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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东面对着两个海，与
此同时，也面对着两个上海。

两个海怎么讲？东海也，
爱琴海也。“要让纸鹤们认清海
流”。可参读《纸鹤》。陈东东
这首《纸鹤》，堪比陆忆敏那首

《墨马》。墨马者，诗也，纸鹤
者，亦诗也。

却说东海，汹涌着个人、汉
语或传统；爱琴海呢，则汹涌着
埃利蒂斯或欧洲。

两个海都是诗人的心脏，
换句话说，他有两颗心脏。一
颗心脏，引导诗人经两宋回到
六朝。可参读《旅途寂寞里读
几首宋诗》和《买回一本有关六
朝文人的书》。另一颗心脏，引
导诗人从中国去往欧洲。可参
读《从十一中学到南京路，想起
一个希腊诗人》和《诗人普宁在
巴黎过冬》。

东海，只有龙王；爱琴海，
才有海神。当诗人写出《海神
的一夜》，写到海神的蓝色裸
体、三叉戟和他的夜生活，我们
应当晓得，西风已经压倒了东
风。

有的读者——比如柏桦先
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看
法，并举出《独坐载酒亭。我们
该怎样去读古诗》。这首诗，诚
然，曾经唤醒柏桦的古典之心。

陈东东的本意，却恰好相
反：山高，月小，苏轼有苏轼的
诗句，我有我的眼睛——当然
还会借用埃利蒂斯的眼睛。埃
利蒂斯——通过李野光先生译
出的《俊杰》——给诗人带来了
什么礼物？神话，还有超现实
主义。

超现实主义各要素，比如
幻觉依赖，比如呓语，比如潜意
识和自动写作，在陈东东这里，
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将近结
束的时候，写作才变得明确、坚
定，并且成形了。它对于开始

会是个惊奇，运气好的话，则会
是惊喜。”陈东东与柏桦的分
野，至此豁然开朗，后者醉心于

“汉语”，前者则痴人说梦般地
锻铸着“现代汉语”。

然而，不是超现实主义，而
是埃利蒂斯，给了诗人“几乎是
一辈子花不尽的银子”。陈东
东可以超现实，可以超验，可以
唯美，也可以形式主义。“想象
力的重要性永远要大于思想、
主题、情感、经验、洞察力、分寸
感、创新意识或革命性。”可参
读《雨中的马》《远离》和《形式
主义者爱箫》。

可见，对诗人来说，种种主
义，都是色彩，种种色彩，皆非
囹圄。这是两个海。

两个上海怎么讲？眼前之
上海也，心中之上海也。

前者乃是现代的、肉体的、
空间的上海，医院、工商银行、
游泳池、玻璃或运水卡车的上
海。后者则是前现代的、灵魂
的、时间的上海，旧梦、逸闻、寓
言、传奇、幻想、春风沉醉或作
为某种遗址的上海。

1986 年，诗人离开十一中
学，调入工商联，就从现代的上
海转移到了前现代的上海。是
的，他的复古的办公楼，既有柱
廊，亦有回字楼，位于黄浦江和
苏州河之间，怎么说呢，往往也
位于现实、历史和隐喻之间。

钟鸣先生曾造访这栋办公
楼，并写出《走廊》，“如果有什
么使别人坐立不安，那肯定是
他的枯坐”。陈东东也写出《回
字楼》，“广场的大理石覆盖着
地下金库，那里面贮满了金条、
银元、英镑和鸦片”。诗人已经
恍惚，钟鸣则觑破了他的孤闷
与深心。是的，陈东东的写作，
就是要用“传奇”敲碎那无穷而
锃亮的“玻璃”。

两个上海吵起来啦，诗人
手无寸铁，却平静地退入了那
个眼看就要输掉的阴影浓重的
上海。

钟鸣称陈东东为“都市形
式主义诗人”，实则呢，当诗人
面对两个上海，其“形式主义”，
反而被“都市”冲缺了堤岸——
这倒是值得尤其注意的现象。

是时候了，借助两个海，两
个上海，我们已经可以辨认出
陈东东的矛盾：一方面，他借埃
利蒂斯校对了古典；另一方面，
又凭前现代反对了现代。说矛
盾，也不矛盾，诗人就需要这样
的相互勒紧的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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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五凤，繁花似锦，风景如画。
然而，对于五凤人来说，最让他们自豪
和怀念的，是那些散落于大街小巷中的
古井：传说的龙凤井，传奇的齐沿井（奇
缘井），神秘的仙泉井，古老的绞子井。
这些井，不仅是五凤人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古镇历史变迁的见证。

