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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最知道世人的势利和俗
气，但她不管。

秋天，文人雅士们兴奋地走向
田野——

吟身躯伟岸低垂头颅的高粱。
画被阳光照拂姿态各异或蹲坐

墙头或占据屋顶或悬于枝头的南瓜。
唱芳香四溢一望无际身披金甲

沉甸甸的稻谷。
农人们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他

们无休无止地劳作着。
整片整片地，被栽进了土里。
栽到了河畔不规则的斜坡之上。
栽到了树下。
栽到了高出地面的土丘之上，

栽到了山坡之上。
栽到了田岸两边。
油菜没有资格计较，就在很多

人的无视之中，悄悄地被栽进了土
地。

一整块一整块，连片的。
不规则的，零星的。

此时，人们撞见油菜，都不拿
正眼看它：倦伏于地，无精打采。

只有农人去浇水。
油菜要求不高，除了水，什么

也没有要求。
寒冬来临，油菜开始扎根。
漫漫严冬，油菜和松、竹、梅

一起抗击着寒冷。
当然，它太矮了，太不被人正

眼端详了。
人们只关注松竹梅岁寒三友。

无数的点赞，铺天的画作，绵延不
尽的美文歌颂。

没有一个冬天不被春天所取代。
春天，所有的花儿都尽情盛开。
此时，人们才惊诧于油菜花

——
连天接地。汹涌澎湃。浩浩荡

荡。多方位，超宽屏地涌来！
热情，热烈。浪漫，大气。
令人喜悦，歌之吟之。
令人亢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人们扶老携幼，车水马龙，走
村串户，纷纷去看油菜花，拍油菜
花，画油菜花……

油菜花不语，只和蜜蜂痴情地
爱着。

谷雨一过，辞春迎夏。
油菜花也纷纷凋谢了。
盛装的人们早已散去。
油菜不管。
一如既往地站在田野，站在树

下，站在河畔。站在岸边，站在土
丘之上，站在山坡。

只有农人时不时来看看，笑眯
眯地看着日益饱满的籽实。

五月，油菜又会以另一种金黄
和另一种芳香令世界惊讶。

那是比菜花黄更丰富更有底蕴
的黄。

那是比菜花香更浓郁更有层次
感的香。

五月，夏初，油菜会以另一种
形式绽放！

一
轻轻念一声“湘家荡”的名字，满是湿

漉漉、滴溜溜的语境。这昵称水灵、秀气，
襟连“三点水”，佩戴“草字头”，怀抱“辟
邪木”，尽占水草丰茂、森森芊芊的温润意
象。不经意间，与桃花源的三个偏旁部首

“撞衫”了。这样也好，桃花源年长为阿
姐，那湘家荡便做个乖巧阿妹呗！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富得流油的苏
州、杭州间，有一根挑弯了的扁担，湘家荡
恰是居中的肩胛。

我过长江来，绕太湖行。只为触摸水乡
春色的油彩，探究湘家荡究竟是不是江南水
墨画中的一枚压角章。有些犯难的是，陶公
渊明“文体省净，语出自然”，只寥寥四百
字的状景记事，便写尽世外仙境之美。而我
手笨笔拙，如何利索到言简意赅的境界？

二
溪、水、池、船，树、林、桑、竹，芳

草、落英，良田、房舍，这些葳蕤在《桃花
源记》中的景致，也是湘家荡的“标配”。
兴许原本便是同一模具浇筑的。这两个“奴
妮”的面颊、眉目生得相像，“颜值”都是
百里挑一。

青春年少时，我曾在太湖之畔浪迹九
载，学得一口流利吴语。如今，一沾上江南
水汽，我那干蔫日久的吴地方言，便如同菱
角花一般肥硕、绿意，使劲开出黄、白、

粉、红色的花朵来。
湘家荡面积不大不小，与嘉善水乡的隽

永甚是般配。薄雾袅袅，箬叶青青，一只顽
劣的柴雀使劲地往下拽。当阔叶箬子的尖梢
沾到水面时，调皮的雀子拖拽着粘糯的吴侬
软语，一声鸣叫，飞腾了去。雀跃的当儿，
逗引得嫩生生的蛙鸣起，有一搭没一搭的，
不合平仄，倒也谐趣。

这里的鸟类，有“原住民”，有“移
民”，也有串门度假的候鸟。相互说着一些
我听不懂的话。但是，凭着这高分贝的音量
和嘎嘣脆的音质揣摩，彼此的交谈甚是友
善、和谐。

沿湖滨而行，水面伴随我的脚步晃动。
不速之客惊扰到湖的静谧了？环湖绿道好似
纤长的松紧裙带。松开来，婀娜多姿，楚楚
动人；紧一下，线条凸显，越发矜持。“春
光”明摆在这里，是偷偷窥视，还是视而不
见，全靠各自的觉悟高低了！

