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记者问我：“你怎样分配写作和
作画的时间？”

我说，我从来不分配，只听命于生命
的需要，或者说遵从生命。他不明白，我
告诉他：写作时，我被文字淹没。一切想
象中的形象和画面，还有情感乃至最细微
的感觉，都必须“翻译”成文字符号，都必
须寻觅到最恰如其分的文字代号，文字好
比一种代用数码。我的脑袋便成了一本
又厚又沉重的字典。渐渐感到，语言不是
一种沟通的工具，而是交流的隔膜与障碍
——一旦把脑袋里的想象与心中的感受
化为文字，就很难通过这些文字找到最初
那种形象的鲜活状态。同时，我还会被自
己组织起来的情节、故事、人物的纠葛，牢
牢困住，就像陷入坚硬的石阵中。每每这
个时期，我就渴望从这些故事和文字的缝
隙中钻出去，奔向绘画。

当我扑到画案前，挥毫把一片淋漓光

彩的彩墨泼到纸上，它立即呈现出无穷的
形象。莽原大漠，疾雨微霜，浓情淡意，幽
思苦绪，一下子立见眼前。无须去搜寻文
字，刻意描写，借助于比喻，一切全都有声
有色、有光有影迅速现于腕底。几根线
条，带着或兴奋或哀伤或狂愤的情感；一
块水墨，真真切切的是期待是缅怀是梦
想。那些在文字中只能意会的内涵，在这
里却能非常具体地看见。绘画充满偶然
性。愈是意外的艺术效果不期而至，绘画
过程愈充满快感。从写作角度看，绘画是
一种变幻想为现实、变瞬间为永恒的魔
术。在绘画天地里，画家像一个法师，笔
扫风至，墨放花开，法力无限，其乐无穷。
可是，这样画下去，忽然某个时候会感到，

那些难以描绘、难以用可视的形象来传达
的事物与感受也要来困扰我。但这时只
消撇开画笔，用一句话，就能透其精髓，奇
妙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于是，我又自然而
然地返回了写作。

所以我说，我在写作写到最充分时，
便想画画；在作画作到最满足时，即渴望
写作。好像爬山爬到峰顶时，纵入水潭游
戏；在浪中耗尽体力，便仰卧在滩头享受
日晒与风吹。在树影里吟诗，到阳光里唱
歌，站在空谷中呼喊。这是一种随心所
欲、任意反复的选择，一种两极的占有，一
种甜蜜的往返与运动。而这一切都任凭
生命状态的左右，没有安排、计划与理性
的支配，这便是我说的：遵从生命。

这位记者听罢惊奇地说，你的自我感
觉似乎不错。

我说，为什么不？艺术家浸在艺术
里，如同酒鬼泡在酒里，感觉当然很好。

●我们常说“赏罚分明”，所以当你定“赏”或者
“罚”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讲“孩子如果左手不扶碗，还在东摸西
摸的话，你就要处罚”，你既然讲了，你要打小手你要
处罚，恐怕你就得处罚，而且你的处罚不能太轻。我
举个例子。刘轩小时候，有一天我骂他，然后我头转
到另外一边，再转回来的时候，发现刘轩把脚偷偷地
抬起来，想要踢我。当然他不会踢，可是这个动作我
看到了，我就打了他一下，打了他屁股一下。奶奶在
旁边看到了，就说：“如果你要打，就打重一点，你不
要只做个样子，反而伤了你的威仪，否则你就不要
打。”

●没想到我那么高年岁的老母亲，平常宠孙子
宠得一塌糊涂，但是那个时候她会告诉我这个原
则。所以，要么你不要立规则，要么你就得严格执
行，这是很重要的。

●但规则也不能太严苛。罚，一定得是可以执
行的，容易执行的，不过度的，不过分的。

●同时，孩子如果做错了，你要罚；他做对了，你
要赞美。当他能够做得对，能够扶碗，这时候你说，

“娃娃今天真乖，你真听话，你今天扶碗扶得很好，我
很高兴。”用这个方式，等于告诉他要怎么做，而不必
每次强调：“你又不扶碗了，我还打你。”结果，这样要
打要打要打要打，变成“狼来了”，到最后不管用。

莱夫教授走上讲台，为台下的新生们
讲课。简单的自我介绍后，莱夫教授突然
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让水沸腾到结
冰？”

这个问题让所有的学生都面面相觑，
让水沸腾到结冰？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情！别说是他们这些考上名牌大学的高
才生，只要稍有一点物理常识就会知道，
水沸腾需要达到的温度是 100 摄氏度，而
结冰需要的温度是 0 摄氏度，完全是两个
极端，怎么可能实现呢？

