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夜，写给科恩
菲雨

知道你的名字时，82岁的你已经去了天堂。
还好，就在你刚刚离开的11月，某个初冬的夜晚，我遇上你

的声音。 仿佛，此际你的生命余温尚存，火焰未尽，在最后的光
影里，我得见你的音乐天堂与庙宇的模样，得见那个已飞越人
间，被死神的雷电缠绕的黑色魂灵，在巨大而暗淡的廊柱间飞
翔。

莱昂纳德·科恩, 你这来自加拿大寒冷小镇的犹太富家浪
子，希腊海岛上洒遍女人记忆的行吟诗人；你这60岁了还要去
洛杉矶东郊的秃山上修行，5年后又拖着装了上千首诗歌的旧
皮箱下山的“自闲和尚”； 你这74岁了还要被女人骗到一无所
有，不得不巡演挣钱养家的摇滚老男人。今夜，我能不能用你的
歌名“我是你的男人”唱一次，你是我的音乐男人。

哦，你的声音，我几乎难以找到合适的字句来描绘它，我只
觉得惟有爱情激发的生命深处的神秘力量，可以契合它在冬夜
突然降临小屋的那个瞬间。特别是你在这世间无人可比的低音
吟唱，那是灵魂深夜迷醉的呻吟，带着极细微的尾音，如划过天
空的流星光弧，沉落深蓝的湖水，化做千万点水波星光。“万物
皆有裂缝，因为光要进来”，现在，这光就是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要四面八方地钻进来，又要纤手纤脚地钻出去。 我觉得灵魂如
同被月光和日光一同清洗过， 变成一株熟透的麦子， 金黄、饱
满。 它被你低回百转的声音千磨万擦，竟如同被阳光慢慢炙烤
成一块膨起的面包，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甚至，还可以听到那滋
滋的轻响……

我盯着你的那双眼睛。这一夜，我只听你的声音，未敢细看
你的面容。 在我的电脑屏幕上，你只露出一顶粗呢帽下的一双
眼睛，盯着一位在你死后才得知你盛名的倾听者。 我把这双眼
睛，当成你惟一被赋形的声音呈现于世。 它显然是一位老人的
眼睛，不复青春时期肆意放胆的波光，它细长、内敛，含着知晓
将要离去的悲伤。

这一生，你一个人活出许多
人的面目：诗人、作家、歌手、画
家、瘾君子、情圣、和尚……难以
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你，你的一
面也是多面， 多体即是一体，好
比你经历如此斑驳繁杂的一生，
我却在你老去的眼睛里看到童
贞。 我慢慢将鼠标往下拉，让你
的眼睛、鼻子、脸颊、嘴唇慢慢显
现，直到你的黑白头像占据我的
整个视野。

科恩，今夜，我听着
你的《哈利路亚》，一遍
又一遍。 然后，我再
唱给你听。

荆墨

由冯小刚导演、范冰冰主演的《我
不是潘金莲》，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
描绘了农村妇女李雪莲10年正名之路。
影片中，李雪莲想纠正一句话，也就是
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不承想却难上加
难，事情变得错综复杂。 影片向观众展
现了现实生活中荒诞背后的信任缺失。

影片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
真切的生活常理。 李雪莲告了10年状，
就是为了纠正一句话： 我不是潘金莲。
当她开始告状时，突然发现她的离婚案
变成了另外一件事，就像滚雪球一样出
现了其他那么多件事。 这个逻辑本来就
荒诞，但她却用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荒
谬，导致她告状失败。 到最后，有个人忽
然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个史为民就因此
达到了他的一个小目的。

影片中，李雪莲上访10年也没把话
说清楚， 而史为民在过年前路过北京，
买不到火车票回家，但他不得不回家陪
即将住院的老朋友打一场麻将，于是假
装要上访，被押回了老家，顺利达到目
的。 通过两者对比，能让人有所思考：史
为民通过亲身经历知道荒诞是荒诞的，
他就用荒诞的办法来对付荒诞，李雪莲
却是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荒诞。