一位苏州来的“小娘鱼”花蝴蝶一般飘
过来。捡得墨绿的草茎插在头上，说是要把
自己卖给春天。男友问：“标价多少？可否
竞拍？”相视，“咯咯咯”地傻笑，帅哥遭到
粉拳软绵绵地捶打。

水杉与湘家荡一直践行着“媒妁之
言”。不时以水为镜，撩一撩有些乱了的

“三七分头”，倒也卿卿我我，才貌相当。树
梢努力向高处张扬，雌鸟在枝头叽叽喳喳，

相夫教子。老根一直挨着水滨扎下去，似龙
爪，如巨蟒。鱼儿在杉树的脚丫间产卵，一
大帮子儿女，其乐融融。水杉的根脉在这
里，魂在这里。

三
雀墓桥遗址，是湘家荡文化的“酵

母”。桥或墓，无外乎是石头砌成的，砖头
堆垒的，糯米、石灰粘结起来的。但是，四
十年前，在这地界发现了年代久远的文化堆
积，横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古吴越文化
三个时空点。这里的文化一脉传承，衣钵相
传，“老火”程度可想而知！我在这“文化
圈”溜达了好几个来回，低着头，指望捡拾
到一两块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的碎片。
能够亲手触摸大国工匠精神的脉搏，轻抚六
七千年前远古文明的纹理，该有多好。但
是，终究未能如愿。其实，捡没捡着“老古
董”，倒也无所谓，反正与崧泽文化同一字
辈的文化基因早已在此落地生根了。

这地界的文化随了“雀墓桥”的“复
姓”，说道起这“姓氏”可是大有来头。话
说唐文宗年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委派大
理平事朱自勉主持嘉禾屯田，在汉塘、魏
塘双溪水沛之地，兴水利，植稻粟，大搞

“丰产方”“样板田”建设。三年后，“嘉禾
在全吴之壤最腴”，缴纳的皇粮为浙西六州
之总和。嘉善被称为“鱼米之乡”大概滥
觞于中唐吧。

爸爸是村里唯一的剃头匠，手艺是从爷爷
那里传承的。听爸爸说爷爷曾经带了一个徒
弟，不知什么缘故干了没有多久，就不再干了。
爸爸是小学还没有毕业时，在爷爷“荒年饿不死
手艺人”的教诲中，被强行拉回家学手艺的，虽
然他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又不得不面对现
实。爸爸刚刚“出师”不久，爷爷便去世了。

爸爸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只要听别人讲过
一遍的故事，就能够有声有色地再讲述出来，
仿佛身临其境似的。无论是男女老少前来理
发，他都能把大家逗乐。所以，七里八乡的人
都愿意来找爸爸理发。后来听爸爸谈起这段往
事，说幸亏当年爷爷让他学了这门手艺，一家
人才得以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爸爸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虽然文化不高，
但他特别爱学习。哪怕只是一张残缺不全的报
纸，他有时间总要看半天。直到现在80多岁
了，还坚持每年订阅几份报纸。只要把报刊看
过一遍，他就能够给前来理发的顾客讲述，现
在想想这也许是爸爸的“充电”吧。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听爸爸讲故事，尤其
是那段百万雄师过大江和隔壁邻居大伯抗美援
朝的故事，让我百听不厌。

由于种种原因，14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到远
在新疆的伯父跟前生活。从我重新走进校园，到
走上工作岗位，爸爸总是嘱咐我要经常给家里写
信。他每次收到我的信，也是很及时回信，虽然
字有些潦草，但我仍能读懂爸爸的深深期盼，也
能从父亲的字里行间读到“老三篇”的影子。

后来，爸爸知道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后，强烈要求把发表的报刊寄给他。我回家探
亲，看到爸爸把我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剪贴下
来，装订成册，挂在理发店的墙上。我跟爸爸
说那些都是“豆腐小块”，没有啥值得炫耀
的。爸爸说：“你不出去打听打听，这周围谁

写的东西，能在报纸上发表？”我一脸无奈。
有了电话后，我会定期给家里打电话，除

了问生活、工作情况外，爸爸谈得最多的就是
国家的发展、家庭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时常感慨以前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
不是梦想，无不表达对共产党的深深挚爱。现
在远隔三四千公里，在视频里能够面对面说
话，真是赶上好时代了。爸爸能从毛主席在天
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说到这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在视频通话
中，畅谈着中国的发展史，畅谈着中国共产党
的光辉历程，让我这个党员受益匪浅。

这时，我正准备给爸爸打电话时，他却先
打过来了，说收到登载他写的那篇《百万雄师
过大江》的杂志。这才想起来，弟弟曾经把爸
爸写的那篇稿子拍成照片发给我，我帮助修改
过的。听手机里传来爸爸的笑声，不由开玩笑
说：“爸爸也可以成为作家的！”

