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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不知做错了什么，被母

亲揪了耳朵；祖母要来护，父亲大手

一拦，说“桑树要从小育”。由此，我

记住了桑树。

桑树身姿婀娜、枝叶扶疏，但容

易长歪。河边那一棵桑树恣意舒

展，几根枝丫都伸到了河中间，就像

伸了个懒腰后胳膊肘挥舞在半空

中。一群孩子正在凫水，游累了就

爬到树上，倚在树丫边上玩；一高兴

再凌空跳下水去，飞溅起一河的

欢笑。

桑树硬实而柔韧，要是能避弯

就直岂不更好？也有办法，在桑树

还没长歪时就及时纠偏，助其“正

直 ”成 长 。 这 种 扳 正 引 导 就 是

“育”——育就要从小育。

树要育，人更要育，树人与树木

是一个道理。“桑树要从小育，不育

不成材”，我听着这话慢慢长大，这

句乡间俚语堪称我的教育格言。当

然，真正理解这句话还是到了多年

以后，自己成为一名教师的时候。

说起桑树，大概首先会想到

吃。“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南

来的薰风把麦子吹黄了，也把桑葚

吹红了。桑葚，家乡称“桑树枣子”，

在瓜未熟、果未甜的初夏时节，吃桑

枣是孩子最兴奋的事情。一个学生

曾经给我留言：“桃李杮子一般长在

别人家的院子，唯有桑树枣子往往

长在田头河畔，每年总有一盼。”留

言里的“一盼”看得我心头一热——

吃桑树枣子，算是从前乡村孩子的

集体记忆。

有一回我爬树摘桑枣，顾手顾

脚不顾头，不小心与“洋辣子”打了

个遭遇战，被辣得直叫直跳。爬树

吃枣是“武”的，还有“文”的，把熟透

的桑枣压成汁，用来当墨水画竹子，

这番操作有点诗情画意。当然，诗

意从来不缺，真正的诗意就在劳动

中——采桑。

采桑，家乡称为“打桑叶”，打了

桑叶来喂蚕，蚕生茧、茧抽丝、丝织

锦、锦绣天下。多年以后，我坐在大

学教室听一位教授谈古老的东方有

两棵神奇的树——一棵是桑树，一

棵是茶树。心底一阵激动，也曾采

桑养蚕的我一下子清晰地想起当年

如何判断桑叶嫩与老的种种细节，

不光要靠眼来看鹅黄和嫩绿，还要

靠手来感受，触摸桑叶的软和硬。

原来在无意中，我竟触摸到了东方

文明的肌理。

打桑叶是个技术活，要看着蚕

的大小来打，而且不能带着露水

打。早晨也不是不能打桑叶，但要

等太阳出来收了露水才行。“日出东

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

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

隅……”读汉乐府《陌上桑》不觉会

心一笑，“古之人不余欺也”，这不是

外行人闭门觅句，而是真正的民歌，

来自活泼泼的乡村生活。

诗歌往往是光滑的，生活却常

常是粗糙的。一年一年，打了无数

桑叶之后，我终于暖暖地把自己的

劳动成果蚕丝毛衣穿在了身上。其

实也并非纯粹的蚕丝毛衣，而是在

翻新中添加了一些蚕丝线的“彩色”

毛衫。“彩色”包含两个意思，一是织

毛衣的线或新或旧不同颜色，二是

这些线或棉或毛或丝不同质地。

桑叶绿了，春阳下油油地闪光；

桑叶黄了，秋风中悠悠地起舞。桑

树不急不躁，还是那个样子。大概

正因为性子慢吞吞，木质才会这样

硬铮铮。如果再从小“育”，育成正

材，就能派上用武之地。

桑树有一用是做扁担。人力

劳作，肩上挑着担，挑粮、挑草、挑

水，扁担不可或缺。父亲务农，一

生与扁担为伍，生平最广大的游历

仅是“上河工”——从本村本乡的

小沟小河，到王港、斗龙港、新洋港

这些名著一方的大河工程，父亲用

一双大脚丈量过许多河沟湖荡。

天寒地冻时，“上河工”是极艰苦的

劳动，不识字的父亲硬是将扁担当

作笔，在风霜雨雪里写出跋山涉水

的文章。

一根桑树扁担，挑起生活的重

负、岁月的沧桑。挑了一辈子担，

父亲得知自己病了，不是难过身体

垮了，而是不无内疚地叹息“不能

再做生活了”，好像他毕生的追求

和享受就是“做生活”。父亲叮嘱

母亲：“那棵大桑树本来打算‘出’

