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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五六年前，一位朋友说，郭文斌所
著的《农历》你一定要读。于是买了来，摆在
案头。读完之后，我对这位作家有了敬意，他
对传统文化的挚爱，他对价值取向的持守，他
内心里那股子执着的精神打动了我。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冬，我在全国作代
会上见到了郭文斌，并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他的所言所行及个人所呈现的气质，完全印
证了我在阅读中获得的感受。可以说，这是
一位为文与为人相统一的作家。

当现代文明以洪流漫过之势席卷乡村，
覆盖了曾经的民间传统，郭文斌并非如堂吉
诃德那样横刀立马，去战斗，去阻挡，去呼喊，
而是安静地坐进书斋，以十二年之力，精心绘
制了一幅文学意义上的“清明上河图”，再现
抑或说完整地保留了即将消逝的中国乡风民
俗。

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表达的写作初衷：“我
一直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
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
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
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
灵它是根。”

的确，这是一部寻根之书。他追寻的是
五千年中华文化之根，也是乡土大地上人性
的真善美之根。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农历》完全摒弃了
常规的小说写法，没有明显的故事波澜与情
节推进，而是以元宵、干节、龙节……腊八、大
年、上九等十五个节庆日为主线，串连起中国
的年节和节气文化。故事的背景和人物设置
也极其简单，在一个名叫乔家上庄的村子里，

“大先生”夫妻膝下两男两女，长女三月出嫁
了，长子四月搬到天水去了，家里剩下姐姐五
月，弟弟六月，核心内容是过节。在六月天真
发问，父母智慧启发和释疑中，一家人徜徉在
农历的大自然里，度过天然的岁月，耕耘天然
的土地，接受天然的哲学、美学和文学，进行
着天然的教育、传承和祝福……

虽则西北的节气风俗与赣南不完全一

致，郭文斌生活的年代与我也不尽重合，但阅
读着那些绵密而宁静的文字，很容易让人沉
浸于对往事的追怀中。一幕幕场景被激活，
在记忆中徐徐展开。譬如在过年这一章节
中，写到爹替村里人写对联的情景：人越来越
多，屋里坐不下了，就蹲在房台子上。我想起
父亲也是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从前村里人都
请他写对联喜帖。父亲从清早忙到大中午，
每个来的人都说一堆吉祥的话，作为女儿的
我，有着同六月一样的小小私心和自豪。

我所经历过的童年除夕，年夜饭一定要
喊上奶奶（有时她随大伯吃饭），请她坐在首

席，斟上酒，将没有骨头的鸡胸肉夹给她。饭
后我们提着香烛篮去开岁火，众厅偏屋、牛栏
猪圈，无不被烛光映照得温暖明亮，行至再偏
僻的角落也不再害怕。开好岁火，父母亲挨
家挨户给村里的孩子发压岁钱。我们家也大
敞着门户，给我和哥哥发压岁钱的邻居陆陆
续续地来，无一例外有一个封好的红包，每个
人都真诚地彼此祝福。

如今想来，那些风俗里包含着多少人
间的至真至善至美啊。其间有对文化人的
崇敬，有睦邻互助，有尊老爱幼，也有对光
明温暖的永恒向往。那样的传统乡村文
明，只要经历过就永远不会忘记，它们会盘
踞在生命里，成为灵魂的根，成为毕生眷恋
的理想和信仰。

《农历》中所呈现的诸多乡间节庆场景，
便完整地赓续了这样的根和信仰。小说中的
人物近乎纯净完美，在这样的一家人中，爹知
识渊博、儒雅认真，娘勤劳善良、宽厚慈爱，五
月懂事乖巧、心性纯净，六月天真烂漫、追求
智慧。他们幸福、温馨、亲密，在一个个年节
中教授、习得为人处世的根本准则，达成对生
命和时间的领悟。

我尤其喜欢小说中写到的“守”。
起初是在元宵里守灯：守着守着，六月就

听到灯的声音，像心跳，又像是脚步……六月
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看进去”的美和好，也
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守住”的美和妙。

