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缕春风携着万树桃花，在浦阳
大地上点燃一场轰轰烈烈的春之盛
事，浦阳江畔沸腾了。

春天，本来就是属于桃花的季
节。何况浦阳还有诗意的桃花源，
美景之外更兼传说与故事，为春日
桃花平添几分韵味。走过白墙灰
瓦、古风留存的村落，行过波光粼
粼、云影荡漾的湖畔，一朵朵“桃花
嫣然出篱笑”，粉艳的花瓣写下一派
天真烂漫；一棵棵桃树风姿绰约，铺
开一幅绚丽的锦缎；及至连成一片
片桃林，云蒸霞蔚，饱蘸最浓烈、最
明快的色彩，在浦阳的桃源胜境绘
出一幅绝世长卷。

一汪碧绿的湖，四周早已被桃花
攻陷。满树的花，满树的香，满眼的蜂
吟蝶唱。“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

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潜笔
下的桃花源，必是以这里为蓝本一挥
而就。因为在这里，不仅有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更有鸡犬相闻，烟火人家；
不仅有峰峦叠翠，美景如画，更有黄发
垂髫，怡然自乐；不仅有禾稻飘香，硕
果累累，更有幸福和谐，人文佳话。

湖畔有桃花，湖中有桃花水母。
曾在朋友圈的视频中看到过桃花水
母，小伞一样的身形玲珑剔透，在水中
卷舒开合自由游弋，让人心生感慨：究
竟是树上的桃花落入湖中，变成了这

“水中精灵”？还是水中的精灵飞上枝
头，变成了这艳绝的桃花？和美的山
水滋润出和谐的环境，和谐的环境滋
养出平和的心境、和乐的人文，所以对
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桃花水母，才
会在这里安家的吧。

沿着湖边的盘山小径一路上行，
时有清亮的鸟鸣声声入耳，为春日的
空山平添几分幽静。小径两侧竹树环
绕，苍翠茂盛，微风穿林而过，便有阵
阵如潮如浪的声音远远近近、高高低
低地回响，让人恍若置身中国画的山
水意境中，体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宁静。

山行尽处是一片开阔的平台，青
石铺就的地面整洁干净，配上四下里
的翠树修竹，透出一股森然的凉意，将
上山时走出来的些许汗水一扫而光，
让人忍不住想深深呼吸两口这饱含氧
气泡泡的空气，从丹田吐出一个字：

“爽！”
沿平台往前走，一座翘角飞檐颇

有气势的高大建筑巍然矗立，上书“吴
王阁”三个大字。同行的好友中，有位

资深武侠迷，当年金庸、古龙、梁羽生
的书读了无数，此时一看这山势、这平
台、这建筑就乐了：“看，在这里，是不
是应该围石几而坐，几碟干果，一壶好
酒，赏山水清音，论江湖兴替？”大家都
笑着纷纷点头：站在高高的山顶，远处
将浦阳全貌尽收眼底，山脚下方才的
湖水变得纤巧秀致，岸边环绕的桃花
如纱如霞、缥缈灵动，真是个集灵气、
秀气、侠气、逸气于一体的奇妙所在
呢！

这时，“武侠迷”悠悠地来了句：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今儿个不下山了，诸位江湖弟兄就此
占落座，不醉不归！”又引来大家开怀
地大笑。笑笑闹闹间，浦阳的山山水
水，浦阳的历史人文点点滴滴留驻心
中，让人难以忘怀了……

风景独好 ■康景丽

桃花的世界

凡人脸谱 ■徐国宏

拌面的恩怨
清晨起床，妻子对我说：“早上吃

拌面。你总嫌我们烧得不好吃，今天
你去烧吧。”

我点头答应，走到厨房，却见面条
已经汆好晾在竹笪中，母亲正忙着洗
葱花。

见我进来，母亲带着一些谄笑问
我：“国宏，你看看，我今天汆的面条好
不好？”