“公生明，廉生威”这六字，早已经是官
员们引以自戒的座右铭。在日常的生活中，

“威”字一般被解释为“威信”、“权威”，也可
以理解为“威猛”、“威慑”之义。在某些特定
的情景下，清廉确实可以为诚信背书，可以
为道德背书，可以德服于民，可以取信于众，
可以震慑于匪，可以安邦于国。在40集电
视连续剧《于成龙》中，有这样一段故事：闻
听刘君孚等人在东山寨起事，纵容部下掠
劫，于成龙以向死之心独自进东山寨劝降。
面对副寨主黄金龙、何士荣的鼓噪，以及“猪
队友”湖北黄州府同知屈振奇的背后插刀，
于成龙身处险境几乎无脱身可能。危急时
刻，正是于成龙的清廉之名做了诚信背书，
才让刘君孚深信不疑，最终制止了一场社会
动乱。

有人说官就是官，无论多么清廉；匪就
是匪，无论多么仁义。官与匪犹如冰火永远
不能同炉，于成龙何以因清廉之名取信于刘
君孚。其实，在封建社会，有很多人是因为
受不了欺压，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被迫当

了“匪”的。他们中，如刘君孚般都会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残害百姓，
对老百姓拥护的清官廉吏当然也要尊敬三分。在浙江省淳安县至今还
流传着《海瑞智破丁香案》的民间故事，说海瑞到淳安县上任的路上，曾
经被一名劫匪劫至山寨，当海瑞自报姓名后，劫匪不仅放了他，还作出
承诺，他敬佩海瑞为官清廉，如需他出力时，送一书信上山即可，他会鼎
力相助。在侦破曹家丁香园女尸案时，这个劫匪应海瑞之邀，施展飞檐
走壁之功，夜入曹家，搜取《奇方大全》以及人乳药汤等物证，找到熬人
乳汤的厨师，保护了受害者曹丽静，助海瑞彻底侦破案件。

古人称清官有“七德”，其一是正气，二是勤政，三是谏诤，四是执
法，五是爱才，六是律己，七是家教。有此七德，不仅让天下百姓归心，
同样会让劫匪佩服得五体投地。乾隆三十四年（1769），刘墉因父亲的
缘故被重新起用，官授江宁知府。他为政公正清廉，声名远播，百姓叹
服刘墉的品行，将其比为宋朝的包拯。乾隆三十七年，刘墉调任陕西按
察使，一路上轻装简从，沿水路直奔陕西。没想，途经汉口一段的长江
水域时，被水匪王十三劫持到船上。本以为弄到一位朝廷大员能发一
笔大财，没想到打开刘墉随身携带的行李箱看时，却是囊中空空，仅有
诗书几卷。特别是听到眼前的这位官员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官刘墉时，
土匪王十三立即下跪磕头认错，亲自护送刘墉走了三十里充满危险的
水路，还送了刘墉一封绿林旗帜，确保路途平安。

中国的传统文学中，经常见到劫匪订立“四不抢”的江湖规矩：“残
疾人不抢、节妇孝子不抢、寡妇独子不抢、清官还乡不抢。”细观“四不
抢”的个中含义，讲的是仁义道德。清官是道德标杆，抢劫清官无疑是
和天下人作对。唐代诗人李涉任国子博士，是个有名的清官。有一次
他和书童乘坐客船赶路，遇到大风，船只能靠岸停泊，找客栈投宿。没
想到，在岸上遇到了劫匪。劫匪拦住他们去路后便问：“来者何人？”书
童赶忙道：“这是李涉先生啊！”听到是李涉，劫匪非常高兴，说：“久闻先
生大名，希望能够题一首诗。”

于是，就有了李涉的
《井栏砂宿遇夜客》：“暮
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
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
姓，世上如今半是君。”这
首诗也成就了清官和劫
匪的一段佳话。

一天的绵绵阴雨牵动了多少人的哀伤。前
年夏天，我失去了我的爷爷——那个常戴老花
眼镜看报的老人。

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走前的那个夜晚，我
睡得极浅，所以我第一个知道了噩耗。我推醒
爸妈，一个人呆呆地望着窗外，说不出心里的
感受，那时只觉得空落落的，但又挽回不了什
么，之后的几天我照常上课，并没有表现出极
大的悲伤，抑或我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