后来是在大年里守夜：守着守着，五月
就觉得时间像糖一样在一点一点融化。守
着守着，六月就觉得时间像雪一样在一片一
片降落……

掩卷细想，人的安静、虔敬、了悟，不正
是通过一个“守”字来抵达吗？经典文化的
脉络传承，不也是依靠一个“守”字来实现
吗？

我想，文字里的“守”正是作家郭文斌理
想中的“守”。守的是精神之魂，是智慧源泉，
也是乡土福祉。“守”，便是回到传统乡村文明
的根系里，生命安详，天人合一。

（接上期）
四、象形的核心
汉文字中，象形的叫文，如一、二、三、

水、火等，在卦象中，它们分别称为一爻、二
爻、乾卦、坎卦、离卦。在象形文的基础上
造出合体的象事字、象意字、象声字，这些
从象形孳生出来的叫做字。许慎《说文解
字·叙》：“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
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
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
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
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
有同焉。”

许慎的“六书”把“指事”列在第一，“指
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伏羲一画开天，开启人类智慧，其“一”代表
太极阳爻，是天之象，外化为“一”之形。有
了“一”这个根本和核心之后，所有的文字
产生就有了基础和条件。因此，班固将象
形列为六书之首，而将象事、象意、象声，列
于其次，以说明此三书也由“象”所衍生。

孔子《象彖》是以卦的“象”——模样，
也就是形态符号为根据解释卦和爻的。对
每一个卦象作总体解说的叫“大象”。对一
卦之中的每一爻作解说的叫“小象”。（任犀
然《周易》第6面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王弼《周易注疏》说：“夫象者，出意者
也。言者，明象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
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者，所
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象形文字的核心是象，象为文之本，形
为象之貎。其义是象征之意。每一个中华
文字都是圣贤为了人类言情尽意而立的
象，象征着某种事物。文字之象除物象之
外，还有天象、意象等。有学者认为，象有
阴阳两面，形是象的阳面，音是象的阴面，
这其中不无道理。简而言之，象形是哲学
和文化概念，而不是美术或几何概念。

五、“象”与“形”的差异
在现代文化语境下，文字的“象形”包

含二层含意：一是所谓的顾名思义，即象实
物本来的体貎之形。源自东汉许慎作《说
文解字·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
诎，‘日’‘月’是也”。二是太极阴阳的卦象
之形，是文字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体现的是
易经八卦中的卦象之形态。太极八卦是
人类始祖先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总结人与自然运动变化
规律的结果。前者的核心是形，偏向于美
术或几何概念；后者的核心是象，它是哲
学和文化概念。以实物形象来理解“象
形”是不准确的，它虽然有些是物类体形
特征提炼而成的形象，但“形”仅是象的一
面，而不是全部。“象”归根结底是太极阴
阳八卦之象。象形不仅是文字，它更是文
化。而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前者的含义显
然是无法涵盖的。

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述“象形”的含
义，主要是对小篆文字体系构形规则所作
的分析和总结，仅适用于《说文解字》中小
篆的构形分析，并不能广泛适应于甲骨文、
金文、战国文字、秦简古隶、汉简帛书等文
字体系的构形规则，与中华文字象形的原
义存在明显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
们今天所使用的《说文解字》系北宋徐铉等
人的校定本，由清人孙星衍覆刻宋本，陈昌
治又改定孙刻，那么从许慎到今天，谁能保
证不再发生讹错呢？”（丛文俊《中国书法
史》先秦·秦代卷 第 319面）这显然是原因
之一。在清末以前，甲骨文、战国文字、秦
简古隶、汉简帛书文字皆没有被发现，只有
少量的金文大篆文字，而以秦系小篆文字
为主体，文字体系还处于很不完整的状
态。这是把文字“象形”当成美术或几何概
念的主要原因。

六、从卦象文字到现代文字的变化过
程

易经八卦的每一卦象都有其象征意
义，也是一个象形文。在这里，我们以坎卦
为例，来看卦象文字到现代文字的变化过
程。

坎卦是八卦之一，象征为水，是最原始
的“水”文（字）。八卦和五行中的“水”并不
是我们饮用的水，而是代表先天智慧，为万
物之源。“水”在人体中是指肾和膀胱；在社
会是指知识和道理；在自然就是指能量。
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宇宙时空中代
表不同的事物。

在甲骨文、金文中，“水”字基本保留了
坎卦的形象，内阳外阴的象形本质没有改
变。在秦简中，“水”字、水旁（如江、河、洞、
流等字），几乎完全保留着坎卦的象形，与
金文大篆、秦小篆的“水”字、汉简（隶）的

