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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个用诗酒阅世的汉子，一个有思又
有想的人。一个自幼被乡情润透，迫不得进了校
园，有了知识层面的认知后，再复返回来，用心音、
乡音在诗的分行里，置绪放怀的人。

一个人，却有两个能让人记得住的名字，且轮
换、颠倒着使唤：诗，杜康；酒，张旭。为人如酒，醇
厚、豪爽；为文若旭，喷礴、绚丽。酒过三巡，将瓶子
里的火焰装进身体，就纵怀谈诗；诗出三昧：“一个
人的时候/思念另一个人”；或者识知人间横向“彼
此”，无法区分云泥好坏，谁聪明谁傻瓜；或者把风
物、湖山置于肘下，“一路跌宕，融入了那个泥做的
烟火人间”时，倘佯字泪，用汉文象意把酒，与灵魂
对饮的人。
一个始终有“向上飞翔的欲望和

向下坠落的快感”，一任心思在天上
飘，让高贵与自由结伴而行，又在一块
蓄湖养山的土地里挖来挖去，最终掘
地三尺，发现诗经田园，或出诡异奇
思，跳离神仙界域，“去很远的地方给
自己写一封信”的人。
一个年轻时醉入哲学，为了感性

的肉体，翻越高墙，会晤世界，悟空猴
儿也似的，从形而下折腾到形而上，又
从形而上回到形而下，且反复不断追
问“哪个更令人心痛”，并最终透悟“向
上和向下的道路同样辽阔”的人。
一个经常中夜不眠，守在窗前，隔

着玻璃，看繁星颗颗退出舞台，等候天
空醒来；或站在时间门槛畔，观一茬茬
生命被绊倒，抑或在岁月旋转门边，
赏阅“出来、进去”的人流，不知“谁，在
里面/谁，又在外边”的人。
一个自谓不知何时走失自己，用

诗炬拓路照亮，把自己退回到一块石
子、一片树叶、一朵小花的复还本草，
从山水到草木，从地面到飞空，惬意进
入人生风景，由是，敲着鼙鼓，踏着季
候，吟唱起古蓟州新谣，成了“从未有
过的美好”的富有者，“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句子，从
天而降”的人。
一个诗入大怀，不喜欢“在自家门前，与泥土为

伴”，又总是让情感沾着泪血，被心跳喊醒，在自己
独自拥有的诗的方寸之上，找到对整个人生的“回
眸道歉”：“就像干瘪的谷子，向秋天道歉/歉收的小
麦，向镰刀道歉/贫瘠的土地，向挣扎的、歪斜的秧苗
道歉”，或者用第二人称面对自己，坦诚地记录下因
为“害怕斧子”，始终让扎根在身体里的这棵树，“躲
着我的心思/一直往小里长”的人。
他，一个人名挂旭、字诗唤酒者，就是这般，始

终情结着、情感着、情动着。酒是他的神，田园是他
的爱，他的诗，就是他的影子，他的真（他的精神财
富，思想黄金）。诗是他人生经历的捡拾，记录和
思索。人，影子，季节，自然；虚，实，盈，负，都在他
的诗里。
早期，他天南海北，洋洋洒洒，写过很多情真意

挚，读来似曾相识，略带学生腔的分行汉字，35岁
后，用两部诗集《诗画蓟州》《农耕时代的挽歌》，让
这个世界刮目，惊心。我至今记得，他在《诗画蓟
州》里写的《皇上来了》，“藏在人们心头的帝王情
结”，让人们心存敬畏；“被斑斑点点阳光梳理的”
《你的丝，你的绸以及你的皮肤》，还有他写的那个
家乡田园的《岚》，“从大地深处/拎上一桶清凉的水，
洗胃，擦拭隔夜的脸”，“岚湿润而鲜嫩的脸/比隔壁
的玉兰还俊//房脊上的炊烟是香的/思乡的人望上
一眼就醉了”，还有他在《农耕时代的挽歌》中写的
“土地是他们的家/他们钻进去，又钻出来”。蓟，是
野菜，“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常用字/但它是我的故
乡”（《蓟》），“北方的身体里/泛滥着南方的心情”，
“一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被偶尔闯进来的人/惊呼
神仙生活的地方”。

