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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丰子恺，我们都知道他是以
漫画闻名于世，但在他成名之前，中
国基本上没有漫画，画家绝大多数都
是工笔或水墨画家。而丰子恺巧妙地
融中西画法为一体，创作出了独具一
格的中国式漫画，所以他一度被奉为

“中国现代漫画创始人”。其实除了绘
画，丰子恺在文学、音乐、书法、翻
译等领域均有所建树，是一位多才多
艺的文艺大师。其中他的多篇散文，
如《手指》《白鹅》《竹影》《山中避
雨》等均被编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中。
他的文字犹如他的画，朴实风趣、清
新温暖，处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在
他笔下，经常会出现馄饨摊、豆浆
铺、理发店、茶水房，他的笔触始终
聚焦在普通人身上，围绕着人的喜
忧、离愁、伤感，以及层出不穷的社
会问题。

《日月楼中日月长》一书，是丰
子恺老先生的家庭影像、随笔、漫画
精选集。此书可以说是丰家极其珍贵
的私人影像合集本，由丰子恺女儿丰
一吟授权，全面收录了丰子恺与家人
的私人影像80余幅、丰子恺童心散文
30篇、童趣漫画数十幅。家庭影像与
散文、漫画互为映衬，童心童趣、朴
讷明亮、舐犊情深、真淳深永。一本
书浓缩一生经历，阅尽笔墨精华：一
个与人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
洁无垢的孩子的心。

丰子恺一生移居过许多地方，漂
泊的生活却始终没有扰乱他超逸的心

灵和对家园的依恋。每到一地，他总
要因陋就简营造一个宁静而温暖的
家，并为这个家园取一个意味深长的
名字。日月楼是他在上海陕西南路的
居所，因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三面
有窗，上方还有天窗，可观日月星
辰，别有一番兴味，丰子恺便将此寓
所定名为“日月楼”。不同于之前的
颠沛流离，日月楼里的生活恰似一段
温暖闲适的静好时光，一窗馨香沉醉
的桂树香气，浸透了丰子恺对家、对
亲人浓浓的爱与眷恋。

翻开书的第一页，映入眼帘的就
是丰老手持毛笔，全神贯注地进行漫
画创作的场景。他的眼神极其温柔和
蔼，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慈爱，他笔下
的小人就是生活在他周遭的孩童们，
喜悦、幸福之心溢于言表。在丰老的
作品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儿童”。
他爱儿童、画儿童、写儿童，发自内
心地去观察儿童，愿意以平等的姿态
去对待儿童。他把孩子当作自己的老
师，从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不足，从
他们身上学习纯真质朴的人生观，他
用一颗儿童的心来创作艺术，又用一
颗艺术的心来爱儿童。

尤其在《儿女》这一篇中，丰老
写过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话：“近来
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
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
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
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
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可
见儿女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牵绊。

丰老对儿女深沉的爱浸透在生活
中的每一个细节里。他在上海独居的
时候，把剩在灶间里的各种杂物以及
其他家常零星物件都悉数送给了帮他
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却
唯独留下了 4 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
子，以慰自己的思念之情。他把鞋子
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每每看到的
时候都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
好几天后，邻居的友人过来闲谈，说
起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迫人时，他才
意识到自己的痴态，把鞋子都拿掉
了。

虽然丰老也会常常怀念悠闲宁静
的独居生活，但当他一回到故乡的平
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时，他
又不禁自伤了起来。“因为我那种生
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索，

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
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
的，病的，残废的。”他在文中也不
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孩子面前是个“残
废者”，甚至觉得自己受不起“父
亲”这个称呼。在他眼中，“天地间
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
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
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
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
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
了。”

丰老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常常
能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当好动
的孩子们爬上他的书桌，破坏他的构
图，损坏他的器物，洒了一桌墨水
时，虽然他也会下意识地呵斥他们，
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
小颊，但立马就后悔了。“哼喝之后
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
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
为抚。”然后他开始反思，要求孩子
们的举止同自己一样，是何其乖谬。

