿，也从唐朝走到了现在。
这座山与这个人注定不能错过的一
场“艳遇”，成就了现在这座山与这个
人注定无法切割的缘分。这就是韵
味，山水的韵味，人文的韵味，历史的
韵味。惟有这样的韵味，才值得岁月
去酝酿，时光去咀嚼，成一方永远的
风景。

颜真卿，麻姑山永远的风景！

颜真卿颜真卿颜真卿：：：麻姑山永远的风景麻姑山永远的风景麻姑山永远的风景
□□ 揭方晓揭方晓

品读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