如今方过天命的
他，送来第三部诗集：
《一 个 人 和 他 的 影
子》。近年不大阅诗的
我，未打开他辑录的诗
页，就喜欢上了这个不
亚于他上两部诗集的
名字。他把老世年间

人们常说的“人过留影”的普世情怀，用四两拨千斤的
语意分行，只一个转弯，就在前两部诗集歌地域、咏天
时的成就之后，思发为具有现代感的个性拥有。
我在他的这部“古代+现代”的“人·影”意蕴中，读

了他作影子辑录下的，从20世纪80年代，愤青入学，到
21世纪20年代，人步天命，长达三十多年的诗，并第一
次了知了，他早年间入学时，带着入世热情和人生遐想
书写《桌子上的面孔》：“硬木桌子上/刻着一张面孔/五
官栩栩如生，身体/却躲进年轮深处”，他的脸和日日面
对木制课桌上的脸，不仅相见恨晚，倾心交谈，而且“某
个瞬间，惊喜地发现/彼此竟是失联多年的朋友”，和随
后带着阅历识知、超觉写下的“悬在头顶上的钟突然响
了”的那首《彼此》：我们彼此相见，彼此道别，又“彼此

各走各的路”，大家都在“彼此制造的烟雾”
中，谈了“彼此的经历”，又回坐到彼此位子
上，去做彼此的事情。这种相见又相拒，不
同亦相同，实际都没超出世事人生，左右，
右左，我你，你我，皆皆一样的结果和关系。

还有《为诗而写》的那种原在，骨子里
生命的野，和入学后衣钵受教的文，曾经如
是挣扎和矛盾地混杂在他的血脉里，我惊
异于他的狂放，喜欢他的本真。以及大多
课堂都不课堂，连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牧师
的《年轻的牧师》：“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就
像不清楚/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茫茫人海
中/找到我，向我咨询，该走哪条路”，我也
“不知道该怎样向你解释”，因为，我也是
“拎着两条肉腿”，凭着鼻下嗅出的路（一种
觉），“行走人间的”。

这一切都是杜康初时的祼在，是他早
期思奔走过的，最真实的影子，一如他在集
后语中所述：收拾过往，回瞰自己，重新打
量这个世界，让灵魂走得更远。我很赞成
他说的：飘忽不是思想，堆积不是诗，光有
石子筑不成大厦，还需要水泥、钢筋和建筑
人的手，包括属于艺和术范畴的装潢和设
计，好诗不只是激扬和愤，而是激扬和愤后
的思深、灵透和觉。

当他把这段时间的诗，称为“生活需要一些词”的
时候，我知道他已经认识到了：知识也是土，是生长学
养、书厦的一种泥土。但属于他的真正好诗，在季候物
类的乡俚，在天地山水，不在校园。赞成他10年失语
后的归来，我喜欢这一集后面，诗人收入的那些具有物
象，没有玄思的，甚至是一语中的，给人留痕的别具只
眼、叙述和想象的作品。比如：写《莲子》，他从“每个莲
蓬里，都住着一群同胞兄弟”写起；写《梨花带雨》，“枝
干遒劲，遍体黝黑的老梨树200多岁了吧/但它绽放出
的洁白的花”原质不变，依然是“性格开朗的清纯少
女”；他写《石头杂记》，他说：石头里有玉，石头里也有
人（难在他在石头中看到了人）；他写忘了归途、栖落在
一条枯枝上的《蝴蝶》，他说：枯枝，代表生命的另一种
形式，它的源头，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一切都是既
熟悉又不熟悉的，“犹如春天一朵花/开在秋风里”。
没了轻浮和狂梦，多了厚重和委婉，把感受、自思

