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闻书香时，读到“阡陌”二字，

心底便无端生出一种柔柔的情愫。

一直认为“阡陌”是与“紫云英”联系

在一起的，紫云英是属于阡陌的，阡

陌也因它而可爱。

紫云英，在江南被称作草紫，又因

其色红花艳而被称为红花草紫。每当

杨柳抽出嫩枝、天气乍暖还寒之际，田

野中便会出现星星点点的紫色，又似

乎在一夜之间，紫色便蔓延开，如一片

紫色的花海，田野就浸染在令人赏心

悦目的紫色花海中。在吹面不寒杨柳

风的温柔里，在漫天花香的湛蓝天宇

下，紫云英在纵横交错的阡陌间热烈

而欢快地绽放着优雅的紫，这种灵动

和别致让人缓缓醉去。

初见紫云英是小学四年级时的

那个春季。从广袤的苏北平原来到

江南小镇，幼小的心灵对周围的一切

充满好奇。一个春日的傍晚，我发现

学校对面的田野上有无数紫色的小

花在微风中摇曳。怀着不可抑制的

喜悦奔向它，这些紫中带白的小花就

如夜空中璀璨的繁星，衬着绿毡似的

叶子，在夕阳中轻轻柔柔绽放着。小

小的心便开始疯狂地爱上了这不知

名的紫色小花。

我怀抱着一大束紫色小花站在

母亲前面，眼睛里写满无以言状的骄

傲。母亲笑着说：“这是妞妞没见过

的草紫，春天与油菜花一块儿开着，

但是离开了泥土很快就会枯萎。”当

这一束紫花插进玻璃瓶绽放在小房

间的窗台时，少年的我觉得自己分明

就是春天里一颗紫色的星星。

一日，与往常一样走向那片花香

四溢的田野，可眼前的一片狼藉让我

目瞪口呆：美丽的小花被连根铲起翻

晒在田间，往日的美丽和可爱荡然无

存。顿时，眼泪夺眶而出，愤怒得不

可自抑。母亲却笑着说：“这草紫，农

民是把它当作肥料的。翻晒在田间

让它腐烂，等待着夏种；秋收后，再把

它的籽撒在田里；明年春天，你又可

以看见美丽的花了。”

后来上师范，才知道“草紫”学名

为“紫云英”，惊叹于这温柔雅致的名

字。常常想，给它取“紫云英”之名的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是真正读

懂了它的灵魂。学校依山而建在公

路旁，沿着公路走去便是一望无垠的

农田。我无数次徜徉在那片紫色花

海里，脚下是紫色的花朵，耳边是蜜

蜂的“嗡嗡”声，四周又弥漫着紫云英

那种特有的香气……在和风吹拂下，

紫云英的香气一阵浓似一阵，全身每

一个毛孔都被花香浸染了。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半生

将过，但心底对紫云英的痴迷却丝

毫未变。春日里，去郊外阡陌上走

走，寻觅心中的紫云英，细细品悟紫

云英的风采。只是，在三月的春风

中，已经很难见到紫云英恬然的笑

脸了，有时偶然见到一片，简直是一

种难得的欣喜。

再后来，到了杭州工作，春暖花

开时节，双眼总会不经意寻觅那些紫

色的娉婷花朵。某日去太子湾，一片

紫色的花海倏地撞入眼帘。“紫云

英！”我脱口而出。“这是二月兰，我的

老师！”旁边的丈夫一脸戏谑。是啊，

这分明是二月兰，虽然同样是绿叶紫

花，但只有 4 个花瓣。较之紫云英，

二月兰多了一分热烈，却也少了几许

轻灵。

知我心底对紫云英念念不忘，丈

夫通常会在某个春日，带我前往西溪

湿地或者富阳乡村。因为在西溪湿

地的绿道边，在富阳乡村的阡陌处，

都可以看到紫云英的身影。当视线

与紫云英相拥的那一刻，少女时代的

梦霎时便在眼前旋绕。

阡陌上的紫云英，在无数个融融

的春日暖阳中，在温柔的绿风里，在

如丝的烟雨下……心底竟是如此不

可抑制地期待着陌上花开的一瞬。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胜利

实验学校）

阡陌上的紫云英
□杨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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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溯洄，与时代里的父母对望

