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冈，在我的心头煨热。
八大山人的灵魂摇曳在竹梢。

我似乎隐隐感觉到画圣的心跳。
鹤林寺的钟声响起，叩问岁月

留下的回声。
颓壁残垣间，青藤爬满了八大

山人瘦弱的身躯。
也许，先生已在寺中的某一个

角落，用那个小得可怜的铁钵，蒸煮
一钵青豆，一粒一粒送进嘴中，添加
他画笔的犀利；也许，他在寺堂的案
前，正在展开麻纸，书写他的哭之、
笑之，随后抛笔，酣睡在仙座之下；
也许，他正在庙堂外的大院里，仰天
长啸，倾诉人世的不公。

介冈村竹林的小小鹤林寺，装
下了八大山人的思想，也盛满了他
的写意人生，更有那气势如虹的问
天之作。

据当地的饶氏宗谱载：然今之
介冈饶氏鹊起，滥觞于十九世孙蔚
宗公宇朴。蔚宗公宇朴为仲粲公元
珙季子，与八大山人相知相交。崇
祯甲申国变，“羸羸然若丧家狗”之
八大山人，“恰喜儒门收拾住，声闻
证入梵幢中”，而驻锡介冈灯社（市）
鹤林寺，缘于饶氏族人的庇护，八大
山人乃得十有六年之安生，方有举
世闻名之《传綮写生册》而创海派绘
画之祖坛。八大山人得益于饶氏家
族的帮助，才隐身于鹤林寺十余
年。这是一段磨砺心志的日子，八
大山人却活得风生水起。

抛开荣华富贵，避开杀身之祸，
八大山人在介冈找到了生命的出
口。他用清淡寡欲的心性，在竹林
与鹤鸟对话，与明月相叙。区区一
身，孤苦孑然，相伴殿上的神祇，用
那支画笔，宣泄他对人间境遇的愤
懑与不平。

八大山人活得够累，皓首穷经
之余，只有无可奈何地以笔长叹。
他叹自己的身世，叹生命的更多无
奈，叹高处不胜寒的桎梏。窗外蛙
鼓虫鸣，是那样的悠然自得。愤懑
的八大似乎在梦中惊醒，于寺院晚
钟的催眠曲里又一次倏忽腾起，奔
跑在介冈月夜的土路上……

饶宇朴显然深知八大的脾性，
在夜未尽、情未了的三更时分，前来
逢迎自己的挚友。

鹤林寺的夜，分外温暖，先生震
颤的情感终于在朝霞映红东天的前
夕，得以平复。

又是一个黎明。先生端了画
板，在满塘盛开的莲花中找到一枝
枯荷，他豁然开朗，好像找到了灵魂
的支点。残败的荷叶上，一只蜻蜓
似乎洞悉了他的心境，成为这枝败
荷的点缀。

先生熟练地舞动手中的笔，他
以这枝枯荷自喻，他要赋予蜻蜓特
别的生命张力。他用这种场景，用
这种图画表述自己的心境，描述一
个无为的世界。他的脸上挂满了
泪滴，飞扬的墨汁涂黑了他瘦削的
脸庞。当他画完最后一笔，随即揭
抛头巾以歌，发出震聋发聩的笑
声。

饶宇朴十分欣赏八大的个性，
也非常欣赏这幅画的寓意和张力。
他感慨系之，毫不犹豫提起手中的
笔，写下了他捂热肝肠的诗句：“冲
天荷柱忆头陀，三笔参差十指拖。
令弟晚年殊泼墨，荷花荷叶法如
何？”人生得一知己难，把酒言欢时
空盏。

人世间，千古知音最难觅。饶

宇朴在鹤林寺成了八大山人的至
交，两人的情谊就在这样亦师亦友
中日渐交融。置身鹤林寺，揽心广
袤乡野。两位挚友在灯社徜徉、在
菊庄寻访、在荷塘周游、在竹林穿
行。八大山人好不得意，一山一石、
一草一木，都成就了他笔下的神
圣。这些属于俗意的乡野之物，在
八大山人寥寥几笔的勾勒中，却展
现出惊天动地的洪荒之力。

解读先生的画作，只要看看他
在画页的题款便明心迹：“吸尽西江
来，他能为汝道。”他在自己所画的

《双西瓜图》留下的这行文字，引发
了多少想象？“不似东家黄叶落，漫
将心印补西天”，这话才道出了他的
本意。他以西瓜自喻，要补的是大
明王朝已经破碎的西天，他梦想用
自己的秃笔去换取一个王朝的团
圆。