和季节、乡域融为一体；不见个我在前，却无不带有个
我灵性，个我人思，个我体验。大到从父亲20世纪中
叶，在大学读书时留下的一部《俄语辞典》中，读到并写
出的，似是从基因开始就有了神交和敬仰的那个时代
（从叶赛宁到普希金）全部《俄语诗人》；微细到诗说：一
粒“跳跃到马路中央的石子”，一只受到了惊吓的“蝉”，
和“一朵花开，悄无声息/数万朵花同时绽放，令你睁大
眼睛，捂上了耳朵”的《倾听阳光走过的声音》。
他的诗中，含仗义，有悲悯，极富诗家情怀。具象

中有哲想，委婉中多挚深，每首诗都有独到的地方，且
不乏诡异，不乏奇思妙想。与传统的“诗言志”不同的，
是他的许多诗行中都走动着情绪，近似古诗“山未颓而
黯然，海不波而潜沸”的“骚”的写法。可以说：这是一
位自80年代生成，诗有骚味，字含土香，独具古蓟州文
化血脉的中国北方诗汉。
几首较长的诗中，他所写下的《长城抒情诗》，颇具

代表性，把一直为官话、大话笼盖的长城，民生化，民众
化，这真是与古往今来多少人多少代诗话过的长城，大
不相同的长城，是唯有蓟州人，在那片日日山觉人觉的
生活里才能觉感到的，充满现代诗思、令人感动的长
城。这是一位用文字求奋到知天命年，仍不违诗绪、不
负诗命的诗人。我与他相识在20世纪90年代。他的
诗写了一生，我读了他一生。高兴的是：总是能在熟悉
中，读到不熟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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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嚯！”一声惊叹把我从浅睡中惊醒，连忙从
车窗望出去，却是稻田。老家在冀东农村，稻田
见得多了，也算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栽稻放
水、除稗施肥、割稻收粮还算通晓，但是眼前的
稻田绵延起伏，一直蔓延到天的尽头，仿佛是金
黄恣肆的油彩泼洒在了大地上，委实让我愣住
了。更让我惊讶的是，路旁竟全是淡粉色的格
桑花，一丛一丛，一片一片，像是给黄金镶嵌了
温柔的浅边。就舍不得将目光挪移开了，车在
路上缓慢地行进，一路尽是未收割的粮食和花朵
相伴。格桑花单看起来明朗温静，却未免有些单
薄，可一旦密密麻麻成群成丛，便有种欢快磅礴
的气势，恍惚间，我以为到了内蒙古草原。
在我印象中，这种生命力极盛的花朵，总是
跟高原上的河流、牛粪、羊群和白云相随，在
平原，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热烈的格桑花。
它们在秋天的阳光下怒放，引得蜜蜂跳着八
字舞，欢快地从一朵花跳到另一朵花，我仿
佛听到了它们嗡嗡嘤嘤歌唱的声音。
一路上花香流淌、稻田相伴，犹如身置

无边乡野。我瞬息明白，这里便是津南区的
八里湾了。关于八里湾，即便是对于我这样
移居天津不久的居民，也并不陌生。电视里、新
闻里、抖音快手上，总是能听到它的名字，看到它
的身影，仿佛它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等着我去拜访探寻。
车继续前行，稻田、花朵、蜜蜂和蝴蝶渐渐