在众多古井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凤
池边的半山井。这井，五凤先民称之为

“仙人泉”“老人泉”，现在俗称“半山井”。
漫步凤池，垂柳依依，怪石嶙峋，茅

屋轩榭，花重似锦。花柳下一眼木栏高
台的绞子井格外显眼。

两百多年前，一群江西老表筚路蓝
缕而来，选择在这沱江边繁衍而居，但因
地处山区和地质特殊，山涧缺水。于是，
这里老乡每家每户就在河边“掘沙成坑，
沉箩为井”，用箩筐隔离水面杂质，再从
箩兜中取水担回家。这样的水被当地人
称为“箩兜水”。民谣中“吃的箩兜水，爬
的石梯梯”，就是当时五凤先民饮水困难
和生活方式的写照。而到洪水季节，这
里连“箩兜水”都无法饮用。

当时，这里有一户周姓人家，家中
有三个儿子，个个忠厚老实，只因当地
缺水导致家境困难，老大老二几次相亲
未果，错过婚期。老三生性聪明，乐于
助人，媒婆多次提亲，姑娘都以各种理
由拒绝。老三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
法改变这一现状。在他的带动下，村里
的年青人跟随他四处寻找水源。半年
过去了，一丁点水源都没看见。同伴们
打起了退堂鼓，老三毫不气馁。一天，
老三早早地出门了，在烈日下四处寻找
水源，转悠了大半天，仍然一无所得，就
靠在一棵大树下歇息。忽然，一长须慈
祥老者出现在眼前，口中反复念道：“山
嘴对山嘴，嘴下有好水”，只见老者指指
天，跺跺地：“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老
三正纳闷间，老人转瞬已不见踪影，老
三大叫一声：“有水了！”喊声却将自己
惊醒，发现原来在梦中。村中长者说这
应是“仙人指路吧”，一语点醒梦中人，
老三立即带领乡亲们按梦境所指搜
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真在山嘴下找到
了水源，很快打出了一眼水井。几年后
老三又带领年青人将村中的路疏通，方
便出行。消息传到山外，很快有人托媒
提亲，成全了老三一段美满的姻缘。

随着沱江航运的兴起，五凤码头的繁
荣，五凤逐渐变成“移民的一方乐土”，“异
乡人”前赴后继来到五凤，置地经商，修房
造屋。有的建宗祠，有的兴庙宇，有的修
会馆。来自江西的老表也在这半山腰修
起了“江西会馆”，他们将自己的乡愁寄情
于这方山水，“溪上高楼祥光腾五凤，吴西
故国报赛聚同人”（馆内对联）。民国时期
当地的乡绅又利用江西会馆创办“五凤女
子学校”，每当散学后，一群女生鱼贯而
出。故此，这里流传着

“江西馆美女如云”的民
谣。她们毕业后一般会
前往简阳女中或成都女
中读书，上世纪三十年代
与哲学家贺麟同时代走出
五凤的才女陈瑞梅（毕业
于华大）曾就读于此校。

瓦屋山在哪里？
在我的老家，四川盆地西边的洪雅

县。秦汉时期，因为山中产铜，泛称为铜
山。《史记·佞幸列传》《汉书·邓通传》有
载。至宋代，苏轼《寄黎眉州》“瓦屋寒堆
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让瓦屋山之
名，广播神州。明代，四川巡抚赫卫则立
碑“建吕仙祠祀”，盛赞瓦屋山是蜀地“仙
山”。

