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医施今墨》

本书的定位是“大传记”，旨在通过对人物的生平溯源
与艺术加工，挖掘、刻画出一个多角度，多侧面，历史性与艺
术性、文学性高度统一的全新的大国医形象。

《韩信》

韩信波澜壮阔的一生，最突出是军事才能，有“兵仙”美
誉。人生最大亮点是，身拜齐王时，放弃“三分天下”的机会，
实现一统天下，遂有四百年大汉，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奠
定了历史基础。本书以唯物主义观点考查历史，真实完整地
展现历史人物。

《为平凡人而战》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主人公有祭司、女神、探险
家、革命者和君王。故事的开篇不是大爆炸，也不是科学
的诞生，而是第一批仰望星空的人类以及他们所发觉的星
空奥秘。

《中国人在澳洲》

全书包含数百个有趣的中澳文化小知识，涉及历史、经
济、植物、动物、饮食、教育、体育、风俗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带
领读者走进中澳文化的前世今生，了解华夏文明对大洋彼岸
的澳大利亚带来了哪些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西 窗 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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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短寸长
尺短寸长这个成语出自《楚辞•

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
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
有所不通”，它讲的是由于所应用的场
合不同，一尺也有显得短的时候，一寸
也有显得长的时候。人们常常用它来
比喻人或事物各有长处和短处，也作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或“寸长尺短”。
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个成语，我想

很可能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任何事务
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在“尺”和

“寸”的关系方面，古人很早就看到了
一种相对性。“尺”虽然比“寸”长，但是
相对于比“尺”更长的东西而言，“尺”
便会显得短起来。同样的道理，“寸”
虽然比“尺”短，但是如果与更短的东
西相比较，“寸”便会显出它的长的一
面。在与不同事物的比较中，“尺”和

“寸”各有自己的长短。
这个状况告诉我们，人之为人，具

有多种可能性，问题在于我们从哪个
角度来看待自己。同样，人们所处的
世界也具有多种可能性，各种不同的

“尺”和“寸”面对不同的环境便会显示
出不同的特点。

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这些原理
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
历史条件为转移”这表明，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
视条件变化对于人们认识现实问题的
重要性。在“尺”和“寸”的关系中，导

致尺短寸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条件
的变化。在不同的条件下，尺和寸的
长短关系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以如东为例来说明这个问
题，如东曾今被人们看作“交通末
梢”，这正是所谓的“寸”，这个“寸”的
形成是因为如东地处南黄海之滨，属
于“偏远”之地，因而交通不便，于是
这个“寸”相对于地处交通要道的所
谓“尺”便成为发展的制约瓶颈。所
谓要想富先修路，于是“寸”之短便显
现出来，“比较劣势”就这样形成了。
然而“寸”之短却可以转化为“尺”之
长。事实表明，地处“末梢”之地的如
东因为耕海图强而成为沿海开发战
略要地，洋口港的开发建设及其带来
的一系列重特大项目让“寸”之短转
化为了比较优势，于是成为“尺”之
长。所谓尺短寸长，正表明对于一个
地方的发展而言，没有绝对的优势，
也不存在绝对的劣势，只要我们从现
实条件出来，深耕发展之沃土，开拓
成长之新路，就一定能够找到一条加
快发展的路子。

因此，尺短寸长这个成语告诉我
们，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优势，也不存
在绝对的劣势。从这个角度去看是优
势的东西，换一个角度看便可能成为
劣势。从目前来看是劣势的东西从全
局来看说不定也是一种优势。所以，
由此出发，身处优势而不骄，位于劣势
而不馁，在实干中推动优势更优并通

过实干化劣为优则才是智慧和聪明的
选择。 （一丁 公务员）

比翼双飞
比翼双飞出自《尔雅•释地》：“南

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
鹣。”比翼鸟：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名，
又名鹣鹣、蛮蛮。此鸟仅一目一翼，雌
雄须并翼飞行，单独无法飞行。故常
比喻并肩作战的恩爱夫妻，亦比喻情
深谊厚、形影不离的朋友。