几根好扁担，现在扁担用不上了，

那么好的木料就打个桌子吧。”桑

树打的大桌子结实而细腻，稳稳地

放在老家堂屋，母亲将这饭桌擦得

清清爽爽。

有一些情景，从来不需要想

起，也永远不会忘记。比如，紫红

的桑树枣子甜了，心形的桑树叶

子在清风中摇曳；比如，“桑树要

从小育”。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盐城中学）

桑 树
□陈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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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大理前，风花雪月都在别人

口中。大理，好像是关于远方所有浪

漫想象的集合，是钻进小酒馆在灯影

摇曳中沉醉一曲，是披着民族服饰让

老奶奶扎个五彩小辫，是穿行在人潮

中吃着路边的特色美食然后拍照发圈

收获点赞……来大理几日，我以为这

就是“风花雪月”，这就是所谓的浪漫

至极。

这份浪漫其他城市也能给我，诗

性的远方似乎也不过如此。但，我还

是低估了大理。

晨起并未见到阳光，我问妻是否

一起去苍山，妻说昨天七八个小时的

环洱海之行太过劳累，想在酒店缓

缓。我是闲不住的，于是背上小包独

自前往苍山。住所距离山脚大约两公

里，本想打车前往但觉不够尽兴，步行

穿街越巷也别有味道，远观的白云青

山不多时便在眼前。

误打误撞，选择的是便宜的中和

索道上山——索道太过简陋，双脚悬

空，摇摇晃晃，双脚一抬卡着肚子的安

全栏就能抬起，有那么一刻甚至怀疑

自己会不会掉下去。但这种选择却有

误打误撞的正确，脚下是山光树浪，耳

边是风吟鸟鸣，入鼻的是泥味松香；向

身后望，村落古城渐渐苏醒，洱海依山

平卧宁静惺忪；俯下身，向沿着小道上

山的大哥扯着嗓子问好，抬头间，前面

坐的老爷爷隔空一声长调在山谷间绵

绵悠长……封闭式的缆车怎能给我这

些会心的感觉呢？

索道在半山的中和寺停下，因为

海拔上升，天气阴沉，不由打了一个寒

战。我选择向左走通向七龙女池的山

路，雨淅沥沥下起来，庆幸带着伞具。

山石板路倒也平坦易行，只是山高林

深，一个人撑着伞走在林间，前后被水

雾包裹，周遭尤其显得阴森迷蒙。向

前走了近10分钟，未见一人，我紧忙往

回跑，但一起从索道下来的几个人却

不知身在何处。我的“犟脾气”上来

了，怎能刚到就回去？不行，往前再走

一段试试。

雨越下越大，水汽也越来越足，前

后20米范围烟缭雾绕，白茫茫的一片，

偶有山势急转，前路更不知有何物在

等待。我撑着伞鞋袜已湿，微弱的呼

吸被雨声稀释，恍惚间以为偌大的山

林里只有我一个活物，巨大的孤独感、

恐惧感直逼大脑。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些

儿时暗夜听到的鬼怪妖魔故事，《搜

神记》《聊斋志异》全都涌了上来，多

