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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韵·踏青
中国教师书画院

“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殷
勤为报长安柳，莫惜枝条动软声。 ”春天来
了， 踏青的时节到了。 在这最美好的春光
里，中国教师书画院特举办“春韵·踏青”书
画征集活动，请老师们拿起手中的画笔，画
下、写下你眼中、心中最美的春天吧。

燕子来窥轻枕梦；
东风先上小桃枝。

瑞脑难消羁客夜；
秋风又作扫花人。

偶向边鸿询岁月；
忽从人海觅乡音。

是岁休言眉色冷；
经年渐觉掌心空。

曾于某夜肠中冷；
早在离人案上香。

时有春风拂木案；
无多心事对檀香。

（作者系暨南大学学生）

李庄村街头有一座公厕， 是公社
化那年修建的， 如今已有数十年的历
史。 那时人们没有多少自留地，村人上
厕所都要去公厕。 后来，农村实行分田
到户， 公厕便被大家冷落了， 无人管
理，逐渐破败。

但是，最近却有一人对这座破烂
的公厕情有独钟，每天要去多次 。 这
人便是村里的蠢牯叔。 蠢牯叔六十有
五 ，一生浑浑噩噩 ，所以人们称之为
“蠢牯”。

一开始， 人们对蠢牯叔的行为非
常奇怪，有人问他：“蠢牯叔，你每天去
公厕，莫非里面有宝贝？ ”蠢牯叔听了
不急不恼， 只是笑着回答道：“那里面
有啥宝贝，俺去上厕所哩。 ”这个回答
当然不能令人满意， 一伙小青年议论
纷纷：“我看上厕所是假， 恐怕里面有
名堂。 ”“对，我看是有问题，我们不如
跟踪他。 ”几个好事的便干起了侦探勾
当，每当蠢牯叔去公厕时，他们就悄悄
尾随其后。 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蠢牯叔
进了公厕并没有什么动作， 只是这里
看看，那里瞧瞧，或伸手摸摸那肮脏的
踏脚板，然后就离开了。 几次跟踪均是

如此，小青年们泄气了，他们得出了一
个结论： 蠢牯叔可能得了某种专爱闻
臭气的病。

忽一日，村委会为发展经济，决定
将狭小的村街拓宽成水泥大道， 村街
头的公厕自然要拆除。 村委会贴出通
告，以 500 元的价格转卖公厕。 通告贴
出后一直无人问津， 大家都说公厕破
烂，除了几块碎砖、几片烂瓦、几根腐
朽的瓦梁外，没有任何价值。 蠢牯叔却
暗中窃喜， 兴冲冲地来到村委会将公
厕买下了。 众人见了都嗤嗤发笑：“蠢
牯叔，你花 500 块买到金屋银屋喽！ ”
“是哟是哟！ ”蠢牯叔蠢蠢地应着，高高
兴兴地走了。

拆公厕那天， 蠢牯叔三下五除二
便扒倒了公厕， 只从公厕里搬出几块
七尺长、二尺多宽 、三寸来厚的木料。
众人一看，原来是公厕的踏脚板。 望着
这肮脏不堪、散发着臭气的踏脚板，人
们都捂着鼻子站得远远的。 蠢牯叔可
不管脏的臭的， 他拿起一把坚硬的铁
刷子，将木料上的污迹刷去，一会儿木
料便显现出本来面目， 原来是几块上
好的红心杉木料。 众人望着这质地上

乘的杉木料，惊讶得不得了。
这时， 外出做工的木匠王老五回

来了， 看见这几块红心杉木料， 惊叹
道：“这是一副上等的棺材料啊！ ”众人
顿时大悟，原来蠢牯叔早有谋划。 在缺
少木材的李庄，棺材料是极难觅到的，
即使有，价钱也很贵。 而像这种红心杉
木料，至少要几千元才可以买到。 蠢牯
叔只用 500 元就为自己置下了一副上
等寿材，岂不是捡了大便宜？

众人不得不佩服蠢牯叔的心计 ，
一个跟踪过蠢牯叔的青年感慨地说 ：
“蠢牯叔，过去我们都说你蠢，其实你
是很聪明的人， 我们才是真正的蠢牯
呀！ ”蠢牯叔听了嘿嘿一笑，那神情极
是得意。

不久，村里建希望小学，缺一些木
料， 蠢牯叔毫不犹豫地将他那副 “寿
材”捐了出来。

“唉，蠢牯到底是蠢牯。 你看，到手
的东西又送了出去， 白白扔了 500 块
钱，可惜啊可惜！ ”那个说蠢牯叔聪明
的青年又说道。

蠢牯叔听了不怒不火：“我本来就
是一个蠢牯嘛。 ”

对联·感怀
□雷舒迪

蠢牯叔
小小说

□李辉荣

人生边上

孙犁先生在《耕堂书衣文录》中提到
《金陵琐事》 一书， 他写下这样几句话：
“此等书不知何年所购置，盖当时影印本
出，未得，想知其内容，买来翻翻。 整理书
橱，见其褴褛，装以粗纸，寒伧如故。 忆鼓
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
已四十年。 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
尺寸可谈，愧当如何？ ”