看到学生们连连摇头，莱夫教授笑
了笑，示意助手把一台带着透明玻璃的
器械舱放到了讲台上。莱夫教授用烧杯
倒了一杯自来水，然后把烧杯放进器械
舱里。接着，莱夫教授让助手在器械舱

上做了一些设置，不一会儿，同学们就透
过透明的玻璃，看到烧杯里的自来水沸
腾起来。而在助手的不断操作下，烧杯
里的水也保持着持续沸腾的状态。然
而，接下来的一幕，让同学们都呆住了！
烧杯里的水正翻滚着却竟然不动了——
已经结冰了！

学生们一片哗然，全都是一副不可思
议的表情。这时，莱夫教授微笑着说：“我
们都知道，在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正常沸
点是 100 摄氏度。也就是说，水的沸点取
决于温度和气压两个方面。我们只考虑
到了温度，却忽略了气压这个条件。这是
一台压力舱，把水放到压力舱里，同时用
抽气泵降低气压。如此，水的沸点也会随
之降低。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了水在沸

腾，但它的温度却很低，继续降低气压，水
就会继续沸腾，但温度实际上已经下降到
冰点以下了，所以结冰就很正常了。”

听完莱夫教授的话，同学们恍然大
悟，连连点头。莱夫教授接着说：“但是，
这里有一个前提——把传统信条丢到窗
外去。否则，恐怕只能像刚开始那样认为
这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这正是
我们做物理研究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素
质之一。永远要记住，一切皆有可能。”

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上
的第一节物理课，而莱夫教授正是该校的
校长拉斐尔·莱夫。拉斐尔·莱夫用一个
生动、形象的实验让学生们懂得了敢于摆
脱传统教条、勇于创新的重要性。而这比
枯燥的解说要有用千倍。

中学在小镇的东首，属于近郊，我家
在小镇的西首，处于街尾，两地相距六里
半。走读，每天来来回回跑四趟。清晨上
学，晌午放学，走的是沿小洋河的大路，也
是直道。午后上学，傍晚散学，喜欢走小
洋河南边曲里拐弯的老街，多走几步路，
值得。街角有家邮局，邮局门外，有个报
栏。总有老人伸长了脖颈站定了看，我也
挤在他们的腋下看，那是我了解国家大事
与世界大事的窗口。邮局南面，隔着马
路，是新华书店。你若是想让自己的脑袋
更充实，胳膊大腿更粗壮，心脏搏动得更
有力——这是我日积月累、秘而不宣的体
会——就得设法把自己变成它的一部分，
或者说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我午饭
后上学途中的大把大把时光，都永远浓缩
固化在那里。

话说一天午后，我照例泡在书店。伸
手从古典小说书架，抽出一本《镜花缘》，
略为翻得一翻，旋即为一段文字吸引：武
则天废唐改周，掌控天下，时值隆冬，大雪
纷飞，她竟然降下一道御旨，着上林苑百
花连夜开放。唯有牡丹仙子因事误了时
辰，致使东方日出，苑中百花怒放，唯有牡
丹光枝秃杈。武后大怒，命人把炭火架在
牡丹株旁炙烤，非要把花催出来不可。牡
丹仙子急急赶到，花是开了，枝梗却尽被
烤成焦黑。

写到这儿，作者李汝珍特意缀了一
笔：“如今世上所传的枯枝牡丹，淮南卞仓
最多，无论何时，将其枝梗摘下，放入火
内，如干柴一般，登时就可烧着。这个异
种，大约就是武则天留的‘甘棠遗爱’。”

淮南卞仓。古之淮南，包括今之盐
城；卞仓，即今之便仓。我祖父续修的宗
谱说，明初，洪武赶散，吾族的先祖被迫从
江南迁往江北，我这一门房的祖宗，第一
站，就落脚在便仓。六百多年前，祖宗在

便仓造下的花园，如今还在，园中有天下
奇珍的枯枝牡丹。

李汝珍说，枯枝牡丹是武则天留下的
“甘棠遗爱”——这是个生词，我似懂非
懂，但我理会，这枯枝牡丹是祖宗留给后
代子孙的念想。

故事既然与我的祖宗有关，这书得好
好看一看。

全书共一百回，午休能利用的时间，
也就四五十分钟，能看个八回十回。四天
之后，约莫读完三分之一，那天，离开书店
之前，突然多了个心眼：这本书，架上总共
一本，假如下午或明天上午被人买走，岂
不是就没得看了。一本书，一本于我有特
殊意义的书，才看到一小半，就好像一顿
美餐刚吃出滋味，碗就被人端走了，多扫
兴，多遗憾。怎么办？我灵机一动，没有
把书插回书架，而是把它藏在前排书和后
排搁板之间的空当。