“水”字和现代使用的篆书“水”字，形成一
个完整的文字演变链条，环环相扣。对照
易经八卦之卦象，虽略有修饰变形，“坎”卦
的象形依然完整，即使在隶书、楷书、行书
中，依然能看出“坎”的基本卦象形态。“水”
字在六书中无疑是象形文字，但它的文字
样子是“坎”卦之象形，并不是“水”的实物
之形象。

后天八卦、先天八卦的坎卦图象：

秦简中的“水”、“洞”字：

甲骨文“水”字、金文大篆“水”字和小
篆“水”字：

汉代以后的“水”字系列：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水”的注
释：“水，准也。……火，外阳内阴；水，外阴
内阳。中画象其阳，云微阳者，阳在内也，
微犹隐也。水之文与坎卦略同。”（段玉裁
著《说文解字注》第 521面 中华书局）文中
所述“火”即离卦，卦象是外阳内阴；“水”即
坎卦，卦象是外阴内阳。从这里可以说明，
段玉裁对《说文解字》中部分文字的注释，
就是从易经八卦之象来说明象形文字的含
义，并非是象实物之形。

从“水”字的形体演变过程中，我们可
以清楚的看到，汉文字之所以是象形文字
的来龙去脉，从伏羲时代的先天八卦之象，
一步一步成为现代的文字形象。其中的象
形基因一脉真传，没有流失。除“坎”卦之
外，还有乾、坤、震、巽、艮、兑、离卦所象征
的天、地、雷、风、山、泽、火。除八卦之外，
还有包含在八卦之中的阴阳、五行、天干、
地支和周易六十四卦，每一个都是文字之
象。从坎卦的象形到文字的变化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汉字的基本笔画来自于
爻象，横、竖二画由阳爻演变而来；撇、捺、
折三画由阴爻演变而来。面对今天的文
字，人们很难把它与道和象相联系，习以为
常，视而不见。所以，老子说：“百姓道日用
而不自知也”。

中国古代哲学家王弼在《周易注疏》里
说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
寻言以观象。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
象。”可见，文和字就是人们言说尽意的象之
形。遗憾的是自汉代以来，文字隶变、楷变
和美化之后，汉字的象形含意不断弱化，东
晋以后，汉字的楷范工艺化，加速了汉字象
形内涵的消解，表面的实用功能掩盖了汉文
字本来的象形意义，特别是当代的汉字简
化，对象形文字的基本构成造成更大影响，
很多文字形态已经没有了象形的意义。

结语
当代书法发展面临的文化问题，并不

仅仅是书写内容的文本大家抄写古人诗文
的问题，而是书法文化性模糊，技术化泛滥
日趋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把书法完全艺术
化，没有把书法当成文化来看待；另一方
面，不清楚书法的文化方向何在，盲目在技
法上深入研究，精益求精，面对魏晋以来的
名家文字东施效颦，舍本逐末。从而使当
代书法陷入一种书法圈内小众孤芳自赏，
书法圈外大众不知所由的状况。归根结底
是书法本体的文化内涵表现肤浅化的问
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当代才出
现的，只是进入当代问题更加突出。问题
的凸显来自于近现代一百多年来商、周文
字和战国、秦、汉简牍这些新文物的出现，
当大量考古发掘的新文物呈现在人们面前
时，便发现书法艺术之路与中华文化根源
的距离是如此遥远，有待书法人正视历史，
重新认识象形文化，追根溯源。

象形是一个浩大的文化课题，犹如浩
瀚的大海。本文关于象形文化的观点并不
是为了推翻《说文解字》的象形观点，只是
为书法文化提供一种思考路径和文化视
角。由于历史的局限，今天的书法已经在
偏离象形文化的路上走了几千年，没有留
下多少史料来证实形象文字的真实面貌。
但以“象”为核心的象形文化是一个历史和
客观的存在，亟待书法和文化界虔诚对待，
并加以认识、研究，使之得到复兴。