阅读至此， 想起自己书斋中也藏有
一套关于金陵风物的旧书， 便随手在旁
侧批注道：“此书上下两册， 余书橱中亦
有之。 题为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仿佛清末
民初陈作霖、陈诒绂父子撰写，不知与耕
堂先生所藏为同一版本否？ ”

写完这几十字， 忽然有些不自信，于
是遍寻书橱，才知道原来所谓金陵风物方
面的旧书两册，实乃《金陵琐志》，并非耕

堂先生所谓《金陵琐事》。耕堂先生所藏之
书，为明人周晖所撰，万历三十八年初刻，
今有影印本与排印本一并传世。 想来惭
愧，两种截然不同的书籍，竟被我混为一
谈，可知学问之道，焉能臆想？

灯光之下，浏览《金陵琐志》，深感陈
氏父子真学问大家也。 陈氏父子出身名
门，自幼熟读经典、潜心学问，又重视负
笈远游、览古鉴今，尤其喜欢徜徉于古都
金陵山川名胜之间和街衢里巷之内，考
察其沿革之渊薮，辨别其承续之脉络，研
究其发展之内蕴，留意其风物之变迁。 正
如陈作霖在其《凤麓小志·自序》中所言：
“弦诵余闲，不废游览。 每当春秋佳日，辄
与李生师葛、郑甥鸣之，暨儿子诒绂、诒
禄辈，陟跻冈阜，搜胜探奇，就父老以咨
询，感古今之兴废。 归即翻阅故籍，证以

见闻，件系条分，慨然有撰述之志。 ”《金
陵琐志》的内容涉及山川、里巷、街衢、桥
梁、寺庙、祠宇、园林变迁、手工制作、风
土人情、四时节令等，是研究南京历史发
展、 风物承继和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乡
邦文献。 皇皇百万言巨著，正是陈氏父子
留给后人的地方史志。

独特的地理形胜和血火浇筑的历史
进程， 注定了南京是一座拥有丰富人文
内涵的城市。 多年以来，我往返南京城多
次，或问梅访友，或小住休闲，静听古刹
钟声，品尝特色美食，真是一桩雅事。 记
起某年夏始春余时节， 我在金陵饭店附
近休息， 柳荫下飘来一阵莺声， 悦耳动
听。 举目遥望，一群少女身穿浅蓝偏襟短
衫，着黑色百褶裙裾，顾盼生姿。 询问友
人，答曰：“一群民国范儿，是大学生在照

毕业照呢！ ”这正是古都金陵的味道，忆
旧或恋旧，皆是美好情感的自然流露，并
非“遗老遗少们的复古倒退”。

耕堂先生爱购书，喜阅读，重思考，
善学习，其典雅清新、生动活泼之语言，
一得之于生活累积，一得之于经典阅读，
两者融会贯通，才铸就了大师风范。 耕堂
先生购书读书，并无一定法则，全是出于
性情，率意而为，所谓“读闲书”是也。

对我而言，无论是《金陵琐事》还是
《金陵琐志》，都属于闲书一类。 但暇时读
闲书，方能得读书之乐趣；读书无一定之
法则，则更能得涵养之功夫。 或云，“闲书
无用”，非也，读“闲书”实有陶冶性情、濯
涤肺腑之用。 “无用”即是“大用”也，而世
人多不知之。

（作者单位系海南省海南中学）

暇时读闲书 大哥曾说，母亲的肠胃不好，吃香蕉
有助于促进消化。 所以，每次回家，必会
带一些香蕉。

刚到家门口， 就听见母亲在招呼父
亲：“听，伟国回来了。”行动不便的母亲随
即笑呵呵地迎了出来。 “我爹呢？ ”我问母
亲。“你爹听说你今天回来，正在做饭呢。”
话音刚落，父亲也出来了，看着我憨厚地
笑着。

我取出香蕉，为母亲剥开一个，等我
准备给父亲剥一个的时候，父亲却说：“我
吃一个橘子。 ”说着，就势蹲在房檐下，有
滋有味地吃着。 我知道，父亲是想把香蕉
留给母亲吃。 看着父母花白的头发，凌乱
的衣衫，吃东西时有些笨拙的模样，我鼻
子一酸，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勤劳的父亲母亲， 用他们的双手支
撑着这个家。 孩子们大了，成家立业，二
老却两鬓斑白，一脸沧桑。 然而，因为工
作繁忙， 我经常会忘记回家看看佝偻脊
背的父亲、步履蹒跚的母亲。 是啊，在给
父母打电话时，听到的永远是那句“我们
都很好，没事”。 尽管我一再要求父母多
买些好的吃，但他们总是舍不得，只有在
我们回来时， 才会毫不吝啬地买些大鱼
大肉。