隔天，准时前往，把书从藏匿处取
出。看了没几页，营业员走过来了。这是
一位高瘦白净的男子，他指了指我手里的
书，说：“这本《镜花缘》，我昨天找了一下
午，都没找到，你是从哪儿拿出来的？”

我指给他看藏匿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把书藏在那里？”
“因为……”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喜

欢它，怕没读完，被别人买走。”
“但你这样一来，就妨碍了我们营业，

万一有人要买，不是就买不到了。”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我……无言
以对，面红耳赤。

营业员熟悉我。小镇就这么大，谁不
熟悉谁呢。我就晓得他姓殷，他的妹妹、
弟弟和我同过学。他晓得不晓得我的名
字，难说，但我常来，逢到星期日，有时一
待就是一天，他一定印象深刻。

见我无语，营业员突然改变了口气，
说：“你今天看完，就插在书架上吧，万一
有人买走，没关系，店里还有一本库存，保
证你下次来了有得看。”

我真的很感动。
又花了四天时间，紧赶慢赶，总算把

《镜花缘》读完。长舒一口气。我的运气
真好，今天刚读完，改天，这书就被他人买
走了。此后，也没见补上新书，敢情连库
存的那本也卖掉了。

事后——过了很久的事后，我在一位
亲戚家作客，偶然碰上了书店的另一位营
业员，女的，我从她口里得知，那天上午，
在我把《镜花缘》藏起来之前，学校的马老
师恰巧也看中了这本书。他犹豫了一下，
因为要去教育局开会，打算下午散会，再
来买。他还要挑其他的书。当他下午来
时，怎么也找不到《镜花缘》。“老殷和我都
确信没有卖出，那么，难道是被人偷走
了？我们知道你在看那本书，也相信你不
会偷——这个镇上的学生，数你最用功，
哪天你没来看书，我和老殷还会念叨你。
第二天，你又来了，手里又捧起《镜花
缘》。老殷向你问明了情况，就跟马老师
打招呼，让他过几天再来取。”

“殷大哥跟我说，店里还有一本库存
的呀。”我问。

她笑笑：“那是骗你，不，安慰你的。”
一本《镜花缘》，使我留住了那一代

人，那一份自由阅读的空气，那一坨凝固
在时间之外的时间。

16年前的那个2月14日，我获得一项文学奖，领到一
笔奖金，很兴奋。便跟妻子说：“咱们也像年轻人那样去
看电影、吃西餐，过个快乐的节吧。”性格开朗的妻子满脸
微笑：“你我都是人到中年，也该浪漫一把了。”

我们走进多年没
来过的电影院，看了一
场老电影，都有回到青
春岁月的感觉。出来
后，我给女儿辛昕打手
机，问哪家西餐馆好。
辛昕说：“你们就去俄
罗斯餐厅吧。”这家餐
厅在中央街拐角处，灯
火闪烁，彩绸飘荡，装
饰得别有特色。餐厅
内四周排满小餐桌、火
车座，中间是宽敞的舞
池，回旋着俄罗斯优美
的爱情舞曲。我和妻
子吃煎烤牛肉、黑白鱼
肠 、水 果 沙 拉 和 煎 鸡
翅 ，还 享 用 了 顶 级 的

“库利契”蛋糕，颇有几
分小资情味。而那几
口洋酒，让我们顿生激
情，都想翩翩起舞了。

在服务员的热情引领下，我和妻子手牵手进入舞
池。她跳年轻时就会的俄罗斯“奥赛舞”，我打着口哨学
跳俄罗斯男人舞，没想到吸引来好多目光。当我们相伴
舞蹈时，有人竟欢呼鼓掌，叫人心悦情爽。我想，这是姑
娘小伙们欢迎我们这对中年人跟他们一起快乐欢聚。妻
子说，年轻时也没这么浪漫过，真的开心痛快。

坐下来休息，妻子发现有人送花，就羡慕地呆呆观
看。这个时候，女儿辛昕兴高采烈地来了，她给我们献上
一束美丽的鲜花。我和妻子欢快至极，在大庭广众前，亲
近而又甜蜜地走进女儿端起的镜头，仿佛又年轻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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