介冈的清泉激发了他的灵感，
他画了西瓜，画了各种水果，画了花
卉，画了玲珑石，更重要的是，他画
了古松。这拟人的笔墨，将先生的
个性展现得一览无遗，虽然树已老
态龙钟，斑驳陆离，但却充满精气
神。在鹤林寺，先生没有沉沦，他的
笔墨，流注的是君子之道，隐忍的是
另类迸发以及超脱时空的自我陶
醉，演绎了一个没落贵族的自强不
息。他内心那堵皇族身份的城墙已
经坍塌，却在介冈屹立起一堵高耸
入云的精神之墙。在鹤林寺的晨钟
暮鼓中，他用画笔抒发内心的歌唱。

介冈的日子过得素淡、清雅。
一顶草笠蔽天，一缕青衫遮身，在夕
阳中行走于山道的斑斓。孤独无助
的境遇，成就了“个山”的形象。八
大充满灵性而又天赋极强，十六年
间，他在鹤林寺演绎了一幕人间悲
喜剧，他将自己画进了鹤林寺。

饶宇朴在《题八大山人画》诗中
描述：依稀枯木与寒岩，三十年前露
一斑。石骨松心君见否？郎当笑倒
厌原山。八大山人乐观豁达的情
绪，饶宇朴感受到了。

在鹤林寺的日子里，八大山人
用坚毅回答了痛苦，用意志留下了
不朽的《传綮写生册》。他侍佛为
僧、为心志、为避凡尘、为避俗意，当
然也避祸。幸运的是，在介冈，他找
到了一把极好的“油纸伞”为他遮风
避雨，这伞上，镌刻着两个字——

“饶记”。
八大山人在介冈活得自由自

在。一个自洁的文人生活在没有鹰
犬的另类洞天，真是万幸。他在难
以摆脱的困境面前，选择的是用笔
倾诉、用笔控诉。介冈支撑了八大
山人的纯净无暇，释放了八大山人
的胸中块垒，宽容了八大山人的惊
世骇俗，充裕了八大山人的书画禅
意。

灯社那盏青油灯长夜不熄，仿
佛是八大山人若有若无的呻吟，又
仿佛是八大山人的另类清唱。他醉
了，在这不眠之夜。八大山人的声
音在旷野上飞扬，他由衷地笑了。
不知为什么，最后，他又泪流满面，
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寺边介冈村
子里，传来一阵阵狗嚎，一阵阵鸡
鸣；就连猫也不甘寂寞，“喵喵”不
停；入圈的老牛也加入这生命的大
合唱，长长一声“哞”，响彻鹤林寺的
夜空。

八大山人在介冈为南昌留下了
厚重的一页，也为介冈的历史添加
了金子般的光芒。雅昌艺术中心壮观的艺术书墙

现代化的腾讯公司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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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40年征文

生活是车
日子是站
而乡愁
是生长在田野里
那株谦卑的水稻
从幼芽到抽穗
从青翠到金黄
面朝黄土背朝天
深深扎根努力向上

手握镰刀
望向祖辈犁开的时光
一掬沃土
一盏灯明

乡愁
是祠堂前的青苔老井
一绳一桶

打捞起多少围井嬉闹的
缓慢时光
枝繁叶茂的古樟
如慈祥的祖母
在烈日下投下巨大的阴凉
如怀抱
如我们自由自在的城堡

乡愁
是奶奶一日日弓下去的背
是爷爷夹在腋下的拐杖
是无数次梦里
爸爸妈妈在床边安静凝望我的眼
老去与新生
河流改道村庄变化
总有醇厚乡音在心底深情地唤
一字一句
那，就是乡愁

在介冈,在鹤林寺
□□ 陶陶 江江

读江西

乡愁是株谦卑的水稻
□ 袁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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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文 脉深 圳 文 脉
□□ 杨惠珍杨惠珍 钟兴旺钟兴旺 文文//图图

东方潮涌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必然

再一次聚焦世界的目光。在不到40年
的时间里，深圳发展创出近千个“国内
第一”，由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崛起成
为现代化国际都市。深圳的发展，是我
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她雄辩地证
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由之路。

经济的发展，必有文化的涵养；深
圳的腾飞，离不开文化的发力。那么你
会问了：深圳的文化是什么？深圳有自
己的文化脉络吗？

5月中旬，我们有幸参加了由中国
报纸副刊研究会、深圳市外宣办组织的

“改革开放40年全国文化记者深圳行”
活动，数天的采访，目的就是寻找其中
的答案。

“深圳是一座没有文化底蕴的城
市。”许多人往往不假思索地这样评价。

其实，说深圳没有文化底蕴，是不
客观的，因为论古色文化，深圳也有一
些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论红色文化，深
圳这片土地上也曾有勇敢的抗日东江
游击纵队，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营救了
不少被困于香港的文化人士……当然，
这对于随便一条巷子都有说不完的故
事、历代文化名人举不胜举的文化古城
而言，深圳的文化底蕴着实不能比肩。