没多一会儿，父亲已经炒好菜，端上
了桌。 一盘炒豆腐、一盘炒豆芽，还有刚
揭开笼布的油蒸馍， 都是我从小便喜欢
吃的。 父亲一个劲儿地让我多吃，母亲则
用颤抖的手夹了几筷子菜，便坐到一边，
一直说：“我手不方便， 坐在这里耽误你
吃。 ”无论我怎么劝，母亲还是固执地坐
在旁边看着我。

吃饭的间隙， 我把自己的工作情况
跟父亲说了说。 父亲盯着我说：“不要总
想着立马干出成绩来，多学习些‘武艺’。
人生路上的坎坷不平，你是绕不过去的，
只有鼓起勇气，不管别人说什么，坚定地
迈过去，这才是正路。 ”在父亲慢慢道来
的时候，母亲也会不失时机地插上几句，
内容往往是嘘寒问暖，担心我的身体。

一顿饭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了。 父母慌忙给我倒了一兜子花生，让
我带回单位，还一再对我说：“刚磨的新
麦面 ，细得很 ，白得很 ，啥时候再回来
取？ 要不，等我把玉米晾晒干了，去给你
们送点儿。 ”

我开上车走了， 但从后视镜里却清
晰地看到，父亲母亲站在家门口，踮着脚
尖极力眺望着什么……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宜阳县教育局）

阅读时光 家里的午餐
□裴伟国

生活秀

樱花红陌上，杨柳绿池边。又是一年樱
花开，每每这时我总会去赏樱花。

虽然下着小雨，但赏花的人依然很多。
雨中、花下、伞里，到处都是如花的笑靥。赏
花，需要眼睛的审美，更需要如花的心情。
雨中的樱花与往日相比，欲说还羞，更多了
一份韵味。 每一阵雨落， 总有花瓣随之凋
零，落了斑驳的一地，让人不禁心生怜惜，
不忍践踏。在这样一个怀古幽思的黄昏，看
到落英缤纷，我竟也有一种“感时花溅泪”
的感觉。不过，这种淡淡的忧伤很快便被喧
嚣的人流冲淡了。 人们置身于烂漫的花丛
中，纷纷用相机纪念这美好的花事。

与所有赏花的人一样 ， 我也免不了
拍照一番。与花凝视时，我只想静静地聆
听一会儿花语。在这样繁华的时刻，樱花
们在想些什么呢？她们是在静待“开到荼
蘼花事了”的平淡 ，抑或是竭尽全力来实
现绽放的使命 ？ 遗憾的是 ， 我终究不是
花，自然也无法揣摩出花的心事。

我只是一个尚且还拥有些许如花心情
的赏花人，还能够在这烟雨中，从琐事中挤
出一些时间来看看花儿，来嗅嗅花香。见惯
了阳光朗照， 如今看看被雨水洗礼过的花
儿，也不枉来此走一遭。

春雨绵绵，一直下着。 樱花也依旧大
朵大朵地绽放，与春风烟雨相映成趣 ，就
像一片清雅的水墨画。 樱花的美，不像梅
花那般婉约，悄悄地报着春天 ；也不像桃
花那般热烈，大张旗鼓地喧闹 ；更不像梨
花那般娇柔，春风一顾就泪光盈盈。 樱花
的美，是浩浩荡荡的宣誓 ，是生如夏花的
绚烂，是死如秋叶的静美。 不管这世界多
么繁华 ， 毅然选择在自己最辉煌的时候
凋谢。

春，是属于花的季节。 伫立花海，我忽
然忆起了“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诗。
试想，在淡雨疏烟的江南，在曲径通幽的阡
陌小径，野花一团团一簇簇地欢笑着，有名
的、没名的，都敞开心扉等待伊人的归来。
花，俨然成为一个信使，像眼睛、像星星，一
路斑斓，点亮了伊人的归路。 或许，路过某
个转角，一转身就相遇了。如果是相遇在烟
雨蒙蒙中，再多一把小花伞，一座断桥，一
池春色，那便又是一个生动的故事了。

美人如花隔云端，每个女子都有自己
独特的芳香。 有的纯洁如百合，有的含蓄
如幽兰，有的俏皮如杜鹃……她们以独特
的方式装扮着尘世。 只是在时间的打磨和
不同的境遇中， 有些花慢慢地变得庸常、
流俗，丧失了花纯真的本性。 我喜欢温婉
娴雅的女子，一如从陌上含笑走来的柳如
是、且听风吟的李清照 、才情曼妙的上官
婉儿……她们博学灵秀，带着淡淡的书卷
气，即使一言不发，安静地坐着，也像一泓
清澈的泉、一本合拢的书。 我嗅着她们的
芬芳，口角噙香，思绪随之而纷飞。 读人如
赏花，无关风月，赏的是一种心境。 只要心
中有情，何处不是花香满径？

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汝
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
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是
啊，雨中的樱花开了，陌上的繁花也开了，
生命如花，我只愿做一个细心的赏花人。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汉江中学）

樱花雨
□丁 洁

□马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