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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结果当我到家时，我那个会告状的小
伙伴，立马将实情告诉了我父亲。父
亲气不打一处来，挥手给我一巴掌。
那时不到40岁的父亲手掌明显有老
茧了，一掌打来，我脸上很有些刺刺的
感觉。从此，我不敢再调皮了。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据说只是
小学3年级不到的水平。我22岁那
年刚参加工作时，父亲从上海宝钢的
工厂给我来信，整整三页纸，字体遒
劲有力，舔犊之情跃然纸上。我可以
想象，工余饭后的父亲，在集体宿舍
的那个床头柜上，轻轻拧开一瓶蓝黑
墨水，用一支钢笔吸着墨水，再铺开
信笺，一字一句地，叮嘱我注意冷暖，
加强营养，工作进步之类。
第一次领教父亲油漆工的高超
手艺，是我在县城买了二手房需要装
潢的时候。因为客厅的部分墙裙有
些破旧和烂掉，父亲决定帮我采取补
救措施。为了和旧墙裙颜色搭配协
调，父亲动脑筋，买来几小桶不同颜

色的油漆进行调色试验。他先在一
小块弃用的木片上实验，大概做了三
四次就成功地配出老旧的色彩，与原
来的氛围非常兼容。这使我非常佩
服，那晚我特地陪他多喝了几杯，以
示庆贺。
父亲退休后回到农村老家，一直
也没有闲着。他不是和母亲一道去
菜园子里种菜，就是去外面拾柴禾。
冬天了，外面冷，他顶多戴双纱线手
套干活，说戴着棉手套干活不方便，
母亲也说不动他，只好依他。我前几
天回家，他带我去堆柴禾的一间房子
里观看，有干枯的松枝、树根、茅草之
类，沿着墙壁堆放快到房顶了，说过
年打年糕时不愁没柴烧了，嘿嘿一
笑，尽显出他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似
乎说明他还不老，还有用。
冬意加深了，北风也无情，我要
赶快寄两盒尿素膏和一些药用胶
布，去暂缓下乡村父亲的疼痛，不能
让他因为手上的皲裂而彻夜难眠。

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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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前，我开始知道，世间
还有一种名贵的东西叫沉香。
七年前，东盟博览会期间，南
宁的朋友引我走进了一沉香市场。
看了一会，兴趣不浓，我不懂香，也
不懂市场。
三年前，栖霞寺的宗觉法师送我
一电子燃香的沉香罐，还有几十粒沉
香，说是燃着香写作，会文如泉涌。
草长莺飞的时节，我和我熟悉
的、还有不熟悉的作家走进了汕
头，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我永远难
忘的种香人。他，古铜色的脸庞，
个子不高，一只手吊着绑带，绑带
上有鲜红的血迹。他的助手告诉
我:“ 一大早他就上山了，为我们准
备见面礼，听说我们快到了，便跑
步下山,结果摔骨折了。”……他有
五块沉香种植基地，占地达8000余

亩。那天，我们坐在用沉香木装饰
的沉香屋里，喝着沉香茶，看着沉
香画，听他给我们讲沉香的故事：
从前有座庙，这座庙因有一串佛祖
戴过的沉香念珠而有名，这串念珠
是这座庙的庙藏之宝。庙里住着一
个住持，七个弟子。这七个弟子个
个聪明，又有悟性。老住持觉得将
来把衣钵传承给他们中任何一个，
都可以光大佛法。
没想到，那串沉香念珠突然不
见了。
老住持问七个弟子：“ 你们谁
拿了念珠？只要放回原处，我不追
究，佛祖也不会怪罪。”弟子们都摇
摇头。老住持说：“ 给你们点时间，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7天过去了，沉香念珠依然不
见踪影。老住持又发话：“ 只要谁

说出来，这串念珠就归谁。”时间又
过去了7天，没有进展。
老住持以失望的眼神望着弟
子们：“ 明天你们都下山吧，拿了念
珠的人，想留下就留下。”第二天，
有六个弟子都收拾好东西，长长地
舒了口气，干净利落地下山了。只
有一个弟子没走，他还站在那儿。
“念珠呢？”
“我没拿。”
“没拿为何留下来？不怕留偷
窃之名？”
“我想让其他人得到解脱。再
说，念珠不见了，佛还在呢。”
老住持笑了，从怀里从容地取
出了那串沉香念珠，非常信任地戴
在这名弟子的身上。故事讲完了，
种香的主人也笑了。我没有笑，我
想了很多很多……