我见笪中的面条洁净光滑，用手
捏捏已没有硬邦邦的感觉，于是就称
赞了一句：“今天好像是煮透了！”

母亲显得很开心，一边开始剪葱
花，一边对我说：“今天还是让我烧
吧。烧好了我叫你！”

我回到书房，一边打开电脑处理
昨晚未完成的文件，一边期待着那碗
清香油润的拌面。过了好一会，母亲
在叫我了：“国宏，可以吃了！”

我兴致勃勃地走到餐厅，但一看

桌上那碗正冒着腾腾热气的面条，失
望之余，一股不满不由涌上心头。

这是怎样的一碗拌面啊！
早就和母亲说过，碗一定要大，

面只要有大半碗就够了。今天的碗
虽大，但是面条，还是多得堆出了碗
外。

我用筷子费力地搅拌了几下面
条，葱花看到了，但酱油呢？猪油呢？
红不红，白不白，一点油气也没有的一
碗面，看得人胃口直接就没了。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由于第二
次煮的时候过了火头，面条已经煮糊
了！

估计是我脸上的怒意吓到了母
亲，她站在一旁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我的心不由哆嗦了一下。想到她
当年为了不让我们一家人饿肚子，挎
着一篮捡来的破布头去换米，却和邻
居谎称去走亲戚的情景；想到了她为

了让我们兄弟有书可读，每天天不亮
就去杭州挑一百多斤鱼来萧山卖的往
事；想到了她二十多年来为我们洗衣
做饭，带大两个女儿的辛苦，我怎么能
够向她发火呢？

我决定像以往一样，哪怕满口都
是面粉，也要笑着吃下去。

我想着减掉一些面条，再加一些
酱油和猪油，这样会好吃一点。

母亲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马上
给我端来了一个空碗。

我心中不由一声长叹：母亲啊母
亲，儿子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您的眼
睛，可您为什么不努力学会做儿子想
吃的拌面呢？您可记得，每次我们去
外面吃饭，您都说饭店里的这些菜自
己也会做，可就是这么一碗简单的拌
面，您都没有烧好过。

我开始给面加猪油和酱油，母亲
在边上看着，连连给我说:“够了，够

了，要咸死的！要油坏的！”我心中不
由又好气又好笑：“母亲啊母亲，不知
道给您说过多少次了，该省的要省，不
该省的不要省。不把猪油酱油加足，
您烧的这碗面儿子只能丢到垃圾桶里
去了！”

我坐下吃面。看着我有滋有味的
样子，母亲的脸上有了笑意，可她怎
知？儿子的心中是牢骚满腹：“母亲啊
母亲，给您说多少次了。不会烧的菜，
不会做的事，就留着给我们做好了。
您要知道，您的儿子早就长大了，许多
事，比您还能干，干嘛一定要抢在我们
前头呢 ？”

吃好面，我准备出门，却见母亲捧
着那碗我减出的面条正在大口吞咽，
看着那红不红，白不白，一点油气也没
有的面条，我的眼睛不由湿润了：“母
亲啊母亲，到什么时候，儿子才能把您
的习惯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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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潭老洋房

你抢什么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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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读书的女儿放长假回家，
听说一逢节假日火车票就特别难
买，于是特意提早一个月上12306平
台购票。果然，她想乘坐的几个车
次不是显示“无票”，就是显示“候
补”。女儿着急地问我：“买候补票
有用吗？”我说：“买得到的！”女儿
问：“那要是人家不退票怎么办？”我
说：“不会的，离国庆还有一个月呢，
你放心吧，到时肯定有退票的！”果
然，第二天一早那些车次就有了退
票，而且有好几张。不光如此，昨天
显示无票和候补的很多车次都已经
有了不少票。很明显，是昨天抢到
票的人今天退了票。

