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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题画竹》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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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章谈古诗词

四十年来画竹枝，

日间挥写夜间思。

冗繁削尽留清瘦，

画到生时是熟时。

郑燮（1693~1765年），
是清代人，字克柔，号板
桥，江苏兴化人。他的诗、
书、画，被世人称为“三
绝”。他的父亲是私塾教
师，教好多的学生。郑燮自
幼随父亲读书，他的记忆
力非常强，所读的书都能
背诵。后来中了进士，出任
山东范县县令，其后又调
任潍县县令。他做官爱民
如子，有一年正遇上荒年，
他不顾别人的阻扰，开了
官仓，借给百姓粮食，救活
一万多人。当年秋天又歉
收，郑燮干脆一把火把老
百姓的借条全部烧掉。老
百姓感恩，可是有的官吏
告他私自开仓，结果被罢
了官。他离开潍县之时，老
百姓挡住路挽留他。后来

好多人家画了他的像贴在
墙上，还为他建立生祠。郑
燮做官12年，没有一件冤
案。他享年73岁。

兴化城东管阮庄有郑
板桥墓，1995年，已列为江
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
先生，称赞郑燮是“中国三
百年来最卓越的人物之
一”。郑燮诗，写得好；字，
写得美；画，画得妙！有人
说，他的这三绝中充满了
三真：真气、真意、真趣。他
的三绝都著称于世，其中
尤以画竹为佳。我们现在
就来学习他写的 《题画
竹》，看看他画的竹子为什
么那么受人称赞。

下面讲他的两个小故
事。

第一个故事：

据说郑燮辞官回家，

是“一肩明月，两袖清风”，

生活非常贫困，家里只有

黄狗一条，兰花一盆。一天

夜间，天黑风大，还下着

雨。郑燮还没睡着，发现小

偷进家了。他稍微想了想，

就朝里翻了个身，低声吟

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

上君子进我门。”小偷听

了，吃了一惊。可这时小偷

已经到了他的床边。接着

又道：“腹内诗书存千卷，

床头金银无半文。”小偷听

了，转身出门。只听得又吟

道：“出门休惊黄尾犬。”小

偷想，既然有狗，不如翻墙

而出。正要上墙，又听见：

“越墙莫损兰花盆。”小偷

一看，墙头上真有一盆兰

花。小偷避开花盆，刚刚落

地站稳，屋里又传出两句

诗来：“天寒不及披衣送，

趁着月黑赶豪门。”

第二个故事：

你见过街市上有人卖

一种文化用品吗？其中有

的是一幅书法联，有的是

用铜制成的长方形的一块

镇纸尺，也有用贵重木头

制作的。那上面刻着或写

着“难得糊涂”4个字，那就

是仿郑燮的。买的人还不

少。原来郑燮辞官后，他看

透了那个社会，就专门写

了“吃亏是福”与“难得糊

涂”几个大字，并且又用小

字加了个注解：“聪明难，

糊涂难，由聪明而入糊涂

更难。”请考虑：郑板桥写

“难得糊涂”，他是怎么想

的。

现在解释几个词语：1.

日间：白天。有的版本是

“ 昼 间 ”。2. 冗 繁（rǒng

fán）：意思是繁杂，指多而

无用的枝叶。3.清瘦：这里

不是形容人的瘦弱，而是指

竹子的枝叶简约而有力。4.

生：生疏，陌生；这里指越画

越觉得手生了，画不好了。

生，不是生动的意思。

我们再试用白话翻译

这首诗：

（我）四十多年来，

不停地画竹枝啊！

白天挥笔作画，

夜间不断思索。

（我）去掉那些繁杂而

无用的枝叶，

只留下简约而有力的

枝叶。

（我）有一种新奇的感

悟：

画，到了越画越觉得

生疏的时候，

那才进到了真正成熟

而完美的境界。

最后，讲讲这首诗的

写作思想与艺术：

这首诗，开头就说“四
十年来”，而且这40年来是
夜以继日地与竹子在一
起。这就告诉读者，作者画
竹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
是付出了几乎一生的心
血。竹，这是作者生命的体
现。

而在这漫长的岁月
中，他是不断地实践，不断
地思索；终于使竹子脱去
了臃肿的杂物，留下了挺
拔有力的枝叶。从“冗繁”
到“清瘦”，写出了作者画
竹的领悟过程。我们可以
想象一下：刚画竹时，恐怕

是把竹枝、竹叶一枝一叶
地都要画出来。但这只是
对竹子的复制和描摹。逼
真倒是逼真了，而未能表
现出竹子那种挺拔坚韧的
精神。

怎样能够画到这种境
界呢？那就得倾注心血。原
来画竹觉得很完美很熟练
了，可是，现在越画越觉得
手生了。其实这“生”，正是
向更高的“熟”的境界攀登
着。

于是。我们终于悟出：
不管学什么、做什么，尤其
是艺术创作，总是要经过

“生———熟———生———熟”
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不
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
所创造，有所前进！

末了还要说两句：有
人说，诗中的“生”是生动
的意思，你同意吗？为什
么？此外，“燮”这个字，你
认识吗？问问人或者查查
字词工具书，看它是什么
意思。 文/李淑章