我们走在熟识的路上，繁华常有，

寂静亦常有。恰如著书，总有一些作

家留存着写作的初心——比如史铁生

的《合欢树》，余华的《活着》，那一代人

写作的青春，有太多真实而苦痛的经

历。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呈现出来的

同样如此，这部著作依然展露着一个

古稀作家的创作初心。

提到《人世间》的创作，梁晓声坦

言，这是真实家庭和时代背景在他身

上映照的结果。梁晓声的父亲是“大

三线”的建筑工人，幼年的梁晓声对父

亲敬畏而疏远，而大哥更是因为父亲

对知识和文字的激烈批驳而患上精神

病，家庭的重担不断考验着梁晓声柔

弱却坚韧的母亲。在创作《人世间》

时，梁晓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处处可

见；而在《致父亲》《致母亲》两本书中

记录的，仍然是梁晓声对父母的真挚

缅怀。

《致父亲》这本书中的父亲，是严

厉的一家之主，出卖体力换取一家人

的生活温饱，他歧视所有不靠体力的

谋生，却最终在家庭和时代的变化中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致母亲》这本书

则是儿子与母亲灵魂的对谈，这是一

次生命中的深情凝望，在凝望中重新

寻找和发现母亲。如果说《致父亲》是

对父亲生活的真切回忆和纪念，《致母

亲》就是写给母亲的深情之书。

世事百态，亲情永远是绕不开的

那一环。若故人已去，思念常有，或寄

托，或藏匿，每每触及，不免感慨。于

是，时刻提醒自己珍惜当下，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对家人多一些陪伴和关

爱。也正因此，父母这个文字王国里

始终高悬如日月的主题，无论是浩瀚

若星辰的文学巨匠，还是平凡若山石

的芸芸众生，对父母的追忆始终承载

着共同的记忆，也寄寓着对未来共同

的期许。

《致父亲》《致母亲》这两本书里的

父母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致父亲》一书中工人出身的父

亲，与那个时代大多数父亲一样，严

厉、苛刻、粗暴，所以作者对父亲更多

是畏惧；然而父亲又深深爱着这个家

庭，深沉的责任感让作者回忆起来依

然百味交杂，既同情父亲的艰难，又怜

悯甚至怨恨父亲的专制。父亲对子女

的粗暴打骂，曾让作者的“口吃”一直

延续到中学；父亲还强迫母亲温顺如

绵羊，宁愿相信命里“克女”，也不愿送

女儿去医院；在大儿子考上大学后，父

亲又写信苛责他“一心奔前程”……然

而，父亲又有坚韧的一面，不叹气、不

哀怨让他始终挺立着脊梁，默默承载

着这个家庭的生活重负。

《致母亲》一书中的母亲出身读书

人家庭，她的生命历程可以看作一个

时代巨变的见证。母亲亲眼看着时代

不断改变她强壮的丈夫和日渐成长的

儿女，国家、时代、家庭的命运最终汇

聚到她的身上，从童年、少年到为人

妇、为人母，都有详尽而细腻的描述。

母亲一直被动地跟随时代大潮的涌

动，人生轨迹因此几度被强行扭转了

方向。然而，坚韧乐观的品质和努力

生活的态度，还是让母亲有了自己的

信仰。读《致母亲》一书时几度潸然泪

下，作者深情却冷静的笔触，将儿子对

母亲的深切缅怀表达得如此内敛克

制，却又偏偏扣人心弦。

毫无疑问，与父母或祖辈的生命

羁绊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离的宿命，

血缘给我们的生命烙下深刻印记。

《致父亲》《致母亲》之所以可以触动

读者，就是因为梁晓声站在儿女的视

角重新审视这种生命羁绊，思索父母

那一辈人究竟怎样一步一步汇入自己

的生命，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自己

的生命。

读书空暇，在小街散步，遇到老翁

在路边摆摊。我悠闲地走过去，老翁

篮中瓜果所剩不多，于是将瓜果尽数

买下，嘱咐他早点回家。起身的老翁

眼里有感激，轻声道谢后收拾离去，还

不时回头挥手致意。看着他佝偻的背

影、蹒跚的步履，我不禁心涌酸涩。我

的父母为生活奔波之时，不也是这般

佝偻嘛！踏着夜色“满载而归”，这场

沉甸甸的“邂逅”犹如一扇鎏金的窗，

不经意间被打开——于是，父母的恩

情，在瞬间溢满了胸间。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汕头市潮阳

实验学校）

开卷有益

□黄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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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卧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吴江中学 朱芸/摄