一个“仙”字，道出瓦屋山超凡脱俗，
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名山的神韵。

仙山瓦屋，我心向往。然而，长期从
军在外，年过半百，尚无缘登临。今年春
才有机会前往采风，我得以偿还夙愿。

冒雨登上瓦屋山顶，雾气浓重，四野
茫茫。眼前，却草木蓊郁，如梦如幻。空
气无比湿润清新，深深吸一口，五脏六腑
顿时洗尽凡尘，神清气爽。沟壑山坡，古
木林立，冷杉、云杉、虬松、天师栗、四川润
楠等，粗大的树干上长满毛绒绒的泥炭
藓，透着沧桑仙韵。林中不时可见一些醒
目的标牌：观鸟最佳地，黑麂出没地，熊猫
实拍地等。可以想见，这片秘地仙境，不
仅是人类的至爱，也是动物的乐园。

山顶上是高山杜鹃花的世界。悬崖
边，山坡上，溪流旁，箭竹丛中，还有大树
的枝杈上，雾气散处，杜鹃花立刻映入眼
帘。或红，或粉，或白，或高或矮，或大或
小，或密或疏，层层叠叠，五彩缤纷。三四
百年前，明代诗人张维斗便在《瓦屋山赋》
中对此叹为观止。“炫晓霞之晕艳，剪天女
之绯裙。托根无着，令人忆望帝之猩魂。”
他笔下一个“炫”字，一个“剪”字，一个

“忆”字，画龙点睛，瓦屋山杜鹃花绽放之
灿烂，跃然纸上。

山腰的珙桐花也盛开。珙桐树被人
们亲切称作“中国鸽子花树”，被誉为“植
物熊猫”，是第四纪冰川遗留珍稀植物。
我对鸽子花并不陌生，在四川盆地周边山
区，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身影。然而，
像瓦屋山这么集中，这么大片，这么与漫
山杜鹃争奇斗艳，并不多见。鸽子花洁白
玲珑，掩映在绿叶之下。山风吹来，方才
崭露头角，像一群群白鸽，展翅欲飞，为瓦
屋仙境平添一种灵动。

雨中瓦屋山的主角，是瀑布。丰沛的
降雨，山顶平台保存完好的植被，让瓦屋
山成了一座水山。据统计，瓦屋山上有
108个泉眼，81道瀑布，72条溪涧，36处洞
穴，9条小河。我们采风期间，持续一周多
的阴雨，更是让瓦屋山到处淌水。一条悬
幡大瀑布，愈加磅礴壮观。

我们从钱窝子步行至双洞溪，近距离
观赏了三星瀑布和大法瀑布。两大瀑布
分别来自于山顶的鸳溪、鸯溪。潺潺溪流
从数百米高的悬崖奔腾而下，撞在坚硬的
岩石上，轰然迸溅，如花，如玉，如珠，声如
雷霆，充满一往无前的洪荒之力。

两天雨游采风，云中穿，雾中行，双腿酸
痛，我们依旧兴致不减。只是未能一睹瓦屋
仙山的全貌，让我们心存遗憾，意犹未尽。

然而，第三天清晨，当我们踏上归程，
瓦屋山突然在我们车窗外神奇现身了。

云雾飘动中，先是露出东边一角，后
是西边一角，然后隐隐约约现出桌山轮
廓。这就是陆游诗中的“山横瓦屋披云
出”啊！我们在车厢里欢呼一片。

旅游途中，美食令我大快朵颐，美女使
我眼睛一亮，美景让我放声吟哦。这或许
都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在夏季的森
林，听蝉儿鸣噪，却另有一番味道。

那年盛夏，我和好友川平兄上峨眉山，正
年轻力壮，便全程徒步。从报国寺出发到金
顶，需要一天时间。我俩开始还雄赳赳、气昂
昂，川平兄还不时引吭高歌。但随着时间的延
长，我们的步伐愈来愈缓慢，汗如雨下。在路
边休憩时，我听到响亮的蝉鸣，此起彼伏。

科普一下，其实，雄蝉才蝉鸣，这家伙
每天唱个不停，是为了吸引雌蝉来交配
的。此时，我童心大发，站起身来，去观察
树上的蝉儿。果然是深山之蝉，无人惊扰，
也就胆儿大，不像城市树上之蝉躲在树干
上部分，而是树干上树干下都有。这蝉个
头不大，颜色偏绿，叫声响亮。我发现雄蝉
的下方，都有一两个雌蝉。雄蝉比较警觉，
我悄悄上前抓了两次，它们都飞走了。