消失，放眼望去，变成了绿色的海洋。一株株还
不算壮硕的树木连成了绿色的长城，迤逦壮
观。还未从懵懂中醒来，我们已然到了瞭望塔，
大家鱼贯而下，青草气息迎面袭来。极目四望，
世界变成了一个绿色葳蕤
的圆。没错，在天的尽头是
绿色，在云的尽头是绿色，
仿佛连梦的尽头都是绿色了。我向来对植物充
满了好奇，最大的愿望并非是当一名小说家，而
是当一名博闻强识的植物学家，遍游祖国山川、
访尽天下绿植。我看了身旁的植物，有海棠，有紫
薇，有国槐白蜡，有榆叶梅三角梅，还有些不认识
的花草，用形色软件识别了下，却是金叶佛甲草和
金银木。正在剪枝的园丁见我一副好奇的样子，
便说：“这里的树多着呢，差不多有六十万棵。”
瞭望塔矗在眼前，怎能不御风登临？随大

家欣欣然上了塔顶。瞭望塔不算高，只有三层，
但是造型精美，站在塔顶，极目四望，四野景物
一览无遗，这才发现，最里层是高矮不一的灌木
和乔木，在秋日的午后，绿色是有层次的，浅绿、
深绿、墨绿，紧邻绿色的，是蓝色——那是一条
宽阔平静的河流，河流的外侧仍然是树木，树木
与树木的倒影在河水里交错缠绕，涟漪耸动，树
影间是晃动的蓝，外侧林木的后身，是金黄色的
稻田，我想，那可能就是我们方才经过的地方，

稻田与天际线的交界处，是影影绰绰的高楼，那
里该是居民生活区了，这副如画长卷怎么能不
让我们感慨？
这时，热心的导游介绍说：“以前啊，可不是

你们看到的样子。这里有一百来家金属制造
厂、造纸厂、阀门制造厂和镀锌、钢丝绳制造企
业。另外，还有六千多座坟茔和五百多户非住
宅户，这几年啊，政府总共清除了二十四万平方
米的建筑面积，改造了三百二十个废弃的鱼塘
虾池，通过水系连通工程，如今形成了四十来个
湖泊呢。”身旁有人感慨道：“真是个有水有林的
好地方！”导游笑着说：“没错，我们的目标就是

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
导游继续热忱地为大家介绍八里湾的详

情，我则不禁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新闻：从
1850年到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增加了1.1摄
氏度。天津市自2018年启动绿色生态屏障建
设后，与北大港水库、七里海湿地相连，形成贯
穿南北的生态带，生态效应凸显，中心城区东南
部降温0.2至0.4摄氏度，增湿2%，“超大热岛”、
“超大干岛”被“拦腰隔断”。来天津之前，常听

朋友们说，天津只有冬天
和夏天，没有春天和秋天，
且常年干旱少雨，冬天也

几乎没有降雪，可在天津居住了两年，感觉并不
是他们说的那样，尤其是今夏，雨水频繁，我家
南边的南翠屏公园，水位上升了大约有七八厘
米，几对黑天鹅夫妇春天孵化的7只小天鹅，体
型跟它们的父母已相差无几，它们经常游到岸
边晒太阳。我想，丰沛的降雨除了跟自然气候
有关，肯定也得益于绿色生态屏障，可别小看
0.2到0.4的降温，它能形成丰富的空中云水资
源。我想，过不了几载，八里湾的树木就能长成
森林了，到时候，市区的居民和慕名而来的远方
游客，一定会将那里视为休闲乐园吧？
导游这时笑着说：“我们津南绿色生态屏障

的空间布局，是‘一核、三片区、七廊道、九节
点’。以后这里就是‘中央绿核’了，欢迎大家常
来天然氧吧吸氧洗肺。”
恋恋不舍辞别八里湾，我们又乘车到了西青

区王稳庄。这次，我们一脚踏入了稻田的海洋。
甫下车，浓郁的稻米香气先就扑鼻而来，身边的

朋友边大口呼吸、边惊喜地说道：“太诱人了！像
是新米煮的饭，刚掀锅的味道。”她的比喻过于形
象，我感觉自己的喉咙下意识地吞咽了两下。而
大家也都雀跃起来，久居都市，这两年因疫情也
未曾出门旅行，眼前的景象怎能不让他们欢欣？
有好几位游客，真的像孩子般欢呼着蹦跳起来，
也许，他们想到了久别的故乡，回溯到了斑斓的
童年？公路两侧是一望无垠的稻田。没错，除
了“一望无垠”这个通俗的词汇，我真的词穷
了。曾随团去波兰和意大利进行文化交流，它
们是欧洲的农业大国，无论是坐长途大巴从西西
里岛奔往那不勒斯，还是穿行在华沙到克拉科夫