暗笑那些退票者：早知要退票，
当初又抢什么抢？

透过小小的手机屏幕，我仿佛看
到了一张张焦急的脸，一双双贪婪的
眼，手指在屏幕上紧张而快速地游
移，然后一声声欢呼从手机彼端传
来，那是抢到票的人们在尽情宣泄。

然而抢到了票又如何，最后还不
是把它退了？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明
确的乘车需求，或许他们只是出于一
个想法，那就是“先下手为强”，迫切
地想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分得一杯
羹，而且这杯羹还越大越好，自己吃
不完可以用它来卖钱，最不济可以送
人情呀！可惜购票平台使用的是实
名制，抢得再多，自己不坐那就等于
废纸一张，无奈只能退票了事。

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么说：
乘车难，不是因为车票太少，而是因
为抢的人太多了！

其实国人的“抢”又何止体现在
火车票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抢”
存在于社会的角角落落中。

抢房子抢号子抢位子，抢资源
抢地段抢生意，抢职务抢职称抢排
名，抢头条抢C位抢风头，抢眼球抢
流量抢粉丝，抢红包抢手机抢秒杀，
乃至抢米抢盐抢水抢板蓝根抢……

怎一个抢字了得！

“抢”，表面上看源于僧多粥少
和无序竞争，但本质上来说，“抢”源
于盲从心态，究其实乃是源于弱者
的思维方式，因为弱者只看得到眼
前的蝇头小利，而根本看不到全局
和将来，所以才会患得患失，才会恐
惧贪婪，才会焦虑盲从。

先哲早就告诫我们“不争”，因
为“ 夫 唯 不 争 ，故 天 下 莫 能 与 之
争”。然而，不争不是消极等待观
望，先哲还告诉我们要用积极的心
态对待人生对待世界，“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

也就是说，不要跟别人去争抢，
而要时时跟自己争抢，那才是真的
争真的抢，那才是自强不息。跟自
己争什么抢什么？跟自己争，就是
要挑战自我，战胜恐惧贪婪，消除盲
从无知，调整心态放宽眼界，扬善弃
恶坚定自信，同流而不合污，卑微而
不卑贱。“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到那时蓦然回首，只觉原来的争抢

是那么可笑。
风物长宜放眼量。站在人生高

度乃至历史长河俯瞰，很容易发现：
你的总是你的，不抢也是你的；不是
你的纵使拼命抢来，迟早也得被人
家抢走。再说，现在是你的，难道永
远都是你的？沧海桑田，世事难料，
何不眉间放一指宽，胸中安天地广，
与其跟别人较劲，还不如和自己赛
跑，做自己的主人。

平和一点吧，抢什么抢呢？没
意思透顶的。

欢潭老街长约里许，百年前的格
局，也一如当年的安详，石上有雨水划
出的痕迹，斑驳的墙面残留同记、高
记、圆糖、南洋口味等模糊文字。在今
天，黝黑的屋瓦不可抗拒地消逝的时
候，这是萧山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条老
街，现在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名字
——欢潭明清老街。

院落较多，最为宏大的一座，叫务
本堂，在村庄老人的讲述中又叫旗杆
墙门，前后三进，东西厢房，它曾经是
山阴县最大的清代民居，居住过四五
十户人家。迄今门腰和檐廊上，仍装
饰着精美的木雕图案，有狮子、仙鹤一
类吉祥的神兽，也有仙人降福的民俗
故事。当伫立石板铺砌的清幽天井，
它们似乎在向你默默讲述旗杆墙门的
漫长和辉煌，显然，这是田姓家族的一
个历史奇迹。

是的，无论老街与院落，它们都足
以讲述一个山村的古老、美丽与沧桑，
但是，让我久久伫立、无语的建筑，是
欢潭老洋房。

老洋房与周围的房屋迥然不同，
红砖外墙，拱形门台，门窗玻璃镶嵌，

精美和别致令人赞叹不已，这是一个
时代中西合璧的产物，有四合院围合，
有天井，又有砖砌方柱的三层洋楼。
修筑者是田氏子孙，一个留学西方归
来的年轻学子。拥有这样的房子是骄
傲的，遥想当年，此地必然高朋满座，
高士盈门。