南方出版社出版了我
区著名诗人高金鹰的诗集
《古原西风》时曾给诗界带
来不小的震动。这部诗集
在全国鲁藜诗歌评选中获
三等奖。高金鹰是呼和浩
特市诗词学会副主席，在
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表
作品。

《古原西风》由路远为
其写序，诗集共分6辑，收
集作者曾发表在纸刊上的
诗文，作品清新、自然、淳
朴，没有雕琢之感，能够被
一些初真情怀所打动。好
的作品首先是创新，我认
为所有艺术的价值在于创
新，诗歌艺术也是如此，我
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似曾相
识的诗，文通字顺，节奏乐
感都不错，主题也还深刻，
但是我们很难有审美愉
悦，也就不能被打动。重复
别人又怎能打动别人呢？
重复不如不写！高金鹰的
诗就有许多能够打动读者
内心的东西。《黄河壶口瀑
布》用不被人想到的句式
拉开剧目，劈头盖脸就是
一句“这盘棋子声势浩大/
速度之快，让观棋者眼花
缭乱”，瀑布被诗人比作一
盘棋，瀑布如棋，这已经是
诗了，有创新。黄河瀑布是
适宜入诗的好题材，唤起

许多诗人和准诗人的灵
感，可惜很多人写出来的
诗作缺少精品。“夕阳无限
好”是多数人的感受，多数
诗人都能写出，然而“只是
近黄昏”却只有李商隐那
样的诗人才能写出，有了
这最后一句，那些韵文才
能称为诗。以往写壶口瀑
布都是尽力描绘它的外观
形状，如何有气势，如何壮
观等，其实都是写它的物
质特征，当它成为一盘棋
的时候，才真正有了精神。
棋是技巧、智慧、情感、经
验等精神层面的博弈，一
个比喻就把瀑布从物质提
升到精神，并且同时也让
棋有了物质化的感性气
势。一喻双关，随后诗人可
以抒情了，有了诗眼，任何
抒情都自然涌来，全无造
作，“你听：不管世界发生
了什么/用尽力气，粉身碎
骨地奏响/那咆哮的呐喊/
也从不停息”。这首诗的最
后一句是“每一次都是从
新开始”，是的，每一首优
秀的作品都是从新开始！

高金鹰的另一首作品
《命运》只有短短的两段，
前一段是“桑宝力格草原/
半片儿半片儿的雪地/羊
在白毛雪的风里/用劲儿
地啃着地皮”，后一段“他

们走过雪地/逆转方向/我
看见一卡车的羊/被拉进
城里”。著名诗人伊沙曾在
《新世纪诗典》评语中说：
“在现代草原诗中，草原是
开放的，通向城市，牛羊通
向屠宰场。”他显然是从地
域特点来评价这首诗。我
以为这首诗的新意在于作
者不再重复以往草原诗的
写景赞景方式，而是笔锋
一转去写羊的命运。前一
段看似写羊在草原上的状
态，后一段是写羊被送往
城里的屠宰场。前一段写
羊的生，后一段写羊将去
死，在生死转换间，羊的悲
剧命运凸显出来，隐喻着
人的命运，直指人的存在，
完成了文学的任务：对人
存在的勘测。

高金鹰有着成熟的叙
述意识，对语言有着全面
的体会和感应，自觉地关
注语义、形式、意像、韵律、
节奏等各种元素，发挥它
们相辅相成的配合作用，
从而让诗作呈现出饱满的
情感结构，达到完整统一
的艺术效果。

创新意识与成熟的叙
述意识相结合，必将创作
出优秀的诗篇，可以预见
高金鹰今后的诗歌创作将
结出累累硕果。文/李 悦

《夜短梦长》
作者：毛 尖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夜太短，梦太长，这个梦是因为电影才显得

分外悠长。作家毛尖的这本最新随笔集收录了她

近几年主要在《收获》上发表的有关电影的随笔。

毛尖的好，在于她总能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找

出不同电影文本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其统合在一

个主题之下。通过“谋杀”“火车”“外遇”“牌局”等关

键词，毛尖的这个长长的梦几乎就是大半部世界电

影史。少了她豆腐块影评短文中常见的锋利，这些随

笔更多的是她对逝去的电影岁月的温情和敬意。面

对电影，毛尖就像罗兰·巴特说的，控制不住被它席

卷而去，这些年跟着毛尖一起看电影的文艺青年，也

很难不被毛尖的文字席卷而去。

《米西奈斯的玩笑》
作者：（俄）阿韦尔琴科

译者：李玉萍

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俄罗斯作家阿韦尔琴科是个幽默小说家，有

“喜剧之王”的称号。在文学作品中，幽默小说似乎有

些特别。它因相对通俗而有着广泛的受众，无论是大

学教授还是鞋匠，都可欣赏，但它也因看似不够深

沉，有时得不到正确的评价。然而正如马克·吐温所

说：“幽默的秘密源泉并不是快乐，而是悲伤。”幽默

小说背后同样是作者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阿韦尔琴科的作品构思巧妙，用幽默的夸张

引人发笑，对现实进行强烈的讽刺。虽然创作生

涯不长，但他生前共出版的作品集多达200多部，

还有很多作品被改编成戏剧。

《古原西风》贵在创新
◎◎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