“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
真朴活跃的元气，岂像我们的穷屈？
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们的
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贼这天赋的
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
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
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
样，何其乖谬!”对比我们生活中的大
部分家长，往往都是站在大人的高度
教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合
规矩先教训一顿再说，鲜有像丰老这
样换位思考、自悟其非的。

而谈到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丰老
也有自己的见解。“世人以膝下有儿
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
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
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
朋友。”丰老认为朋友之情是一切人
情的基础，所以他把孩子也看作是自
己的朋友，而不像很多父母把孩子视
为自己的所有物，总是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孩子身上，处处控制孩子的生
活。丰老能放下家长的姿态，透过孩
子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或许这就是
他的作品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吧。

日月楼是丰子恺一生中居住时间
最长的地方，他在此定居，直至终
老，而日月楼里的那段天真岁月也被
永远珍藏、留念。 张思寒 文/图

《日月楼中日月长》：
用一颗童心感悟生活

《野地里来，野地里长》是叶
开的最新散文集，按照内容分为

“童年”与“少年”“世界”与“滋
味”四个部分。单看《野地里来，
野地里长》的书名和封面，我的鼻
尖就仿佛嗅到青草的气息。一个个
方块字如一株株小草，在山坡上肆
无忌惮地长着，长成年少时烂漫美
好的乡村时光。我因之而念及熟悉
的乡村中的一切，树林、河流、湖
泊、田野。正因为如此，叶开笔下
许许多多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并不
一闪而过，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
反复出现。

“那些童年，我和小伙伴们如
一只只丝瓜、南瓜、瓠瓜，顺着粗
藤结在树枝上，高高低低，大大小
小。攀在大榕树浓密枝叶上，和飞
鸟一样起落，栖息，眺望远处那些
看不清楚的风景。”在树上生活过
的猴孩子需要仰望的，只有头顶的
日月、蓝天、白云。“整个世界只
有我和父亲两个夜游神，在沉默中
撞开夜浆，慢慢地行走着。小煤油
灯发出的微弱光线被黑夜吞没，乡
村夜晚被映衬得更加漆黑。”这是
乡村孩子才有的乐趣，这是有童心
的父亲才有的引领。拥有童心的父
亲同时还是擅长讲故事的父亲，他
在开讲故事之前燃起的稻草棒冒出
的浓烟，此情此景是城市中无法复
制的。如果没有乡村的夜晚包裹着
父亲的讲和猴孩们的听，20世纪70
年代的十年光阴一定称不上“黄金
般美好”。在乡村大地上玩耍、游
走，在父亲的故事里遥想、感受，
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这种快意、自在，这种紧张、
温馨，只有在乡村世界里才有机会
遇到。它们勾连起我年少时诸多似
曾相识的往事。我因叶开的乡村记
忆而深刻地意识到，那些年少时总
是不断向往远方的人，待到踏上远
方的土地时才会深刻地意识到乡村
的美好是别的地方无法复制的。如
我这般曾是乡村少年的读者们，读
《野地里来，野地里长》定会强烈
地感同身受。

“野地”首先指的是叶开的故
乡，它位于雷州半岛的廉江县坡脊
镇，这个在叶开眼里地理方圆比芝
麻还小的小镇。可是再小的故乡一
旦被写进文字里，都会变得无穷大
无穷宽广。他在“童年”和“少
年”两辑里写了许多悠游自在、潇
洒自得的美好时光，我在不胜向往
之余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叶开写
得再丰盛再畅快，都只不过是故乡
这口井里舀出的一瓢水而已。乡村

野地里的美好际遇是叶开一生行走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除
此之外，“野地”还包括叶开行走
人间大地时或短暂或长期逗留过的
许多地方。故乡之外的野地同样是
独一无二的，却又是叶开眼里故乡
风物的反射。他在这些天地里找到
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与亲切感。离开
故乡走向四面八方，写故乡也写四
面八方。叶开说：“我一直喜欢走
不同的路，在不同的森林田野中穿
行。”