范冰冰演得特别好。 第一场找法
官，那一连串拉关系，会让你感觉特别
真实。 去找前县长申冤也没有撒泼打
滚， 这种不卑不亢的反抗非常强有力。

在牛棚外面蹲着自言自语时，那个背影
镜头也让人心碎。 某种程度上说，压抑
才能带来张力，她在整个电影里除了用
暖水瓶砸大头爆发了一下，其他的地方
把一个倔强到轴的人用符合常理的方
式演活了。

普通老百姓怎样才能平安度过一
生？ 恐怕真要像范伟扮演的果农说的那
样：“人啊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换棵
树！ ”这不是解气的思路，却是过得心里
舒坦的活法。

影片的结尾，没达到目的的李雪莲
想到了自杀， 她找到一棵果树准备上
吊，却被果农制止，劝说她到隔壁果园
上吊。 李雪莲扑哧一声笑了。 故事到此
结束，电影中并未交代她后来有没有自
杀。 不过，经历这么一场，她应该不会上
吊了，而且从此就明白了要用荒诞对付
荒诞的道理。

电影在内容上是现实主义的，在视
觉上是形式主义的。 冯小刚在不同阶段
采用了圆镜头、方镜头、宽镜头。 在基
层、在水乡就是圆镜头，去京城、在北方
就是方镜头，最后不告状了，天高地阔
是宽镜头。

有人说，《我不是潘金莲》和《秋菊
打官司》很像，其实不然。《秋菊打官司》
是在讲中国农民法制意识的觉醒，《我
不是潘金莲》讲的是官司背后生活的逻
辑，官司只是个由头。 荒诞戏里说现实，
笑谈人生辛酸事。

罗央其

吸引我迈进影院的，除了冯小刚和
范冰冰，还有些许好奇。

先请别评论作为学生的我合不适
合看《潘》片，这名字只是个噱头，内容
根本就不是少儿不宜。 所以，我和大我
30岁的爸爸一起观看的时候，一点没有
脸红与别扭。 这只是一个诙谐放松的情
景片，让人啼笑皆非，也让人深思不已。

故事情节很简单，讲述一个普通的
农村妇女李雪莲， 为了纠正一句话，与
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打了十年交道。 打
交道的过程中，她没有想到一件事变成
了另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 十
年过去了， 她没能把这句话纠正过来，
却饱尝了人间的冷暖。 李雪莲要纠正的
这话是她前夫说的。 她前夫说：“你是李
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 ”李雪
莲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话，十年。 李雪莲证明了自己
的清白了吗？ 没有。 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吗？ 不需要。 这故事与早年前张艺谋的
《秋菊打官司》有些相像，就是为了要个
说法、讨个理。 诙谐的背后掩藏不住黒
色幽黙，滑稽的影子下埋着理性，它以
喜剧的形式包装着严肃的思考。

也许你看到既当判官又接访的法
院院长的尴尬可笑；思考的是信访维稳
制度的不合理，看到县长市长对访民如
临大敌的无奈与窘态；也许还有人思考

的是人情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中遇到
的困顿，看到政府官员不作为不担当的
谴责讥讽。 但，我只看到了一个圆孔。

也就在这个圆孔里，我看到一个悲
剧的人物， 推动演绎一串荒唐的故事，
一个个滑稽可笑的场景，一个毫无意义
的结局……圆孔，就像一枚镜子，穿过
时光， 女主人公本可以有另一种写法，
可她人生最好的时光全部用来扯皮，一
手好牌被打烂。 她拼命地要向全世界证
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然而，有谁真正在
意她是不是潘金莲？ 就算议论，也不过
茶余饭后当个谈资。 绕了十年她才发
现，她以为的众人皆知，她以为的千夫
所指，只是在自己画地为牢的一个圈圈
里面。《潘》片让我想起了那只受伤的猴
子。 一只猴子的肚子被树枝划伤，流了
很多血， 它见到一个猴子就扒开伤口
说：“你看我的伤口好痛。 ”每个看见它
伤口的猴子都安慰它，告诉它不同的治
疗办法。 它就继续给朋友们看伤口听取
意见，后来它感染死了。 一个老猴子说
它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的。 因为它说一次
就痛一次，不如自己默默愈合。