喜欢读杂志，主要是为了消遣，毫

无“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追求。读杂志能够

与时间赛跑，督促自己不偷懒，因为若

不及时读完，下一期杂志面世，未读完

的杂志便成了“旧货”。因为喜欢读杂

志，所以与报刊亭结下了不解之缘。

读书时有向往文学的志向，很想感

受文学大世界的新气息。一次偶然的机

会，见到一个报刊亭立在路口，各种各样

的报纸杂志摆放在货架上。那时家里生

活贫困，口袋里自然不可能有很多余钱，

于是掏出仅有的几元钱买了一本《小说

月报》、一本《散文》。从此便喜欢上了这

两本杂志，也喜欢上了报刊亭，一次又一

次地往报刊亭跑。只要一到报刊亭，老

板便会很热情地同我打招呼，若是我要

的杂志来了，更是主动递上。

后来，我到了县城一家银行工作，

天天与数字打交道，生活枯燥无味。

同事介绍，县里有一家报刊亭，专卖报

纸杂志。于是欣然前往，店主是一位

中年妇女，热情地将我要的杂志递给

我，还在价钱上给予了适当优惠。随

着手头渐渐宽裕，买的杂志多了起来，

我去报刊亭的频率也高了起来，一周

至少要去两三次。那时，我总想第一

时间看到心仪的杂志，有时因为工作

忙几天没去，仿佛有一件事搁在心里，

真有点茶不思饭不想的感觉。

去多了也就成了常客，自然与店主

熟络起来。得知店主的丈夫是附近的小

学教师，也喜欢读杂志，共同话题就更多

了，有时买了杂志还会坐下来一起探

讨。后来，报刊亭的客源明显比以前少

了，货架上报纸杂志的品种也没有原来

多了。店主说，现在网络发达，看纸质书

的人越来越少。“也有像你这样的读者还

在坚守，为了不辜负你们这些读者，我们

会尽量坚持。”店主说道。

又过了一年，报刊亭照常营业，但

摆上了香烟、饮料等商品，挤占了不少

货架的位置，报纸杂志加起来也就十

几种，寂寞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

落。我看得很是心痛，仿佛听到了它

们痛苦的呻吟。那天遇见了店主的丈

夫李老师，他告诉我：“现在报纸杂志

的读者微乎其微，都热衷于碎片化阅

读，再不转行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

这样又坚持了一年，报刊亭彻底转营

百货商品，牌子也变成了“南杂亭”。

再后来，南杂亭也搬走了。

从此，我就很少涉足那个地方，但

只要经过便会驻足凝望。那里曾经搭

建了我与外界文学阵地的沟通平台，

激活了我步入文学世界的热情，见证

了我跋涉文学之旅的顽强。报刊亭为

我品读文学作品提供了方便，让我知

道文学的天空有多么辽阔、多么深远、

多么诱人，让我品尝到文学之旅的艰

辛与孤独、快乐与幸福。

每当我夜阑人静翻阅杂志时，便

会想起心中的报刊亭，永远的报刊亭。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市新建

区教育体育局）

人生边上

古人的学习教材花样很多，甚

至也有“习题册”“参考资料”“三年

乡试、五年会试”这类辅导书。

比如清朝，从《三字经》《千字

文》《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书开

蒙，接下来进阶学习《孝经》《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等，然后把

“四书五经”补完，最后看各家的注

释（相当于辅导书），学官方的《钦

定四书文》（相当于考试大纲）。书

香世家的孩子，八九岁没背到《孟