老洋房主人田文端的小儿子叫田
曾彭，堪称奇人，15岁离开家乡跑去
上海求学，考入大学专攻英文，与蒋纬
国、孔令仪为同班同学。

毕业后，田曾彭在上海和绍兴两
地，教了整整22年英语，直到上世纪
50年代，中国的学校停设英语课，这
才卷起铺盖回了老家。他本来是可以
不回老家的，学校考虑让他改教语文，
但田曾彭拒绝了，说除了英文，其他一
概不能，非我所长。于是回到家乡欢
潭。从此，驻留山村，再无远游，落魄
一生。据老人的儿子讲，活得像鲁迅
笔下的孔乙己，见小孩喜教英文
ABCD，除此之外，对农事一窍不通，
家务活也不会干。除了他自己，恐怕
也无人可以想见其孤独和苦闷。

岁月是洗礼，是一道神秘的光

亮。在我的记忆中，老洋房在这个世
界一直有着它自己独一无二的符号，
诉说着一段别样的年华，也诉说着自
己的兴衰往事。

我记得，第一次去欢潭，是奔着我
父亲去的，因而很像朝圣。那时年少，
在老洋房里的短暂度假是兴奋的，无
事也是兴奋的，我记得那是夏日时光，
江南的田畴中，细风吹着，有男子赤着
脚，独自背着泥锹，走入水没到膝部的
稻田里。老洋房前的溪潭里，有摸螺
蛳和小虾的少年，而临溪而居的老街
上，安坐的女人摇着洋红浸染的麦草
扇，瞅着溪中的小孩。

在这里，我曾亲见嫩竹制纸，在老
洋房屋子边上，有一个作坊，其实是一
只石板大缸，确切的名堂应该叫槽坑，
用石板砌成，一块打底，四块立面。缸
内浸泡着磉烂成浆的竹篾。在那里，
有人在掀帘揭纸，有人在晒纸。后来
我知道，这就是色泽米黄的霉头纸的
生产过程，霉头纸卖不出好价钱，是制
作炮仗的用纸，或者是小老百姓点烟
的火种。

我还记得另一件新鲜事，家庭织

布。巷子深处，一间老宅里，两个女人
摇纱，一个男子织布，劳动力似乎都是
自己一家人，机器都放在楼下，摇纱车
的声音哐啷哐啷的，十分枯燥，而布机
体型庞大，手工细活比较繁琐，因而织
布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就有变化——唧
啾嘣，唧啾嘣，极富节奏。只见坐在布
机上的男子睁大着眼睛，一脚踩下踏
板发出“唧”的一声，随之是“啾”的一
声，梭子像鸟一样飞行了，这时候就又
响起“嘣”的一声，他把布机的档板向
怀里疾速拉了回来，然后又是“唧”声、
梭子飞回来的“啾”声，以及非常顽固
而沉重的“嘣”声。声音不断地重复
着，于是一匹寂静的蓝布就这样织出
来了。

在我少年时光，并不知晓这样的
劳作是体力活，只是充满好奇而
已。事实上，任何一个乡村的美丽
与富足，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夏
夜，若明若暗的星空下，老洋房天台
上，我沉浸在黑暗里瞭望古老的村
庄，我发现那户人家仍在彻夜工作，
有节奏的唧啾嘣、唧啾嘣就在夜空
中回荡。

说起来，我也是见证了数百年中国成长的土生土
长的中国老树了。我瞅着眼前这一格格被高楼切成
方方正正的阳光，听着汽车不断地鸣笛，望着一代人
的老去，又一代人的新生。万物四季交替，一派欣欣
向荣。随着金日拨开了晨雾，我也随着晨雾回到了记
忆中去……