广袤的农田间，都不曾见过如此壮阔迷人的
景色。已经有不少人忙着合影留念了：有的
蹲蹴在马路边，有的憨坐在田垄上，还有的
做出镰刀收割稻子的动作，欢声笑语中，我
随着大家登上了瞭望塔。
上了塔，才知道别有洞天。俯瞰下去，

竟然有个硕大的稻田圈：一条红船引航，后
面是用黄菊和稻穗编织的党旗和阿拉伯数
字“100”，旁边是长城和一头奋蹄前奔的
牛，下面是用黄色鲜花堆出的10个字：“奋

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这真诚而富有创意的
图景，引得大家纷纷拿起照相机和手机。尚在
这厢沉醉，好友却忙不迭拉我到塔的西侧，才蓦
然发觉，那厢也有一副年画般的阔丽风景：一头
呆萌的公牛，身后是粮仓两侧是稻谷，前面书写
了7个大字：大美稻香王稳庄。不得不佩服设
计者的良苦用心。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欣赏
到如此景致，不禁拍了个小视频发到朋友圈。
此时，夕阳悬在天边，照耀着无尽的稻田，金色
与红色相染相浸，丝毫不觉秋风吸人。
回城路上，大家谈论着天津这几年的变

化。他们都是老天津人，对这里的人文地理了
解得自然比我透彻。他们说，老天津最大的地
理特色，就是湿地多，河流、坑塘、洼淀、水库、湖
泊，星罗棋布，可谓九河下梢，七十二沽。随着
人口增加产业发展，湿地和植被面积减少，生态
体系受到破坏。而政府实施的871工程，就是
把绿色生态屏障打造成为生态资源富集的“绿
谷”，引领转型发展的“绿峰”，为子孙后代留下
宝贵的绿色发展空间……由于奔波了六个多小
时，竟有些困顿，骤然醒来时发觉，由于堵车还
在高速公路上。翻了翻自己的朋友圈，发现那
条视频引来了不少点赞和留言。一位成都的朋
友说：喜看稻菽千重浪；一位天津的老艺术家
说：领先亚洲50年；一位北京的朋友说：这地方
打滚打一天，也滚不到头吧？
上海的朋友则比较苛刻，说：你这人可真

懒，这么好的景，连个名字也不起。就着昏黄的
车灯，我连忙回复道：有啊有啊，名字就叫《绿谷
的秋天》。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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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谷的秋天
张 楚

那年重阳节，我从单位请假去看姥爷。我的想念突如其来，又无比
温馨。想起童年时，父亲在饭桌前冲我吼：“不许剩饭，都吃了！”我抽泣
着，眼泪掉进碗里。姥爷赶紧抢过我的碗：“我吃、我吃。”父亲说：“您老
惯着她。”姥爷说：“她吃饱了，你还非让她吃？”姥爷的慈爱，仿佛能融化
我所有的委屈。每次他要走时，我都哭得泣不成声。姥爷会用各种谎言
哄骗我：“我回去以后，上山给你逮蝈蝈儿，再编个好看的笼子。蝈蝈儿
是绿的，笼子也编个绿的，好不好？我下次准给你带来……”
一晃好多年。姥爷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却一个蝈蝈儿也没见