现实生活中，比翼双飞是一种相
濡以沫、心心相印的美好的感情。这
种情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人心所
向。人们喜欢歌颂美好的感情，并将
之传颂。在我们如东大地上，也有“比
翼双飞“的一段佳话。

粟裕，湖南会同人。1927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
冈山，参加无数次战役。1940年10月，
新四军挥师东进，一师指挥机关曾经
驻在如东，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师长
粟裕指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与如
东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楚青，江苏扬州人。1938年在皖
南参加新四军，1939年3月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39年春天，在革命的道路
上，粟裕与楚青相遇了，但国恨家仇未
报，怎可儿女情长？后来的三年里，粟
裕横渡长江，决战黄桥，开辟苏中，战
火中盛年壮志，英姿勃发，两人也由认

识到深知，由敬佩到爱慕，终于在1941
年 12月 26日，在如东黄海之滨一个名
叫石家庄（如今的如东丰利九河村）的
小村里结成终身伴侣，比翼双飞于 40
余年的风风雨雨。

1984年，粟裕病逝。遵照他生前
意愿，在他曾经战斗过的 20多片土地
上，楚青和粟裕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
员撒下了粟裕的骨灰。楚青填词悼
念：“长相忆，兄长与伴侣。甜酸苦辛
共品尝，崎岖坎坷相扶携，能不记心
里。”

此外，楚青还写过一首《遣怀》诗，
以此寄托与粟裕共同战斗、生活 40多
年的无限深情：“时晴时雨正清明，万
里送君伴君行。宽慰似见忠魂笑，遣
怀珍惜战友情。唯思跃马挥鞭日，但
忆疆场捷报频。东南此刻花似锦，堪
慰英灵一片心。”

楚青晚年一直惦记着她和粟裕大
将曾经战斗过的如东，不仅委托儿子
粟戎生多次来如东看望父老乡亲，
2015年 5月 2日，还特地委托人，专程
前往如东，将《粟裕文选》《粟裕年谱》
《粟裕纪念文集》《粟裕回忆录》《粟裕
画传》《宏愿付青山：粟裕大将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等书籍捐赠给如东县图
书馆。

如今楚青也追随粟裕大将而去，
但他们比翼双飞的佳话，革命人的精
神将永远留在如东人们的心中！

（桑火菊国学教师）

贾浅浅用两泡尿尿、一根黄瓜，搅
得舆论场一阵狂风乱雨、地动山摧。
众人口诛笔伐之后，除了成功地将作
者阻止在中国作协大门之外，还有两
个明显的收获：贾浅浅诗集卖火了，书
价大涨，一书难求；二是网上讨伐的文
章，可以出一本评论集。这三种结果，
意义都不大，好诗（人）差不了，差诗
（人）也好不了，诗集和作协都不是重
要和唯一判定诗人及作品的标准，最
终会由时间说了算。至于骂声一片的
批评论集，其内容，大概只有一时的新
闻价值，难说具有流传的美学意义，因
为说的多为诗学以外的东西：比如体
制，官场，文人的江湖，诗歌的发表，爹
……

本地文友对浅浅体与浅浅事件，
表现得比较迟滞与冷淡。我看出了这
种态度后面的理性、理智与审美的成
熟。（如东）作家群中写诗的不少，新旧
（体）诗人们反应平淡，几乎未见大呼
小叫。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更关注那
些真正优秀的诗人与作品，比如江苏
的诗人韩东、胡弦、麦豆、夏杰等，比如
今年鲁奖诗歌得主的特色……笔者注
意到读书群“安之书馆”有人发表了看
法，观点比较冷静。读友“Noel Clap⁃
ton”说:“作为一名当代诗读者，我澄清
一下，贾浅浅不代表当代诗歌的实际
水平。”该读书群群主刘先生表示：“”
今天的人们，太容易被网络带偏。一
个抖音一个短视频，就能建立一个强
大的舆论场。而少了冷静的观察、阅
读和思考……”总之，总体看，文友、读
友们的诗歌审美正在变得越来越内
行。