期待有几个“来者”出现壮壮胆。转

过几个山坳，雨丝渐无，阳光虽未直

穿云层，但能明显感到头顶有热光。

水汽也开始蒸腾，沉重的雾水化为霭

霭停云——这山、这林，怕是有些王维

笔下清寂山林的味道，足够深，也足

够静。

再往前走，可见度渐高，人的心情

也随之转晴。这里泉瀑溪雨并存、山

林泥云共生，花香、松树香、泥土香一

起充斥鼻腔。深深呼吸刚落过的雨，

也有了清冽纯净的气味，屹立在身侧

的石块，则是冰凉坚毅的气味；流水坠

崖成瀑，隐藏在不见底的山体褶皱里，

消失在苍翠蓊郁的树枝下，若屏住呼

吸、闭上眼睛，分明还有溪丛的清脆、

深林鸟儿的啁啾婉转、风轻拂山林掠

过发梢的温柔呢喃、水汽蒸发升腾时

像棉花糖被拉起的游丝撕裂声……一

切都是缥缈摇曳，仿佛只有我这个俗

物不适合出现。

王维写道：“轻舟南垞去，北垞淼难

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既然到

不了这种境界，我也不勉强自己，一切

顺其自然也好。这份戛然而止的释然

我之前是不会的，如今却在林海云国中

悟得一二。也许，人就应该在释然与炙

烈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即使行至水穷

处，也能坐看云起时，轰轰烈烈地追求

与适可而止的放下并不冲突。

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翻到一首

诗，明代诗人刘泰的《鼓琴图》：“不向

王门作从伶，独横焦尾坐云汀。钟期

老去知音少，弹与秋江白鹭听。”一般

的理解是：再也不要委屈自己，在云中

抱着一把焦尾琴……知音钟子期已经

死去，但还有秋天江边飘来的白鹭。

不过，我似乎更喜欢另一种理解：告别

城市，带上所有的悲伤，尽管一无所

有，但我还剩下我自己，还可以重新开

始。其实，在狂欢的夜里做个自由的

舞者也不错。

再看苍山，雨中的苍山、雨后的苍

山，依旧存在于风花雪月之中，但今日

的苍山却成就了属于我一个人的浪

漫。原来，浪漫不仅是吹着风走在洱

海，是小酒馆里一杯果酒、一首小调，

还可以是——洗净自己，重新找你

自己。

希望每个人都找到一座自己的

苍山。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中山

纪念中学）

曾经，纪念章风靡一时。当时我上初

中，酷爱收藏纪念章，母亲对我说：“我有

三枚非常重要的纪念章，不知为何一直找

不到。”我问她是哪三枚，母亲说：“是我

1938年上抗大第四期的纪念章、抗大第四

期毕业纪念章，还有1946年的抗大十周

年纪念章。”我又问母亲纪念章的样子，母

亲说：“记不清了，只记得抗大第四期毕业

纪念章是圆的，其他两枚大概是方的吧。”

母亲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决心找

到这三枚纪念章。母亲后来补充道：“抗

大第四期毕业时，好像没有发过纸质毕

业证书，只发过一枚圆形的纪念章。”