生命短暂，不要和烂事纠缠，就算
全方位占理，也不一定要死磕到底。 你
的生活，你的生命，不该只是陷在一个
圆圈里。走出来，是另一片天。窗前的树
绿了一季又一季，门前的花开了一年又
一年。 而你，要站在原地吗？！ 影片给我
的教益也许在此。

阿剑的湖泊
彭见明

戴剑，笔名阿剑。 巴陵人氏。 湖南好像不兴叫
“阿”什么的，原来他在广州美院就读，从番地那边
拾个“阿”字来作了笔名。 我看他没有作古正经取
个要么光亮要么深奥的笔名去武装画的意思，不
然没有这么随便。他的画丝毫没有刻意的制作，很
放任洒脱的笔墨，浸染着似“阿”的平俗的随意成
分。

阿剑生长于巴陵老街破败不堪的古老的旧房
子里，这里有个天大的好处，举目便可看到浩瀚的
洞庭湖，呼吸的是水气、鱼腥气，稔熟了船夫渔佬
的生活方式，这些这些，与生俱来，伴随着他的成
长，我看中国当代画家中似他这样熟悉湖泊的，恐
怕为数也不多，况且，那是怎样的一个湖泊呵———
一个屈子的故事，一篇《岳阳楼记》，便足够阿剑拥
抱着他的湖泊而感到无比富足了。

不管阿剑如何构造他的艺术世界， 但最本质
的东西却始终不丢，那就是氤氲的水气、扑鼻的鱼
腥味和神秘兮兮的巫楚文化的沁透。“灵山多秀
色，空水共氤氲”，张九龄的诗意，成为阿剑笔墨自
觉的驱使。阿剑以其恣畅的水墨浸润，让水乡湿淋
淋地生动，使每个毛孔都感到快活。阿剑笔下的细
节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乌篷船、罾网、斗笠、鸬鹚、水
鸭、芦苇、渔人……意在造势，那势便是逼发一股
鱼腥味，俨如是站在湖边听闻到的那种。一个作家
也罢，一个歌手也罢，设若你描摹的湖泊，让阅者
闻到了水气鱼腥，你才算真正走进了湖泊。

显然，阿剑如果仅仅是画了湖，画像了湖，那
是远远不够的。负载着历史的沉重、流淌着湘楚文
化血脉的湖乡水泊，是广博的、厚重的、苍茫的、神
奇的、诡秘的……面对如此的湖乡水泊，阿剑是不
敢草率命笔。

透过阿剑的层层叠嶂的墨色和饱满充盈的画
面，以及文人画的情趣，分明隐藏着深邃迷离的东
西，那幽深的水廊、波廊和老墙古树后面以及更远
的地方是什么？ 那是要使观者不敢一眼带过的。 阿
剑讲述的故事是明白的，又是抽象的，是传统的又
是现代的，是根深叶茂的湘楚文化中的一族。

阿剑单纯、散淡、随和、不善交际、勤耕苦作。
对于画家，是好性情，可以沉下去做出很讲究的东
西来。

阿剑如今仍住在举眼便可见湖泊的地方，那
是他的田野。他是农夫，他很满足也很迷恋这种耕
作的乐趣，这很好，是真正文人情怀，湖泊的境界。

林日新

近两年来，邵阳市政府为了留下城市文化
的根，繁荣本土文化戏曲，举行“宝庆大戏台”
活动，已连续推出几十部大型戏曲，并在市内
巡回演出。 周末，邵阳市城西“楚雄大剧院”上
演了花鼓戏《福寿图》。

《福寿图》写书生王义进京赴试用资殆尽，
将祖传之物福寿图卖给了张孝，却不慎丢失了
卖图的银两。 张孝之父张耕儒将所拾银子归还
给了王义，王义感激涕零，十分钦佩张老汉的
为人，拜他为义父；张老汉回家后被爱钱如命、
忤逆不孝的儿媳妇赵氏赶出家门。 张老汉悲愤
交加，离家出走，四处乞讨，最后饿昏在石憨家
门口。 石憨是一个智商不高，只会下苦力，干任
何事都需要媳妇教导的呆子，但他和媳妇夫妻
恩爱，重情义，行孝道，有爱心，他俩收留张老
汉并认张老汉为父。 张孝带着赵氏千里寻父，
父未找到，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赵氏擅自将