本来也不知道诗坛有个贾浅浅，
但闻写诗的不写诗的，都在不同场合
谈论浅浅体，并追问我的观点，我也就
多看了几眼，也事后凑个热闹。评论

那么多，也不在乎多我这几句。
我的看法是：多数人都在期待着

诗歌带来崇高、意义、优美、教益，并为
此紧锁双眉，苦思冥想之时，浅浅笑嬉
嬉地“色”了一下，公然在肃穆庄严的
殿堂之内撒了两泡尿。

仅此而已。
让人没想通的是，为什么浅浅的

不正经，居然收到了她想要的效果，成
功地惹恼了这么多人，引起了剧烈的
反应。因为，她的这种手法，根本不是
什么首创的新鲜玩艺儿，仅是对当代
艺术的又一次拙劣的模仿。当代艺术
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一个尿盆事件。
1917年，纽约，一家名为前卫艺术的组
织宣布举办一场画展，这场年度画展
的目标是支持先锋艺术，杜尚搬来了
一座最最最平凡的小便池，然后把小
便池调转 90度摆放，并在它的陶瓷表
面签上假名“R. Mutt”，取名为《泉》，
寄给了组委会，开始被拒绝了。几年
后，被评论为 20世纪最伟大的当代艺
术。

其实人们崇拜的不是小便池这样
“一件艺术品”，而是由杜尚带来的它
背后承载的美学观念：“有规则，不艺
术”。

以文艺复兴（本身也是艺术创新
与革命）的古典主义绘画为代表，绘画
变成了学院派的教材，充满了透视、明
暗等条条框框的规定。当学院派的画
家说，“这样画才对”的时候，规则变成
上帝，画家们作为“人”被消失在画布
之后。

18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绘画从未
停止向学院派之外的领域大胆探索。
莫奈用朦胧的色块捕捉转瞬即逝的瞬
间，从此印象派启航。塞尚挑战传统
的透视法，用颜色表达空间，后印象派
因此诞生；毕加索用多个视角看一个

物体，画出支离破碎、荒诞不经的人物
和景色，立体主义审美风靡一时……
杜尚则更为决绝，他用一个小便池来
宣言：割裂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
的传统血脉关系，消解任何价值体
系。按照一般习惯，艺术品必须要有
表现主题，要有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应
当激发受众审美情感。而《泉》打碎了
这一切。当然，艺术评论家从未停止
对这样的当代达达主义进行反思和批
判，使得这样的反传统作品从来没有
成为主流艺术。

在中国诗人中，以下半身挑战传
统美学，挑战正统价值体系的作品也
有不少。请看 2006年伊沙的《车过黄
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
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
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
眺望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
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那时人们都
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
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
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由于之前写
黄河，都饱含着崇高、苦难、民族、母亲
等宏大情感，伊沙的这首作品一经发
表，立即被人追捧为传世佳作，认为是

“开创了口语诗的先河”，一时间好评
如潮。但正如所有的达达艺术一样，
轰动效应之后，人们也开始理性对待
传统与颠覆。因为我们可以接受伟人
被拉下神坛，伟大的诗人被拉下神坛，
但作为诗歌的大国，我们无法接受诗
歌被拉下神坛。因此，伊沙的这首大
作，还是被列上了2006年度的庸诗榜。

杜尚的尿盆火一次就够了，伊沙
的一泡尿热闹一下也是未尝不可，到
了浅浅，本应当已经不会再有引起轰
动的动能。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批评浅浅体，
只是看到她的作品只是一次并不高明