天南地北

台北植物园的文化深意

【

道，高低错落的各种植物上挂着醒
目的标识牌——梅、桃、李、桑、柳、
楸、杉木、枫香、面包树……我顺着
林间小道，走到“文学植物区”的尽
头，不见“诗经植物区”，我有些困
惑。只能再次来到“文学植物区”的
入口处观察指示牌，细读说明文字，
植物区中的种类，都是中国古典文
学中的诗词歌赋及章回小说中涉及
的，“如能深入了解植物背后所代表
的含义，还可与古典文学家内心世
界进行更深一层的交流。”
细细揣摩说明文字，暗自思忖：
这个“文学植物区”大概是此前“诗
经植物区”的升级版。看来，我得发
挥想象空间，与古典文学家神交。
既来之则安之，我又走进“文学植物
区”，结合文学的思维来认识植物。
比如垂柳，“柳”与“留”同音，折柳代
表着离别，柳枝扦插极易成活，故有
“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句。比如萱

草，《诗经》有诗云:“焉得谖草（“谖”
同“萱”），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
我心痗。”唐朝孟郊《游子诗》曰:“萱
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
门，不见萱草花。”历代文人经常吟
诵的萱草，就是我们熟悉的黄花菜，
原来，它竟蕴含着如此美好的诗
意。至于《诗经》中的木瓜，学名贴
梗海棠，果实像极了梨子。
植物园除了“文学植物区”之
外，还有“多肉植物区”“ 裸子植物
区”“ 蕨类植物区”等。我在这座小
森林里走走停停，见识了不少从未
见过的植物，还参观了清朝衙门建
筑——钦差行台，以及距今4500多
年前的古台北湖遗迹。
一路上，思绪良多，台北植物
园不仅是一座植物宝库，也是一座
承载历史、传播文化的艺术殿堂，
对于老人家而言，无疑是活到老学
到老。

往事悠悠

番薯情结
“逶迤藤蔓陇间爬，翠叶垂荫掩地
瓜，吕宋始发成万历，生烹炸煮烤均
佳。”这首诗词生动准确地描述番薯。
番薯，也叫地瓜，据说番薯就是漂泊到
番邦的华侨带回来的，所以叫番薯。
在我们家乡惠安是有名的番薯县，人
称“番薯肚”。我从小一日三餐吃番薯
番薯干长大的，是番薯哺育我，虽然小
时候对天天吃番薯不是那么情愿，但
没有番薯，简直不可想象，用什么来充
饥，用什么来填饱那嗷嗷待哺的肠
胃？番薯，我小时候的“救命稻草”。
栽种番薯也很简单。种薯生发
的长长秧藤，按叶茎分段剪断，往田
垄上一播，浇上一瓢水，瘪蔫蔫的秧
苗一夜之间就鲜活过来。即使太阳
艳热，就在薯苗上盖一点草或树叶，
成活再拿掉。等薯苗长到二、三尺来
长，就在田垄两边犁开，施点农家肥
或化肥，然后再犁复原状，就等着收
成了。我的学生时代，我们在“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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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栽种最多的是番薯，农家的孩
子哪个不会？
收获的季节，番薯堆满了我家的
庭院，这时是全家最忙的时候，挑选
小块头的番薯挑到村里加工厂，碾碎
后加工成番薯粉，有的加工成薯签，
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后收藏起来，等明
年三、四月青黄不接再吃。番薯吃不
完的埋在沙里或垒成一大堆撒上石
灰，这样就不容易腐烂了。藏窖的番
薯收缩了水分后，过了春节特别好
吃，香香甜甜，像加了蜜一样甜。春
节期间油腻吃多了，吃一碗番薯汤特
别爽快。
番薯的吃法有很多种。最普通
的是煮番薯汤，削皮切块，趁热吃清
甜可口，凉了番薯有点坚实，不太好
吃。但汤好喝，大热天，凉番薯汤清
香微甜，直灌喉咙，暑气全消，比如今
的高级饮料好喝，原汁原味纯天然。
还有一种最简便易行的——蒸番