着，只记住了他哄骗我时，那深深嵌进皱纹里的慈爱。
那天，我提着姥爷最爱吃的点心，推开了门。姥爷正在削苹果。他

最疼爱的大孙子、我一岁的表弟，坐在他腿上，用懵懂而期盼的眼神儿,
盯着他那只捏苹果的手。
姥爷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比他的笑容更让我心暖。姥爷招呼：“君

来了。”那温软的声音差点儿让我落下泪来。
我说：“今天是重阳节，咱们去公园转转吧？我给您照相。”
姥爷嘴上说着：“好，好。”他摸着表弟还没长顺溜的小脑瓜，又抬起

手背，抹了几下我表弟下巴上的哈喇子，然后指着削下去一小半，还剩下
一大半的连核带肉的苹果：“君，吃吗？”

我说：“不吃。”又补充一句，“狗剩的。”我表弟属狗。
姥爷愣了愣，在果盘里摸摸这个，摸摸那个，最后挑了一个最大

最红的：“姥爷给你削个最好的啊。”
那个瞬间，我发现，姥爷对我的疼爱，已深埋进过去的时光，而

现实的阳光下，他把更多的爱都转移给了他的大孙子。我的心像窗
外的秋，一下子落叶堆积。
我依然回答：“不吃。”又补充说，“我争来的不算。”忽然，我又冒出来这么

一句：“您都变节了。”
姥爷看着我，张了张嘴。然后，他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见姥爷一直在哄孙子，丝毫没有动身的意思，就只好告辞。
一晃几年过去。每次重阳将至，有时我会想起姥爷，有时忙得想不

起来。不管想起或想不起，我都没有去看过他。
倒是妈妈隔一两个月，就去看一次姥爷，每次回来，都绘声绘色地还

原着姥爷疼孙子的种种细节。我并不嫉妒，因为我长大了。所谓“变节”
的话，也不过是个玩笑。可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很长时间都不
去看姥爷了呢？我真有那么忙吗？
重阳又至，但这次不一样。姥爷住

院了。我冲进重症监护室，姥爷看着我，
说：“君，逮蝈蝈……”
我一下子想起许多过往，想起他哄骗我

时的表情，也想起那个重阳节，我对他说：
“咱们去公园转转吧？我给您照相。”

没有机会了。姥爷把所有的慈爱都留
在凡间，他自己去了天堂。

我在凡间 他在天堂
王奕君

新时代·津沽大地走笔

房子是老式，上下花格糊纸，
夏天换冷布卷窗，没有玻璃。鲁
迅一直住到1919年11月，才搬往
八道湾宅。

鲁迅在绍兴会馆住了七年又
七个月。在这里，他是一条蛰伏的
文化巨龙，也是一个沉默的思想巨
人。蛰伏的时候迷茫而沉闷，但周先
生却不颓废，冬日的一场小雪、一片暖
阳对他来说也会赏心悦目，并在日记
中留下唯美的片段：“风而日光甚美”
“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立
冬那天，鲁迅“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
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
忘旅人之苦”。如果仅仅从无争、淡泊
的角度讲，绍兴会馆的弱八年，是鲁迅
一生的“黄金时代”——兄弟没有失
和，他没有受当局通缉，没有承受“娶二
房”的非议，没有与人论争的烦扰。

并且，他与许氏兄弟共同打造了
一段民国名士的不羁和适意。

他们一起饮酒。有时候去附近的
广和居，有时候就在院子里。日记中出
现大量的欢饮场面：“与铭伯、季巿同饮
于广和居。”“夜铭伯、季巿招我饮酒。”
“晚饮于广和居，铭伯亦去，季巿为主。”
“旧历七夕，晚铭伯治酒招饮。”“晚铭伯
招饮，季巿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
乡味也，谈良久归。”“阴历中秋也。晚铭
伯、季巿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
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
之不。”最后一段，思乡之情跃然纸上。