子见梁惠王》的，十四五岁不能开

笔参加模拟科举的，二十岁不能通

读“十三经”考中秀才的，恐怕就会

被人说“智力低下”了。

相比之下，汉代那些二三十

岁才“通一经”的儒生，难道真是

天资愚钝吗？其实不然。清代读

书人既是“应试教育”的集大成

者，也是“内卷教育”的受害者。

他们学习经典的方法，就是把“会

考的”内容拿出来看，研究历年科

举试题的汇总解读，甚至还有“考

前押题”的环节；而他们日常的功

课就是写八股文，八股文写不好，

科举也很难考出好成绩。需要说

明的是，古人也考数学，甚至还有

一些基础的其他学科，这倒不是

因为思想开明，而是儒家典籍的

确有这部分内容。

上面说的是条件好的家庭，至

于条件不好的家庭，能抄书、蹭书

来读，就算运气不错了。

（萧楚白）

古人用什么教材
识知冷

去长阳看清江画廊，我一路

凭空想象着两岸重峦叠嶂如画屏

一样的美景。及至坐上当地的小

游船，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才开始

真 正 观 赏 两 岸 的 画 屏 。“ 青 山 如

画”不假，山山岭岭，无一例外覆

盖着厚厚的植被，原生态的自然

风貌显得温厚秀雅。初春时节，

柳树才开始吐芽，尚未长出新的

叶片，而这里已似春深，处处林木

葱翠，山岭绿意盎然。山上的常

绿树木，留住了四季如一的生命

原色。

更可喜的是这里的水，与青山

一个颜色。放眼望去，两岸青山相

倚，中间碧波摇曳。没有浩渺的烟

波，没有滔滔的白浪，完全是以本色

示人。它比山溪宽广，却没有山溪

的喧响；它比山泉浩荡，却不失山泉

的清亮。

它们与山外当然是相通的，却

了无山外的烟火气息，像得道高僧，

像山中隐士。它们不撒欢乱跑，更

不奔腾咆哮，也许是看透了一些东

西，看淡了一些东西，也看真切了一

些东西吧。只是静静地与青山相

依，任天光云影徘徊，散发着一波一

波的柔光。

它们安详的姿态、深绿的颜色，

给人以山一样踏实的质感，沉寂中

自有无边的力量汇聚。船行水上，

不必担心淹没、沉沦，静定的水面足

够让人安心，尽可以享受它安稳的

浮载。不仅如此，连两岸画屏一样

的青山，也好像是被一江碧水托举

着一样。

冲锋舟过处，浪向两边分开，

一浪接着一浪，像不断伸展的翅

膀。我们的机帆船被掀起来又抛

下去，感受着浪里行舟的摇晃颠

簸，让我想起“行船跑马三分险”

的老话。然而，大多时候还是太

安静了。没有鱼飞鸢跃，没有鸟

鸣虫唱，就连山上水中的色调都

是一样的——只此青绿，再无他

色。游船也只有我们一条，码头

泊着十几条同样的游船，没有游

客 ，船 老 板 也 不 知 到 哪 里 去 了 。

岸上小店前，三五个乡亲坐着喝

茶聊天，除了一个人在招揽生意，

其 他 人 只 顾 玩 自 己 的 。 游 客 不

多，正好可以清闲清闲。

已经春天了，稍待时日就会有

杂花生树，点缀山间。长天丽日，阳

春烟景，游人自然会多起来，那些游

船解缆齐发，想必还是十分热闹

的。不过，现在也好，正可以畅游画

廊，晤对清江。

群山苍苍，谷壑幽长，一江碧

水，静静流淌。那是一种只以本

色示人的安详，一种没有喧嚣的

浩荡。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公安县甘

家厂中心学校）

晤对清江
□陕声祥

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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