在我还是一棵小树的时候，土墙是我相依的伙
伴。那时最爱听的，是街上那为数不多的自行车的

“叮叮”声；最爱看的，是满腹学识的新一代青年那朝
气蓬勃的笑颜；最喜欢做的，便是伴着学堂中传来的
琅琅书声远行。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老人……
“今天呢？也还是没回来吗？”老人用手轻扶在我

的枝干上。她的手干了一辈子农活，很是粗糙。
老人脸上的愁容，就像是这片被乌云笼罩的土

地。几年来老人牵挂着的是身在战场的游子，老人被
沉重的农活压得更驼了，可她的眼睛却依旧清明，那
包含的，是真情是希望，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她哽
咽了一下，望向了我，含着浓浓的愁绪道：“老伙计，我
怕是等不下去了……咳咳……麻烦你喽，帮我守望下
去吧。”说罢，便挥着手伴着余晖慢慢地走远了。我奋
力发出沙沙的声音去回应她。

战乱中的游子未归来，守候着她的人确实再也回
不来了，这就是战争吧……我继续站在这里，替老人
守望着迷失的游子，也等待着，这即将从云端露出的
金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个个小豆丁在老师的
带领下，从学堂奔出，来到了我这树荫下，倚着土墙，
摇头晃脑地背起了课本，手中摇晃的，是那一面面的
五星红旗。瞧那一股股活力劲，一股股认真劲，在时
间的催化下，成了一颗颗耀眼的星，为金日增添着光
彩。让那金日永远不被云雾所遮！

我看着周边的人们换了一代又一代，身边的土墙
也在时间中慢慢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楼，意
识到过去已经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水珠，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而眼前这片经历时间历练的沧桑的土地，予
我生命的土地，也在金日的照耀下焕然一新，生机勃
勃。它早已褪去了不堪与死气沉沉。它依然是我永
远深爱着的土地！

金日，不会再被云雾遮盖，他会上升至天空的顶
端，驱逐每一寸黑暗。

或许，未来的世界又会是另一番景象，但我希望，
我的土地母亲永远不会凋零！

灯下漫笔

老树的低语

■ 郝一安

在黑暗笼罩的黑暗
在贫瘠汹涌的贫瘠
在寒冷与混沌的喘息间
驶出一只帆轮

海水茫茫，波浪交错着眼神
悬岩寂静，狂风匹及着灵魂
风暴使它厌恶陆地的安逸
贪恋恐惧的侵袭

前方只有无尽的苦役
但骄傲的勇士不会萎缩
那些本该珍贵的光明
现在都葬身深渊之底

我沿着斜斜的路
往斜斜的乡村深处走去
斜斜的天空脚下
嵌着一枚枚小小的窗户

我太像一位失落故乡的游子
在这里获得了温暖的语言
阳光煮着简短的诗句，扶入水乡的眼睛
湖的影子在天空，云的梦呓在水底
踏着最为淳朴的泥泞
每一簇微笑成风

你就是在这里，把我的笑容遗忘
我不怪你擅自离开的背影
连自己都要在此幸福地安眠
有了平日里光芒的指引
我还要继续无休止地
寻找一位秋天的伴娘

秋天，我们在这里散步

秋天，我们在这里散步
阳光不是很美好
叶子在小路上落成一座峰的模样
掩盖了昆虫的忙碌
任凭暖风慢慢地划过手臂
散落的寒冷还未启程
碧绿还未融化
而我们可以在这里
走很久，很久

秋天，我们在这里散步
你害怕时间的食言
我嫉妒丰韵的错觉
那莫名的脆弱在枝头凝结
又一滴，一滴
坠入你的手心
接受这无辜的馈赠
我轻声问你
从另一个肩头泛上的“咕噜”
在此时悄悄地飘向远处
在你回答之后
我把它藏在秋天的思乡里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