的尝试，但是我们仍然捍卫作者的创
作权利。“道在蝼蚁，道在稊稗，道在瓦
壁，道在屎溺”《庄子 .外篇 .知北游》，
当东郭先生听闻庄子如此回答他关于
道在何处的疑问时，也只是默不作声
地“不应”而已，我们何必大惊失色，大
呼小叫。我们的一代伟人也曾在诗词
中写进“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至
今未见多少诗人提出异议，反到是被
很多人奉为绝妙佳句，认为“其中活泼
生猛气息，远迈古人”，为何到了一个
小女子那里，就断断不可以尿入诗，入
了诗，就是污秽不堪，俗不可耐，犯了
多大的天条律令一般？

诗歌审美与写作也需要不断“破
执”。有人将诗歌分为旧体诗与新诗，
又有现代诗、古典诗，口语诗、书面体，
民间立场、学院派等等分别。在我看
来，只有两类诗人，本体论诗人；认识
论诗人。前者以为诗歌存在着现成的
标准，自己在追寻与着那模仿样的标
准：比如模仿着唐宋，或者依照着某些
成名的诗人，他们发表的公认为优秀
的作品……他们努力追寻，刻苦学习，
自问自己的差距。另一类诗人则在认
识论上对待现代诗写作，人已变成诗
歌的尺度，对传统的美学时刻保持着
审慎和警惕，以人的知性为诗歌立
法。诗人通过“写”这样一个动作“成
已”，每天达到前所未有的自我。如果
贾浅浅有着挑战正统的初衷，不管她
是否达到了她所要的结果，也不管她
是否有意无意落入了模仿前人的窠
臼，我们应该视其的写作为正当。从
这个角度说，浅浅体的总总不是，显然
是被无限放大了。

对于一个不成熟的，并不能代表
现代诗主流的个体的作品，我们无需
兴师动众。一拥而上，将浅浅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有这个必要么？

诗就像时光一样安静，几乎每
天都有新作不声不响地贴在朋友
圈，她笔名叫素描时光，名字叫吴
华。用朴实无华来定义吴华的诗，
是最恰当不过的，用树的安静来形
容她的诗，正恰如其分。这四首关
于树的诗，正好可以作为代表来充
分认识素描时光的诗的特色。

《樱花树》道出了樱花之美在
热闹之后面的另一面。从樱花
树，读者得以看回关于一个人的
青春灿烂过后的孤独与寂寞。樱
花树隐含的生活哲理在诗意中显
得厚重深邃。《一棵野桃树》呈现
了另一种命运的不同存在形式，
野桃树形象地当了一回代言者，
其生存、生活状态与结果，正好暗
合了现实世界中的某类人，看树
如看人，野桃树是人生哲学与诗
意的存在。《玉兰树》以诗人细致
的观察与发现，阐述了一个生命
成长与死亡的真理，从看得见的
部分到看不见的泥土之下，诗人
仿佛把自己的目光、感觉伸到了

地下，探索到了生与死的哲理性
发现，这玉兰树是人和生命的象
征。《门前一棵无花果树》中的无
花果树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
可以依靠的栖息的去处。如果是
一个人，则让读者看到了人像树
一样的坚强，树的“用力生长”就
像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那样艰
辛与抗争，没有花之美，却要结出
累累硕果，还要被依靠和遮阴，这
该是多少人的真实写照。无花果
树是活生生的人生之树！

素描时光对生活细致的观察
和感受，使她的诗情感饱满，细节
丰富，生活浓郁，朴实的文字里隐
含着深深的情感。她像一位解说
者，不厌其烦地向读者陈述自己对
生活中万事万物的发现、感受与体
验，并把自己的情感和人生经验融
入其中，娓娓道来，让读者感受到
了万物与人的微妙关系中所蕴含
的丰盛诗意。素描时光的诗真的
就像一幅幅立体的生活素描，又像
时光一样通透澄明。

从杜尚的《泉》到贾浅浅的《雪天》
□ 汪益民

如东人喜欢的哲理成语（11）散散珠杂玑

树蕴含的人生哲思
□ 王勇（四川）

溢溢香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