薯。小小的番薯块像拳头，不好削
皮，洗净放入大锅里，放少量水，等把
水煮干了，揭开锅盖清香随着烟雾直
扑鼻孔，诱惑我舌头的味蕾，我和弟
弟就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吃，我迫不及
待抓起一块蒸番薯往嘴巴里塞，也顾
不上烫不烫了。还有一种吃法最最
让我想起特别回味无穷的。番薯碾
碎要加工薯粉之前，盛一些搅拌一点
盐和糖，待油锅热后放入锅里铺成薄
状翻煎，像煎饼似的。那种味道啊，
令人垂涎欲滴，啧啧，母亲说，我差点
连舌头都咽下去了！
番薯不像那悬在树枝上的水果
那样让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番薯只
是把果子埋在地下，等到成熟。番薯
向人索取甚微，奉献却极大，它不嫌
弃贫瘠的土地，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番薯就像我的故乡那些种地的父老
乡亲，默默无闻从不张扬，老实巴交，
吃苦耐劳、朴实无华！

人生况味

芳

说起800多年前有个叫杜耒的
南宋诗人，一般读者可能没什么印
象。
不过，知名度不高，并不代表这
人的任何一篇作品都不如名家大
家。前些时气温骤降，天早早儿擦
黑，下午刚过5点一路之上便行人
稀少，很有些入冬的意思。这个初
冬的夜晚我一边取出过冬用的电暖
锅，一边不知怎么就想起两句关于
寒夜的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
汤沸火初红。”反复吟咏了几遍，觉
得这实在是一首难得的好诗，下决
心去找诗的作者，很快就有了答案
——这首叫做《寒夜》的七绝并非名
家之作，恰恰出自这个不怎么有名
的杜耒之手。
这首诗确实动人心弦。你想，
冬夜一个读书人守着寒窗独坐，正
感轻寒恻恻百无聊赖之时，忽然多
日不见的友人来访了。这显然是一
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会在大
冷天不期而至，所以尽管主人只拿
得出清茶一杯款待老友，但他并不
介意，反而觉得清茶比醇酒更有味，
甚至茶水初沸时那竹炉上跃动的火
苗也甚可爱。后面两句诗就水到渠
成从笔端也是心底流出来了：“寻常
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这样淡雅而深情的咏友情的杰
作，我固执地认为，就是翻遍唐宋诗
坛诸高手的作品，只怕也找不出几
首可与《寒夜》诗平分秋色的。
本来，白居易那首出名的《问刘
十九》差不多可与《寒夜》诗媲美，是
同类题材，由白氏这等的大腕来写
空灵的小诗更是游刃有余。不过，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你多读
几遍，就觉得“绿蚁新醅酒”里富贵
气息太重，佳馔美酒邀约老友同饮，
怎么读都似乎少了份“茶当酒”那种
朴素的真情，如此，当然是杜耒胜出
了。
有个唐时的诗人名叫窦叔向
的，存一首诗叫《夏夜宿表兄话旧》，
这首与亲友话旧的七律比起《寒夜》
来倒不差什么，其中颈联一句“去日
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尤其
打动人心。只是，它有一处天然的
不足，即写的是夏夜的叙旧，虽然
“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
醒”这样的夏夜环境里交谈也很不
错，可较之于在有沸汤有火苗的冬
晚围炉夜话，终是少了些相濡以沫
的意味，这样一来，仍是杜诗高出一
筹。
电暖锅擦干净了，本该想明天
买哪些火锅主料的事儿，这时却走
神了，心里琢磨的是杜耒这首诗何
以这般深入人心，让人们一到冬天
就从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想起它
来，百读不厌？慢慢儿就想明白
了。虽说时间过去了800多年，虽
说现代人不会再像宋代人那样慢条
斯理过日子了，但有些心思，有些渴
望，尤其那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般渴盼友情的心绪和古人是没有什
么两样的，所以杜耒轻轻一句“寒夜
客来茶当酒”，才引起了无数现代人
深深的共鸣。
认真查找了手头的资料，史料记
载的杜耒的生平实在寥寥：生年不
详，卒年1225年，字子野，号小山，江
西人，做过主簿这样的小官。保存下
来的其他十几首诗作水准不高。
我大胆地猜测，倘不是写了那
样一首沁人心脾的《寒夜》，只怕这
般稀少的记录也留不下来。说起来
杜耒真得感谢他这位良友，偶然的
一次寒夜来访使他灵感迸发，完成
了这首诗的创作。而《寒夜》一旦问
世，就毫无争议成了古往今来读者
心中永远的经典。