如果说读叶开关于“童年”和
“少年”中的文字，耳畔总是回响
着欢声笑语的话，那么咀嚼他“世
界”和“滋味”中的描述时，我的
心中常常剩下一片万籁俱寂的宁
静。在身旁绕转的麦田、挂在天边
的淡淡斜月、出现在视线里的亮得
温暖的绿色，都有让人把喧嚣摒弃
在外的魔力。宁静比热闹更加内
敛，更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叶开
在德国乡村行走时遇到的那株高大
丰蔓的菩提树，它那伸展自由的样
子和那难以言尽的魅力被他用极具
嚼劲的文字记录下来。“我每次散
步经过，都想给它拍照片，但每次
拍完都不满意。你就是不能从这镜
头中，看到真正的菩提树原貌。它
必得在自然的山坡上，在那高邃的
天穹下，才显出自己的原貌来。”
这株让他安心的树，必有遥远的亲
人在叶开的故乡里落地生根，生根
发芽，枝繁叶茂，否则怎会让叶开
有欲言又止的冲动？

在自然中待得久了，回到人群
里，会愈发感受到自然和人群的双
重美好。在原野里漫行着，会有把
其中的种种美好分享给他人的强烈
冲动。望着一波又一波袭来的海
浪，眺望无穷无尽的地平线，任何
人都会感觉到自身的渺小。这是我
从叶开散文集中检索出的哲思几
缕，它们对我这个日日在人群中辗
转的人来讲，实为静心的药剂。对
多数人来讲，从乡村走向城市是环
境的变迁、年齿的增长，是心房里
的成熟、世故、圆滑渐渐代替纯真
与清澈。对如叶开这样的作家来
说，心房中必有一个私密的角落里
驻扎着年少时的绿水青山和欢声笑
语。“三十年后，被平地各种规矩
打磨成了中年男人，我假装沉默寡
言温良敦厚，只在温风细雨的夜
晚，给女儿讲小时候在树上的生
活。”

也许是生活在上海这样节奏过
于快捷的大城市里，让叶开时常心
生无所皈依的恐惧感？又或许是辗
转于各种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里，
让叶开被沉重、滞涩的虚无感所笼
罩？“人们不再与自然发生亲昵关
系，而是侵占自然、破坏自然、远
离自然，成了自我抛弃、自我放逐
的浪荡子。”深知这一点的叶开，
借助回返故乡、经由寻找大自然在
心中开了一扇天窗。这部素面且素
心的散文集，让人读后有陷入沉思
的魔力。

“乡村孩子没那么多讲究，野
地里来，野地里去，吃饱喝足后就
像野狗一样到处乱逛。”野地是纯
天然的，有种种美好，也伴随种种
险情，故而精彩、刺激。当乡村孩
子变成城里人之后，只要愿意不也
可以经常置身于野地里吗？钢筋水
泥丛林里，人与人之间身体空间逼
仄、心灵空间荒寒，可供现代人反
刍的精神空间少之又少。之所以如
此，原因便在于我们太过讲究，讲
究生活中关乎物质层面的规格和水
平，不在意精神的健康与心灵的舒
适。岂不知精神和心灵的健康，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的深情眷
顾。叶开的 《野地里来，野地里
长》绝不仅是关乎故乡的回望，它
还是提醒现代人关注精神走向的启
示录。野地里吹来的风不仅来自年
少时的乡村记忆，还应来自于人们
主动寻觅的美好天地里。惬意的野
风吹呀吹，它吹拂过的地方草儿生
长，花儿盛开，芽儿嫩绿，鸟儿争
鸣…… 张家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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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我跟丁利尚未谋面，收
到他寄赠的散文集 《远去的村庄》，
从中读到故乡的人马牛羊风雪草树，
仿佛都是我自己的亲历。于是给他发
去短信：看远去的村庄，思亲想家。
后来，我见证他成为鲁迅文学院高研
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过程。
这几年，丁利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进
境。如果说《远去的村庄》是献给故
地亲情的恋歌，那么《鸟知道》则是
关切人与自然的诗篇。他带着乡愁的
叹息表达对生灵和生态的倾心，他以
亲情的歌咏关注人类的局限和整体性
命运。不变的是情感的质朴、认知的
通透，从土地到大地，他写作的格局
更趋阔朗，也更有内在的接应，于
是，在《鸟知道》里，容纳万物与时
光，并让这一切在人的心地上生长流
转。