张孝从王义手中买的《福寿图》换了石憨一个
烤红薯；王义金榜题名后做了知府，为了寻找
恩人，四处打听义父张老汉的下落，一次偶然
的机会发现了《福寿图》， 结果与石憨发生误
会，还被石憨打出家门；张孝与赵氏终于找到
石憨，张氏父子相见引起了更大的争父戏剧冲
突……张孝与石憨一行人等闹到了公堂，没想
到判官竟是当年卖《福寿图》的书生王义……
该戏最后以一个大喜剧结束。 此剧情节曲折，
悬念百出，妙趣横生，是一曲发人深省的传统
教育好剧。

这曲戏虽然是移植了兄弟地区的花鼓戏
剧目，但被邵阳本土的戏剧家们用邵阳话演起
来却“蛮有味道”———张耕儒的勤劳慈祥令人
钦佩，张孝的孝道至上令人感动，王义的知恩
思报令人鼓舞，石妻的能干贤惠令人羡慕。 这
些皆被演员们演绎得惟妙惟肖，很好地传播着
社会的正能量，让观众在观剧的快乐过程中获
得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戏中

唯一的反面人物赵氏泼辣自私、 贪财拜金、忤
逆不孝， 影射着当今社会的一些拜金主义者，
演员把这个人物表演得可恶可恨而又可怜，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值得一赞的是那个
饰演石憨的“小丑”演员，他把一个时痴时呆时
憨厚时弱智时固执时较劲时疾恶如仇时宽宏
大量的石憨，表演得憨态可掬、入木三分，他的
举手投足，一言一笑常令观众捧腹大笑……在
场观众无不为他的表演所折服， 散场后的回家路
上，人们仍然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石憨”———这
也是金杯银杯比不上观众的口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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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长

大凡志存高远者， 一般都会在喧嚣浮躁的闹
市中养就一种超尘脱俗的生活品位， 张智重就是
我所结识的书法界朋友中颇有这种特质的朋友。

智重跟我是湖南老乡，他虽一直在北京工作，
表面上多了几分京腔京貌， 但骨子里却还是一派
湘人本色，具有湖湘子弟特立独行、不媚世俗的精
神和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既表现在工作生活的
细节之中， 更多的则表现在其书法艺术创作的追
求上。

记得我们曾一起在上海博物馆参观中国历代
书画精品展， 智重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
很深的印象。他说，宋以前的书家墨迹，气象高古，
可仔细把玩，元明以下的书家作品，比起晋唐墨迹
来差得太远。 这种看法大概也是智重书法艺术追
求的一种自然流露， 而他的书法作品也具体展示

了他这种不为流风左右、不媚世俗的书法艺术追求的理念。
智重的书法创作以行草书为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巨

幅行草作品，写得洋洋洒洒，字字独立而神气灌注，没有半点
的矫揉造作和特别的谋篇布局， 而是在字形的俯仰变化和笔
道的抑扬顿挫之中强势地展示中国书法的传统功力和魅力，
细观其作品，大有“二王”之风。

大幅的行草书宜于气势的表现， 小幅的楷书则更显示书
家的功力和审美取向。 智重的小楷是我印象中颇具文人气息
的作品。 他的楷书取法钟王，楷法谨严而不失变化，格调高古
而自然生动，写得安静而有书卷气，有一种唐宋文人小楷信札
的韵味，可以把玩。

智重的行草书写起来心手双畅，挥洒痛快，大有杜甫形容
张旭草书“挥笔落纸如云烟”感觉，而其隶书则写得大气沉稳，
笔墨之间是处可见方劲古拙的意趣和汉代名碑的印迹。

可以说， 智重的书法都是在追求中国书法艺术的核心价
值和上乘境界，尽管这种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但我想，这种追
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欣羡的艺术实践，值得期待。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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