终于在一棵树上抓到一只雄蝉，这家
伙不甘束手就擒，嚷嚷得厉害。我和川平
继续前行，这蝉儿捏在手上，算是醒脑提
神。这时，后面上来了仨姑娘，模样清纯，
有点像大学生。她们被蝉噪吸引了，停下
脚步，其中一位说：“哎，蝉子！叫声好大
呀！”另两位也走拢仔细端详，一位姑娘笑
道：“我小时候捉过蝉，多好耍的。”

见有美女围观，我也来了精神，把蝉儿
的一侧薄翅捏着悬空，蝉以为有机会逃跑，
扑腾鸣叫得更厉害了。几位姑娘也笑得脸
若桃花。我把蝉递给一位高挑姑娘：“同
学，来，送给你。”姑娘大着胆伸手去摸蝉，
蝉受了刺激，又拼命嚷嚷，还从腹部处分泌
射出一些液体，吓得姑娘赶紧后退。另一
位姑娘说：“哥，把它放了吧，挺可怜的。”我
递给她：“好啊，你来放生。”姑娘迟疑了一
下，小心翼翼接过蝉，往空中一扔，那蝉惊
魂未定，又高声叫了一下，便朝树丛中飞
去。仨姑娘兴高采烈，朝我们挥手道再见，
蹦蹦跳跳而去。

后来，很少再这样和蝉亲密接触。到了夏
季，听蝉声已习以为常，可谓无蝉鸣而非夏天。

最近一年之夏，我们一家三口到大连去
玩。我们登上大连棒棰岛后，沿小路而行，
这里蝉子特别多，噪声震耳。在著名的棒棰
岛宾馆附近草坪里的树上，我听见许多蝉儿
在比赛一般高唱。看来，昆虫世界，求偶也
是费尽心思。儿子兴趣来了，喊我和他一起
捉蝉玩。老夫聊发少年狂，我欣然应允。

这儿的蝉个头不大，精气神十足，而且
基本都在树干下面，很好捉。雄蝉们翘着
屁股，声音此起彼伏，完全沉浸在吸引雌蝉
之中。不到半小时，我捉了十多只蝉。

蝉们在塑料袋里扑腾鸣叫，吸引了不
少小孩的眼球。一位妈妈牵着几岁的儿子
来围观：“先生，你太厉害了，逮了这么多
蝉，我老公一只也没逮着！”我从塑料袋里
抓出一只，递给她儿子，小家伙很高兴，拿
着蝉当宝贝一般。立马又围上几个小朋
友，都向我伸出了小手。儿子也很大方，一
一分给他们。一个小女孩刚拿到手，一不
小心，蝉就飞了，她一下哭了起来，儿子又
递给她一只，小女孩破涕为笑。

看着剩下的七八只蝉，儿子说放了它们
吧，本来也是捉了玩的，肯定要放。儿子打开塑
料袋，往外一抖，蝉们吱吱叫着，朝四面八方飞
去，继续下一轮幸福“约会”，哈哈，自由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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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老师说：
“请把和考试无关的东西放到讲台上。”

我就很想把自己放到讲台上......

3分天注定
7分靠努力

剩下90分就靠老师了！

不要让一张考卷决定你的未来，
毕竟高考有几十张考卷。

考试时“惠”不会写，兴奋地打开瓶盖，
满以为是“谢谢惠顾”，居然是“再来一瓶”

高考不用太紧张
一回生二回熟

回想当年差五分上清华
录取线695，我考了69

我喝酒是想把学习的痛苦溺死
但这该死的痛苦却学会了游泳

大学生活
以为我只是颓废
进入社会才知道
我早已报废……

学生时期琴棋书画不会
工作后洗衣做饭嫌累

结婚前一定要伪装到位

每次考试我都默默念叨：
考试考不好不要紧，还有补考
补考再不行，还有重修……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快要考试了，

别人在复习，自己在预习。

上午看的，下午忘
下午看的，晚上忘
看完一门忘一门

看完一门还有一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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