母亲没有收藏爱好，但这三枚纪念

章她一直精心保存。一晃30年过去了，

从延安到山西兴县，再到河北石家庄，

最终跟着解放大军进入北京，军旅倥

偬；后来，母亲一直忙于工作，不知将这

三枚珍贵的纪念章存放到了哪里，但她

认为应该没有丢失。

我无数次在家中翻箱倒柜，但是没有

找到这三枚纪念章。时间一晃又过了40

年，母亲又一次提到纪念章时已经是2007

年，她说：“都过去70年了，难道那三枚纪

念章真的丢失了？”母亲第一次怀疑，可能

纪念章已经丢失了。

2017年，母亲93岁高龄，在医院的病

床上又提到那三枚纪念章：“都过去80年

了，不要找了，找不着了，可能丢失了。”这

是母亲最后一次跟我提纪念章的事情。

2018年3月5日，母亲去世，终年94

岁。母亲生前，我没有实现母亲的愿

望，帮她找到那三枚纪念章，成为永远

的遗憾。

2022年6月7日晚上，我正坐在电脑

前写稿。不知为何，我竟鬼使神差地翻

起了存放各种纪念章的大纸盒子，突然

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叠着的白麻布。

打开白麻布，上面别着几枚非常陈旧的

纪念章，其中一枚是朝鲜文的纪念章，中

间是和平鸽，两边分别是中朝国旗，另外

还有三枚非常不起眼的纪念章。

其中有一枚圆形的纪念章，一个红色

的五星中间写着“抗大”。我拿出放大镜

仔细观察，上面逆时针写着繁体字“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我再仔细看，下面还有一

排红字，从左至右写着繁体字“毕业证

章”；背后的序号是“1918”，应当是学员的

序号。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正是母亲朝思

暮想的抗大第四期毕业纪念章吗？

再看第二枚，是一个铜制长方章框

镶嵌着玻璃，纪念章上醒目地写着“抗

大”两个字，底下是一行非常小的字“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章”，这枚纪

念章应当是母亲入学时发的。

第三枚纪念章是铜制圆形章，中间是

地球图案，两边有麦穗装饰，纪念章中间

有一个长方条框，从右往左写着繁体字

“抗大十周年纪念”，背后的序号是“135”。

至此，母亲一生在寻找的三枚纪念

章，终于找到了，我泪如泉涌！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报刊社）

三枚纪念章三枚纪念章
□顾雪林

人生边上

苍山今夜属于我苍山今夜属于我

吟游

苏轼的《石钟山记》里有一句

“徐而察之”，“察”是仔细看的意

思。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检察’与

‘检查’这两个词语我们经常搞混，

能不能讲讲‘察’与‘查’的区别？”于

是，在讲到“徐而察之”的时候，我顺

便给学生讲了一下“察”与“查”。

“察”字由“宀”和“祭”两部分组

成，“宀”是形旁，表示字形与房屋有

关，“祭”是声旁兼义。“祭”是一个会

意字，左上角是肉月旁表示肉，右上

角是“又”的变形表示右手，下面的

“示”是三条腿支撑的祭桌上放着一

个盘子，合起来表示用手把肉放在

祭坛的盘子里。“祭”与“宀”合起来

表示在房子里祭祀时的状态。祭祀

是在天亮的时候，所以宋初学者徐

铉解释：“祭祀必天质明。明，察

也。”由此引申出“察”的两个基本义

项：仔细观看、明亮洁白。

“仔细观看”这个义项见得较

多，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中“微

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又如《曹

刿论战》中“小大之狱，虽不能察，

必以情”。祭祀的时候，仔细观察

了解后要禀告给上天神灵，所以

“察”由此引申出“考察”的义项。

两汉魏晋时期使用的官员选拔制

度叫作“察举制”，《后汉桓灵时谣》

中“察孝廉，父别居”，《陈情表》中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等处的

“察”，都是用的“考察”这个义项。

关于“明亮洁白”的义项，最常

见的句子就是《渔父》中“安能以身

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此外，

“察”还由“洁白明亮”引申出“明显

清晰”的形容词义项。比如，《墨

子·修身》中说“辩是非不察者，不

足与游”，意思就是“辨别是非不清

的人，不值得与他交往”。

“察”字讲清楚了，学生接着追

问“查”的意思。

“查”也是会意字，是由“木”和

“旦”两部分构成。“旦”是太阳升出

地平线以上，与“木”合起来表示太

阳出来草木的形状看得很清楚，所

以“查”的义项主要是“事物的情况

看得清楚”，这个义项与“察”有相

似之处，但两者还是有本质区别

的。“察”主要是对事物情况不了

解，所以要仔细观看了解清楚；

“查”则是对事情本身已经了解，要

查看一下是否一致。因此，有“观

察”而无“观查”，有“留校察看”而

无“留校查看”，有“查字典”而无

“察字典”。

“查”另有一个义项是“木筏

子”，相当于“槎”；还有另一个读音

作为姓氏，比如金庸先生的原名查

良镛；或者表示像木头枝杈分开的

样子，引申为“张开”——这些用法

都比较少见。 （柴海军）

有“观察”而无“观查”

说文解字

□赵晓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