许慎《说文解字》对汉文字的推广应用
和普及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叙文的“象形
文字”概念至今影响近两千年，在人们的头
脑中早已经是根深蒂固。《说文解字·叙》中
的象形概念是象形文字的内涵之一，它说
明了象形文字含义中最为浅显、最容易被
大众认知的一个层面。可仅此还不够，人
们还需要不时地回望象形的本义，让思想
回到先秦和远古，极目更高更远更深处，看
清楚中华文字的根源和来路，敬畏和学习
中华民族先祖真至圣贤们的思想智慧，那
里蕴涵着汉文字丰富而神奇的信息。

我经常下乡和农民画家切磋农民画创作。在交流中，我向农
民画家传授创作经验、绘画技艺，看他们的画作，听他们谈创作体
会，受启发，知不足，教学相长，受益匪浅。我走进农家院，和农民
交流，了解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对新时代新生活有着强烈的幸
福感获得感，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促使我将这火一般的真情倾注
到画里，分享给更多人。

在艺术创作中，细节至关重要，它决定作品的成败。细节不能
凭空臆造，它必须源自生活。这点在农民画中表现最为突出。农
民画的细节丰富，真实生动，因为画家画的是自己的生活。只有对
生活中的各种细节烂熟于心，方能在创作中贴切运用。

我是画家，当以画来讲故事。我的画作《小康农家喜迎春》里
就有不少故事。一位嘉兴秀洲画乡好友看画后说，“现代文明之风
吹拂新农村”这评语很贴切，精炼中肯。

乡亲们说，“要致富，先修路”。画里公路已从家门口通过，路
旁还有路灯。偏僻的乡村再也不愁跟外界往来了，农产品能顺畅
外销。公路上飞奔而过的小货车正忙着送货。物流通畅，乡镇产
业兴旺，农民自然富起来。实施“生态宜居”，农民居住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看小院四周林木环抱，小楼屋顶还装有太阳能热水器。
再看小院矮墙外放置着分类垃圾桶，不仅环保，更体现着乡风文
明。天上飘着雪花，小院银装素裹，在朝霞里分外妖娆。瑞雪兆丰
年，正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年味十足的农家院，大门上贴有春联门
画。小楼屋檐下悬挂着红灯笼，楼上窗户贴有福字，两旁挂满金灿
灿的玉米和红艳艳的辣椒。这是农家晒出的丰收成果。小院里静
悄悄，人都去哪儿了？从大门外的一地鞭焰碎屑便知答案。昨夜
正是除夕，人们辞旧岁迎新年，太兴奋太疲倦了，也许现在正酣
睡。再看看屋顶上的电视天线，也许他们正在看昨晚没顾上看的
春晚节目重播哩。这故事有趣吧，我就是将这诸多细节有机地整
合成“小康农家喜迎春”的完整故事。

芒种，是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的意思。芒
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每年的 6月
5日左右，太阳到达黄经75°时为芒种。

芒种意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
成熟，抢收十分急迫。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
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故又称“芒种”。春争
日，夏争时，“争时”即指这个时节的收种农忙。
人们常说“三夏”大忙季节，即指忙于夏收、夏种
和春播作物的夏管。所以，“芒种”也称为“忙

种”“忙着种”，是农民朋友的播种、下地最为繁
忙的时机。

芒种三候
我国古人将芒种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

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
芒种节气，螳螂在上一年深秋产的卵，因感

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
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
能够学习其它鸟叫的反舌鸟，却因感应到了阴
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芒种习俗
芒种主要习俗有安苗、送花神、打泥巴仗、

煮梅等。
芒种前后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

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神归位，同时表
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

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皖南各地都要举

行安苗祭祀活动，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
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有“打泥

巴仗”节，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边
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
受欢迎的人。

在南方，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此
时也是煮梅、食梅的时节。

芒种农事
芒种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处

于“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忙夏
收，是因为麦已成熟，需及时收晒。忙夏种，主
要是指回茬秋收作物，如夏玉米、夏大豆等夏种
作物，因其可生长期是有限的，为保证到秋霜前
收获，需尽早播种栽插，才能取得较高的产量。
忙夏管，因为芒种节气之后雨水渐多，气温渐
高，棉花、春玉米等春种的庄稼已进入需水需肥
与生长高峰，不仅要追肥补水，还需除草和防病
治虫。

二十四

节 气

芒种

文字“象形”散议（三）

□唐绍禄（市交通运输局） 《农历》与根的信仰
□朝颜（市文学院）

·书评·

年画里的故事
□廖开明

小康农家喜迎春（年画） 廖开明/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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