鲁迅平生饮酒，喝醉者11次。其中
1次“小醉”，1次“甚醉”，2次“颇醉”，5次
“大醉”，1次“夜饮酒醉”，1次“略饮即醉
卧”。绍兴会馆时期，鲁迅与许氏兄弟饮
酒共醉3次，“甚醉”“颇醉”“小醉”各1
次，并且“甚醉”的一次许铭伯也在场，可
见极其尽兴。他们互相赠书。许铭伯给
鲁迅送过《越中先贤祠目》作为见面礼，
鲁迅则先后给许铭伯送过《炭画》《杂集》
《新青年》《伊孛生》和镜拓一枚。

鲁迅对许铭伯礼数周全。许铭伯去
天津前，鲁迅“往别之”；听说回来了，便“往
看之”。许铭伯生病了，自然“往寓视疾”。
“往铭伯先生寓谈”的情况非常之多。互
访不断，反正就在一个院子住着，抬头不
见低头见，也没什么大事可记，进去转了
一圈，开上几句玩笑，就写上“铭伯先生来
访”，或“访铭伯先生”。有时候一谈就是三
小时。有时跑去和人家弟弟玩，没有遇
到，就只好和哥哥聊天，谈得还很投机：“下
午访季巿不值，见铭伯先生，谈良久归。”

许铭伯还曾委托他请人写寿联：“上
午铭伯先生来属觅人书寿联，携至部捕
陈师曾写讫送去。”一个“捕”字，足见他
对许铭伯交代事情之尽心，也足见他与
陈师曾友谊之醇厚。

3 “黄金时代”

由乾隆、嘉庆年间查出的贪
官财产可见，嵌玉如意在如意中的
比例是很高的。从现存的清代嵌
玉如意看，以紫檀嵌玉如意较为常
见。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
翡翠制品，是北京明定陵出土的翡
翠如意。从清代初期开始，翡翠从缅甸
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嘉庆以后，翡翠
被大量用来制作如意。在清宫所藏如
意中，不乏体积大、翠色鲜艳、水头足、
碾琢精美的翡翠如意。如一柄翡翠灵
芝式如意，以整块翠琢成，灵芝形，周身
遍琢小芝、花果等，弥足珍贵。

雄精是雄黄矿中的结晶体，属斜
方晶系，色橙黄，半透明。用雄精雕刻
工艺品，独具特色，清代以来成为贵州
著名的工艺品。但是提炼雄精十分困
难，因而产量很低，存世更少。清宫中
有一柄雄黄琢菊花如意，造型圆浑，色
泽微红，表面光滑，乃以雄精拼接碾琢
而成，为同类制品中的代表作品。

清代的水晶如意也很有特色。如
一柄灵芝式如意，由整块水晶琢成；芝茎
弯曲，茎身缠绕草叶、小芝等；芝茎中部
琢阳文篆书“万年瑞芝”；芝首圆润自然，
碾琢精细，抛光好；如意通体通透，晶莹
光洁，透明度很高，为水晶中
的上品。再如一柄云龙如意，
以整块水晶碾琢；琢饰龙凤戏
珠及海水江涯纹，纹饰高凸，
造型粗放，刀工简洁：龙凤很
有气势，形神俱备；水晶中稍

有白色絮状物，被制作者巧妙地利用，制为
自然的云雾，变疵为宝，可谓匠心独运。
象牙，历来是十分珍贵的工艺原料。

以象牙制作如意，工艺一般为两种，一种是
标准造型，一种是取天然竹木的造型。如
一柄清中期的象牙龙纹如意，柄首呈团云
造型，开光镂雕二龙戏珠，云纹地；柄身曲
度呈S形，上下浅浮雕花卉纹，中部略宽，开
光镂雕四只蝙蝠，云纹地；柄端椭圆，开光
镂雕两只蝙蝠，云纹地，与柄身中部相呼
应。此为标准型。再如清代的一柄象牙雕
灵芝如意，就是依照天然灵芝雕琢而成。
此如意柄首取灵芝的基本形态，以卷云纹
表现；柄身枯枝交搭缠绕，枝间圆雕大小灵
芝；柄端刻有一行篆书，字迹硬拙。此器之
妙在于以云纹造型灵芝，使之有一种似云
非云、似灵芝又非灵芝的如幻如真的意境。
取天然木根、枝丫，不着一刀，或略作雕