新年是一首歌
岁月如歌。新年，是一首撩人
情思、拨人心弦的歌。它意境隽永
绵长，韵律浑厚悠远，回旋在纷纷
扬扬的雪花中，萦绕于晶莹剔透的
冰凌间，流转于冷香袭人的梅枝
上，令人陶醉，引人遐想，启人心
智，促人奋发……让人生发无限感
慨。
聆听这首歌，我们心中充满了
怀旧和惜别之情。面对2017年台
历的最后一页，我内心怎么也无法
平静，不忍悄然将其翻过。365个
日日夜夜是如此刻骨铭心，点点滴
滴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回首这一
年来的历程，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
一样，我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甚
至有些单调和枯燥，日子就像从打
印机里拉出来的一样，每天都重复
着同样的故事。然而这也正是我
等凡人最为宝贵的人生常态，虽然
没有灯红酒绿的奢靡浮华，没有迎
来送往的欢愉热闹，但是一家人和
和美美，平平安安，粗茶淡饭，温饱
无忧。平安是福，知足常乐啊！这
样的日子怎能不让人珍惜，怎能不
让人留恋？尽管日复一日地为生
计而奔波，为家庭而劳碌，为工作
而劳神，我常常感到疲惫不堪，有
时甚至痛苦难耐，但“生于忧患，死
于安乐”，劳累使我生活充实，辛苦
让我步履踏实，压力使我心灵澄
净，挫折让我性格弥坚，我为这一
年来自己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
印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未留下任
何遗憾而庆幸，并由衷地高兴！
新年是一首感恩之歌。辞旧
迎新之际，我感恩之情特别浓烈，
感激之心尤为真切。一年来，母亲
时刻牵挂着我，爱人时刻将我的冷

暖放在心里，好友常常惦念着我，
工作上碰到困难，正直善良的同仁 □
给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邻里们亲 熊
如一家，互帮互助，关爱有加。 益
新年是一首祝福之歌。跨进 军
新年的门槛，每个人都希望百花齐
放春满园，大家都满怀着新的理
想，有着更高更新的追求。衷心祝
愿亲朋好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活
美满幸福，事业顺畅有成，事事顺
心如意；衷心祝愿农民朋友们在新
的一年里再夺高产，喜获新丰收；衷
心祝愿工人大哥在新的一年里，科
技创新取得新成效，制造出更多质
优价廉的新产品，在变中国制造为
中国创造的征程上迈开新步伐，取
得新突破；衷心祝愿农民工兄弟在
异地他乡居有定所，病有所医，学有
所教，老有所养，生活有保障，收入
稳提高，特别是不要再有讨薪无门，
伤心落泪，让人揪心的事情发生；衷
心祝愿我们的祖国在新的一年里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取得新成就，再
上新台阶，再铸新辉煌……
新年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更多的机遇
有待我们去把握，更多的挑战期待
我们去迎接，更大的目标期待我们
去实现，更美好的前程期待我们去
开创，更宏伟的蓝图有待我们去描
绘……我们面前的道路更宽敞，我
们的天空更高远，我们的前景更诱
人！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我们豪
情满怀，相信，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新年的钟声促人前行，催人奋
进。走进新年的晨曦里，让我们撷
取第一缕霞光，点燃青春之火，放
飞希望与梦想，携手共赴锦绣前
程，共谱人生辉煌乐章！