深圳的文化底蕴不厚重，应该可以
理解，毕竟改革开放前深圳只是一个小
渔村。

实际上，深圳人的文化底蕴是深藏
在骨子里的，不显山露水，有脉络传承，
比如“开放文化”。

开 放
深圳的开放文化可上溯千百年，绵

延不断，文脉清晰，发扬光大，已成为当
今深圳文化的重要特征。这难道不足
以显示深圳文化底蕴的长度和深度？

深圳多面临海，深圳人自古以来堪
称“海洋人”。据考古专家考证，早在六
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深圳已有人类劳
动和繁衍生息。自秦始，这里的百越族
开始融合先进的中原文化；唐朝实行开
放政策，深圳水域成了海路要冲；宋、明
时代，深圳更加成为海路交通贸易的枢
纽，大批阿拉伯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商船
聚集。深圳境内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
南头古城，在晚清之前一直是深港澳地
区的政治中心。现当代香港的兴盛和
开放，最快、最直接的辐射地就是深圳。

自唐代以来，深圳人祖祖辈辈与国
外和境外的人打交道，并吸纳各地的文
化，见多识广，大方大气。

有深圳史学家认为，历史，给了深
圳开放的海洋基因。深圳本地人自古
传承下来的开放文化，像种子一样生根
开花，并影响着一批又一批“深漂”的外
乡人。

深圳人的开放文化，体现在生活方
式上，在追求时尚和品位中体现出求
异、创新和超前，比如服饰，因为与香港
毗邻，尤其是年轻女性，总是那么新潮
时尚、靓丽洋气，其款式往往成为一种
风向标，引领着内地一些城市服饰的流
行方向；体现在干事创业上，往往视野
开阔，有大手笔、大气魄，有大境界、大
作为。比如，令中国人自豪的“深圳柔
宇科技”，是全球柔性显示、柔性传感、
虚拟现实及相关智能设备的领航者；

“土巴兔”，人称互联网装修的“淘宝”；
“雅昌”，其“雅昌指数”已成为中国艺术
品市场的晴雨表。他们都是相关领域
的“独角兽”。他们各自的领头雁刘自
鸿、王国彬、万捷，都是在深创业的江西
籍翘楚。他们为深圳建设、为中国创
造、为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奉献青春才
智，书写华丽篇章。

当年党中央之所以圈定深圳实行

改革开放，主要原因是其地理位置的独
特性，而骨子里深藏开放文化的深圳人
正好与此契合，生逢其时，将这种开放
文化发挥到了极致。试想，深圳如果缺
乏这种开放文化，如果没有那些具有强
烈开放意识的决策者、建设者，即使有
再好的政策，也甩不开膀子、放不开手
脚，最终畏首畏尾，深圳哪有今天的新
貌？

敢 闯
深圳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敢闯。
5 月的深圳，街头处处繁花似锦。

中共深圳市委大门口的深圳城徽“拓荒
牛”石雕，牛身像一张拉满的弓，在阳光
的照射下，越发强健，充满力量。雕塑
旁簇拥的小花，像张张笑脸，像无声的
鼓掌，像对拓荒牛的夸赞。这拓荒牛，
是深圳所有敢闯敢拼、勇往直前的建设
者、创业者的生动写照。

深圳人的敢闯，也有其历史文脉。
深圳雅称“鹏城”，蕴含深圳像一只敢闯
九天、搏击风云的大鹏。往更远处说，
在夏商周时代，深圳就是百越部族远征
海洋的驻足点。可以想象到，当年的远
征者搏击险风恶浪、征服未知大自然的
壮举是何等的英勇！“敢闯”的基因自此
植入深圳人的体内。

深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聚集
地。据史料记载，迁往深圳的移民潮，
最早出现在 1600 多年前，规模最大的
出现在清代。在深圳，有保存完好的客
家民居群十多处，其中龙岗区境内被誉
为“客家第一围”、深圳最大的客家民居
建筑群“鹤湖新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年
间，历三代、数十年建成，现辟为深圳客
家民俗博物馆，成为客家人闯深圳的历
史见证。这一批批闯过来的客家人及
其他们的后人，自然明白“敢闯”才是生
存之道。他们早已融入深圳，成为深圳
的主人。在近40年深圳开天辟地般的
伟大建设中，具有“敢闯”基因的深圳人
有了用武之地。尤其不可否认的是，他
们“敢闯”的基因，不同程度地感染着从
四面八方来深圳的建设者、创业者。