后来我实在避无可避，回到了爷爷住的地
方。我踏上台阶，仿佛有千万里远，但又好像咫
尺之遥。走进去，看到爷爷安详地躺着。仅此
一眼，便赶忙收住了目光，因为我怕再多看，便
会泪如雨下。可我还是去了他的房间，他的床
早被收拾干净。突然，我想到他就在这里，就躺
在这个床上，握着我的手交谈诉说，顿时，心里
的悲伤如洪水涌出，无法抑制，嚎啕大哭起来，
越哭越觉得他离我渐行渐远，我再也无法握住
他的手了。也就在这一刹那，我与爷爷的所有
回忆涌上脑海：在老家，他养了鸡和鸭；收养了
鸽子，做笼，喂它吃的；他包的青菜馅饺子很好

吃。没有人陪伴的日子里，他只有鸽子做伴，就
这样，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几十年。

在他走后，我一度沉浸在悲痛中无法排
解，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里，我的脑海
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孤独的身影。他的
一生我知之甚少，我的一生他也没机会去了解

了。他总是这么老，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当我的
爷爷，他替别人想得很多很多，却总是忘了自
己。之后不知怎的，我右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
突然出现了颗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爷爷的
离世有关联。在一个晴朗的早上，爸看出了我
的悲伤，跟我提起爷爷希望我做一个教师。

妈煮了一盘饺子，我吃到的第一口，便觉得
这是熟悉的味道。妈说这是爷爷留下的，爷爷
亲手包的。我顿时泪流满面，一时分不清到底
是泪水，还是饺子汤。吃完那一碗饺子，我明白
爷爷留给我最后的东西也没了，他已经走了！
我不能再沉浸在悲痛中，我要朝着他期望的目
标奋斗下去。生命不就是这样吗，一个人离去
了，便无法挽回。生者能做的，只有哀思与怀
念，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再者，只要这个世上
还有一个人在怀念着他，他就不算真正离去。

我默默努力，总算圆了爷爷的梦。每当不
知前路在何方时，每当想放弃时，爷爷勉励的
话语总在耳畔回荡。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
要坚持下去，我的人生还很长，我不能白费自
己的青春。在很多年以后，我会骄傲地说：我
努力过，所以没有遗憾。

我前进的道路将布满荆棘和鲜花，我可能
会被绊倒，但是，绝对不会认输。我绝不会迷
失方向，虽然生命中会有数不清的失去和选
择，但总有爱和祝福在，告诉你路在哪里。

路就在前方！

篷低舱小不张扬，却把风云人物装。

意气书生循真理，唤醒民众逐豪强。

颓势一扫风气清，民族重燃奋发光。

后辈敬瞻唯感慨，初心永葆再难忘。

南湖

悠悠南湖一花舫，原本庸凡貌不扬。

湖荡红船承巨擘，国难当头救危亡。

清波曾见当初景，华夏早愈往日伤。

水浅谁言浮力小，奋楫扬帆逐巨浪。

冬天，故乡比白桦林色彩丰富
不如江南郁郁葱葱

竹园、柏树、菜地、麦田
绿的事物在记忆里争相交替
三月都是花开和新绿茂盛
风里的菜地、麦田加快老去

在江南，我看到落花纷飞
也看到樟树掉下一地惆怅

新生在风里歌唱
落寞的人为落叶忧伤
我在三月向北望去

——在满地樟树叶的三月
想象故乡田野
即将闪出生命最灿烂的金光
和自己探讨，生死是悲
还是喜

烟雨南环河

有些宁静是虚假的，就像此时
烟雨落入南环河
一尾小鱼正在面临劫难

我需要为你写诗的灵感
或者找不到故乡的方向时
总喜欢坐在河沿的台阶上
看一只翠鸟猎杀一尾小鱼

——在生死存亡里
感受活着是多么不容易
——没有不好好相爱的理由

此时，时间与昨天相同
昨天有阳光在水面上追赶薄雾
而现在，涟漪是一滴烟雨落下的惊讶
从我平静的表面慢慢散去
伴随一声清脆，扩散到通往你的路上

子夜醒来

尖锐、急促，金属撞击的声音
正在为庆功宴十万火急

子夜醒来，似乎不伦不类
逃离噩梦时，我运筹了自救的方式

梦见生病预示着什么？猜测了半夜
答案众多，似乎没有一个可信

多棱镜的天下，每个影子里
都藏匿着攻击的嫌疑

猜测，逃离，那个硕大的阴影
一直在身后追赶，令我不敢安心歇脚

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捉摸不透的人了
连做出的梦也难以解析

——唯一可以说明的是
不到天亮绝不起床

我在江南
向北望（外二首）

□何玉宝

湘家荡：桃花源的乖巧阿妹（上）

□江东瘦月

油 菜
□许秀高

当
清
官
遇
到
劫
匪
…
…

□
贾
国
勇

爱和祝福依旧在
□喻子熔

红 船（外一首）

□王小玲

人
间
美
景

陈
耀
剪
纸

听
爸
爸
讲
党
史

□
丁
梅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