2018：
拥抱幸福
一睁眼一闭眼，2017愈来愈
远，2018且盼且至。当日历的厚
度一页页撕去，当岁末年初的钟声
敲响，往事忽然在夜凉如水的月光
下蔓延。岁月交替之际，盘点此刻
心情，感恩一些遇见，谋划一段新
生，乃是顺应内心的需要。
2017年入冬忽然有些冷，温
差变化大，让人措手不及。回望来
路，感慨时光匆匆，告诫自己，万事
莫等，赶早提前。有些新绿和新气
沾染，脑海中流窜的光影。
面对新绿的自然生态与政治
生态，清心寡欲，是为正确之选。当
然，清心寡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饥来吃饭，困来便睡”，“品未尝之
美食，居有竹之美居”。善待他人，
同时也善待自己，把心放平，没有遇
到危急的情况，不需要三更眠五更
起。迎着清晨旭日，早起喝杯热水，
品尝母亲做的一份营养早餐。晚上
下班适度运动，为了保持良好体魄
和身材，也为了保持活力与朝气；下
班回家，与亲人家长里短一番，体会
亲情的温馨；晚上洗个热水澡，躺在
床上待到睡意自然来。“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最淳朴的生活方式，也
就是最新潮原始的追求。
坚持读书，不论是手机微信阅
读，还是纸质书籍，读书不为考证
和炫耀，而是为了打开被“平淡”锁
住的理想，守住宁静一隅，邂逅更好
的自己。温一壶月下的酒，做一个
有深度有品位的人，如此，精神永远

【

早有耳闻台北植物园的“诗经
植物区”，这个区域有植物种类大概
90种，分为“风”“雅”“颂”展示。我
从小最爱读《诗经》，同样喜欢莳花
弄草，“ 诗经植物区”当然是我心心
念念的地方！
记得《诗经》中《木瓜》所写:“投
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
以为好也！”千年之前的木瓜可以情
定终生，它的质朴情感和纯真爱恋，
让当代人欣羡不已。虽然我知道
《诗经》里的木瓜，不同于现在市场
常见的木瓜（番木瓜），但《诗经》里
的木瓜究竟是什么外表？据说，“诗
经植物区”有展示。于是，我更加向
往集美好和诗意为一体的观赏区。
入冬，家人陪我到台湾旅游，专
门为我这个老太婆安排一天到台北
植物园。走进绿色铁门，右拐，可以
看到路旁立着一块指示牌——“文
学植物区”。按图索骥进入林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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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养殖人

【

【

看到这个词，我就想起父亲的
双手，一到冬天，就裂开口子，遇寒
风或者冷水，父亲说有刀割般的
疼。我知道父亲的这个疼痛已经好
多年了，但我一直没有办法治愈他
手上的伤口，似乎皲裂在儿子的心
头，成了诅咒冬天的代名词。
父亲这辈子，身为家中长子，一
直背井离乡求生计，他15岁学徒做
篾匠，18岁去四川江油当兵，30岁与
母亲结婚。他早年在四川江油军转
工后，先后在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武
汉钢铁厂、上海宝山钢铁厂当油漆
工，因为长期接触油漆，并用汽油洗
手上沾的油漆，逐渐把手上的皮肤弄
坏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武汉钢
铁厂职工子弟小学上学。从一年级到
二年级，我就住在父亲的集体宿舍
里。记得有天雨夹雪，我放学回家，故
意将棉鞋踩在泥水里，小伙伴劝我不
能这样，我仗着父亲宠我，继续为之。

是快乐的。宅男不宅，通过在家看
书码字，将微信片段连接成篇，走出 □
虚拟世界见诸报端。每每收到全国 王
各地报社编辑邮寄的样报，展开墨
香气息的报纸，漫读自己的文字，多 珉
么惬意与心灵相互照应。
除却读有字书，还应读无字
书，譬如旅游摄影、微信交友、音乐
编曲。雅兴爱好，陶冶情操，夜晚
动笔，见缝插针地挤时间，一有诗
意灵光忽闪，就拿出手机把玩，唯
恐思想火花瞬间熄灭，连灰烬都无
处寻觅。渐渐地，通过手机完成自
己的雅兴，多一条出路，此路不通
时，另辟蹊径曲径通幽。世上本无
常照月，天边还有再来春，记住每
天都是新的开始。
幸福，还在于新年有新目标。
民族有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
2018每分每秒我都想用心耕耘。
作为中国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共同梦想，永不
懈怠。不可盘算锱铢眼前，不计较
得失，唯有靠吃苦来跨越，靠坚持
来实现，熬得住就出众，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登攀。把自己过得阳
光，便是领跑者、登高者、掌权者。
先哲曾说：人这辈子能把一件
事情做好，就算是成功的。新年新
生活，不求奢华，但求朴素。不求
惊艳，但求品位。不求虚幻，但求
稳健。不求速度，但求高远。追求
和视野，完全在乎自己的境界，感
动和快乐才会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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