刻制成如意，南北朝时已经流行。如意的功
能不断演变，而根雕如意始终兼有搔杖和

谈柄的双重功能。如一柄清代的
黄杨木如意，取黄杨木根的天然
形态，稍事雕磨而成；二枝并生，
一大一小两个瘿瘤自然形成柄首
和柄握，自然形成S形的曲度，一
副支离的病态，应为文人偏爱。

38 翠木牙晶材质多

这个歪戴大檐帽的盐警，把
手枪攥得更紧了：“请你，谁请的
你？”吊桥上的这位猛地把眼睛一
瞪：“快把姓宗的给我叫来！”盐警
被镇住了，想不到来人说话这么
横。他刚问了句：“你找宗队长有
什么事？”就听从盐警们背后传来一嗓
子：“都给我闪开，滚！”众盐警回头一
看，来人正是镇守三岔口的盐警中队
长宗大头，他走到那个人面前，嘿嘿一
乐：“兄弟来晚一步，耽误你的时间了，
请吧！”说罢，把手往据点那边一指，陪
着那人向据点走去。其实，这个人一
出现，宗大头就发现了，他想，这个人
也许就是雷大队长所说的那个人，但
是自己并不认识，所以他要前来看个
究竟。可巧，在据点的大门里，他遇见
了赶车的老把式，刘德望按照董满仓
的指示，准时赶到三岔口，明着是接宗
大头的老婆去看病，暗地里却是来保
护大队长严志诚的。听到门口一嚷
嚷，刘德望就起身擦车，借机监视敌
人，真要是有个万一的话，他就会从轿
车里拿出已压好子弹的冲锋枪，帮助
大队长消灭敌人。这时，宗大头到了
他的近前，伸手一拍刘德望的肩膀：
“车把式，你认得这个人吗？”宗大头把
手指向据点外边的吊桥上。刘德望抬
头看了看，见盐警正把严志诚拦在吊
桥上，他用手一拉宗大头的衣角，故作
神秘地说：“宗队长，我看这个人有一
点像。”宗大头问：“像谁？”“像王胖子

木匠铺里的那个白师傅。”“真的？”刘德
望又认真地看了看：“像，太像了，就是这
身衣裳我不敢认他了。”宗大头听完，二
话没说，走过去就把盐警们扒拉开，将严
志诚接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宗大头的这间办公室，平时是不经常
来的，他把老婆带到据点里，不过是所谓
中队长的排场。宗大头从衣兜里掏出香
烟，递一支给严志诚：“来，抽一支。”严志诚
把烟接过来，放在手里掂了掂：“嘿，有日子
没抽这玩意了。”顺手把火柴接过，点着烟
卷。宗大头也点着烟，抽了一口，面带狡
猾的神色问：“老兄，你是怎么从盐滩来的
呀！”严志诚微微一笑：“不从这边来，是进
不了你这一亩三分地的。”宗大头转着眼
珠子问：“怎么讲？”严志诚哈哈一笑，一抖
这身灰色军装：“就我这身打扮，如果从东
边进你这据点，不让游击队给逮回去，也得
让盐警将我撂倒了。”严志诚说到这里，两
眼望着宗大头，带着一种不满的神气说，
“宗队长，你这手办得可不算妙啊！”宗大头
发愣地问：“什么？”严志诚把嘴一撇：“你这
个信号弹一发，叫我啥时候来，就得啥时候
到，可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吗，在共产党
的队伍里能那么随便吗？”宗大头忙赔着
笑脸说：“我这是奉雷总指挥之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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