早在先秦时期，以《诗经》为代
表，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表现为自然
与人同情共生之“道”。巧的是，首
篇《关雎》就是以鸟儿领唱的。关关
之音无不是人的心声。刻意将鸟鸣与
人意分开的看法，是与古风相悖与先
哲相左的愚氓之见。在庄子那里，鸟
更是自由生命和逍遥神性的象征。

《鸟知道》告诉我们：“人是否亲
近自然，鸟是最好的见证者。”鸟是
天地间的生灵，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
征象。吉林西部有许多全国闻名的生
态景区。向海、莫莫格、嫩江湾、月
亮泡、牛心套保、查干湖等湿地，蒙
古黄榆、百里杏花林、茫茫芦苇荡
……这里曾是“东北水乡”，当然也
是大小鸟儿的乐园，但由于种种原
因，曾经成了“旱海”，不仅农牧业
受到严重影响，鸟群也随之稀疏。
2012年，河湖连通工程开启，人鸟相

亲的和谐图景得以重现。丁利描写了
家乡的生态变迁。

在丁利的笔下，长白山有“呼
吸”、城市会让你“迷路”、燕麦田长
出“本色”、瀚海文学涌来“洪峰”，
鸟比人“知道”的多。无论是瑰丽神
奇的阿勒泰、奇山异水的湘西、层林
尽染的桦甸、杏花如海的包拉温都，
还是冰湖腾鱼的查干湖，对自然的深
情赞美总是与人的至美情感相伴相
生。

在《雪落向海》中，向海的开阔
蓬勃与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林宝庆的一
生融在了一起。在 《还是那片芦苇
荡》中，童年有太多美好的记忆都发
生苇塘内外，而当她重新恢复生气的
时候，“我”故地重游，竟然遇到了
童年玩伴的女儿。丁利就这样舒缓拉
杂地讲述着他与家园的故事，让自己
的情感水波苇浪般涌入家乡的自然情
境中。

时光也如飞鸟，黄鹂鸣柳，白鹭
翔天。有什么飞去，又有什么飞回？

《门里门外》《眼前飘来一道鞭
影》《雪痕》等几篇对亲情和生命的
体味令人动容。《门里门外》中，小
时候父亲那顶“挂在老屋墙上麦秸编
制的草帽”，曾使“我”在迷途时找
到了家；“我”曾埋怨有知识的父亲

“不事农活、不会疼人、不主家事”，
长大后才逐渐走进了父亲作为家长和
乡村文化承载者的内心。他拼力把六
个子女养大成人，而后又失去了爱
人，十余年忍受帕金森病的折磨，他
的喜怒哀乐、眼神、手势、话语、走
路的样子都影响着“我”的长势。丁
利的长散文具有小说质素，此篇完全
可以进一步写成有关父亲和土地的长
篇小说。他在表述人间朴素情感的过

程中，富含自然的魅性、人生的真谛
和文学的肌理。

还有《眼前飘来一道鞭影》，写
了一匹枣红马的一生，更写出了在困
难的日子里一个家庭的相亲相爱。分
田到户后，枣红马走进“我”的家
中，“生骒子”逐渐收敛了自己的狂
傲，也逐渐适应、理解、融入贫困的
家庭。驯马、放马、喂马、找马、葬
马……一匹马见证了六个孩子的成
长、母亲的病故、日子的难熬。绵密
入心的故事发生在至真至美的自然人
间。

爱自然，又不以自然至上观诅咒
人类；爱人类，又不以人类中心论盘
剥自然。所谓悲天悯人，放到人与自
然的健全关系中思虑，都会有更深远
的理解。道法自然，其实就存在于最
日常也最可珍的“原乡”里，成人后
如果你还能够拥有童心童眸，自然生
灵与人境时光的衷曲就会一直与生命
的脉动同在。《鸟知道》就是个生动
的例证。

施战军/文

丁利《鸟知道》：
自然生灵的衷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