正是具有“敢闯”的精神，深圳的建
设者们才能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敢为天下先”，冲破思想禁
锢，打破“大锅饭”，在荆棘丛中杀出一
条血路；正是具有“敢闯”的精神，当年
的几个年轻人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诞
生了腾讯，其研发的 QQ、微信让无数
人爱不释手；正是具有“敢闯”的精神，
几个酷爱音乐的毛头小伙，把爱好当成
事业干，最终实现“让音乐数字化”的梦
想，打造出号称“第八音符”的 A8 新媒
体集团……

来自江西的小老乡刘国强，16 岁
那年怀揣 300 元闯深圳，睡过桥洞，哀
求过房东延付房租，为借几千元创业资
金，面对朋友的不信任，平生第一次立
过誓言……如今成为企业小老板的他，
回忆其创业史，眼里闪着泪花。问他当
年为何有这股闯劲，他说：“氛围使然，
周围大家都在闯啊。”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前海吧。深圳
前海自贸区，又一个梦开始的地方。前
海喊出的口号是：“世界的前海，中国的
窗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视
察前海时要求，发扬特区人敢闯敢试的
精神，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落
实比特区还特的先行先试政策，要“敢
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发展无止境，“敢闯”，永远是奋进
者心中的号角！从1979年炸响开山填
海炮声的蛇口，到今天成为新一轮改革
开放“桥头堡”的前海，两个“特区中的
特区”接续奋斗，深圳，必将闯出一番更
加灿烂的天地！

包 容
深圳是中国最不排外的城

市。
在深圳的大街、商场，听到的

大多是普通话和南腔北调的乡
音，很少听到当地白话；找餐馆吃
饭，鲁菜、川菜、苏菜、湘菜等菜系
的餐馆，深圳都有。无论在机关
还是在企业，你都没有作为“外乡
人”的心理压力。在深圳大芬油

画村，一油画店老板朱女士说，整个大
芬油画村共有 1000 多家店面，其中九
成以上都是外地人开的，从业的两三万
人员中，也基本上都是外地人。江西黎
川的油画，就是在此孕育开花，开枝散
叶，越做越大，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据悉，如今深圳人口已超过 2000
万，其中非户籍人口约占77%。这些年
深圳降低了入户门槛，许多非户籍人口
转为了户籍人口，否则非户籍人口占比
更大。

在有人编的一串介绍深圳的顺口
溜中有这么一句：“有一种口号叫——
来了都是深圳人。”

今年春节前夕，微信上广为流传一
个 PPT《我在深圳，等你归来》，是写给
在深圳工作和创业的返乡者的，其中的
几句配诗，情真意切，今天读来依然感
人至深：

“……
深圳不是你的故乡
却是你梦想的主场
……
回得去家乡
离不开深圳
五湖四海的深圳人
深圳，等待你的归来！”
看似平常的一个“归”字，足以让返

乡者热泪盈眶。也只有在深圳工作过
的外乡人，才能感受到这个字的分量和
温度。

这就是深圳！深圳就是有这样的
包容，就有这样的吸引力！

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老诗人曾
凡华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走了这么
多地方，感觉深圳的确是一个包容的城
市。我在这里待了几天，好像自己变年
轻了许多，甚至有一种想大干一番的冲
动。‘深圳是一个可以任我们撒野的地
方’——一位在深圳创业的朋友曾经所

言，极为形象，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了其
深意呀！”

包容，无疑也是当今深圳文化的又
一特征。

深圳的包容文化，其实也有漫长历
史脉络的。深圳千百年来一直移民不
断。异乡人前来，必然要占用当地人的
田地或渔场等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
开始也许有一些小摩擦，但最终双方能
祖祖辈辈和平相处，甚至融为一体，当
地的深圳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包容心是
不可能做到的。

包容，让今天的深圳充满活力、激
情四射，天南地北的外乡人在此相互融
合，“海归”等世界精英在此放飞梦想。

包容，让今天的深圳更加文明和
谐、礼让有序。在这里，乘车后排座都
系安全带，坐地铁可刷二维码，新生活、
新风尚随处可见；公交车上让座、主动
为陌生人引路，成为市民的自觉行为；
去“尚书吧”读书、艺术馆品画、音乐厅
赏乐等，成为许多市民的生活常态。

在深圳走一圈，你能时时感受到深
圳人骨子里的文化气质。

“开放”“敢闯”“包容”，是深圳重要
的三条文脉，这或许也是解读新时代深
圳文化、深圳精神的“密码”。如今，深
圳“创新之城”“设计之都”的文化城市
定位，正是这三条文脉的创新和发展；

“城市文化菜单”中每月上演的全国性
乃至国际性文化大戏，正是为深圳文脉
注入的新动力。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内核和灵魂，
是增强城市凝聚力、亲和力的黏合剂。
深圳古今文化基因和谐共振，必将汇成
磅礴的文化力量，赋予经济特区、文化
深圳更加独特的魅力！

（压题图：浮雕——深圳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和建设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