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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想集（三章）

耐性对比

古人似乎比现在人有耐性，譬如为见

一个朋友或知己，从写信、托人送信、等待

回音、赶赴约会地点、等待对方到来，要耗

很多时间，甚至好几年，倒也没听这些古

人们抱怨什么。现在有4G手机，还有网上

聊天什么的，说见立马见，却常听到有人

埋怨道：你能不能再快点！真不知道，为

什么现在人越来越没耐性了？

“山水城市”的联想

记得，钱学森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

了山水园林城市的概念，并首次把中国的

山水文化、古诗词、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

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他认为“山水城市

代表了人与自然、生态与人类、科学与艺

术、历史与未来、物质与精神及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体系”。他指出：城市景观应涵

盖着城市地表自然和人造景色。钱学森

提出的“山水城市”概念，对以往园林传统

和城市建设理念的重大突破点就是：要让

市民生活在园林之中，而不是要市民出城

去找园林绿地、风景名胜。

其实，在古代，山水正是构成城市的

要素之一。统治者选择都城，都因势利

导，在明山秀水中进行建筑。长安、金

陵、洛阳、杭州等就不说了，退而概之，许

多地方城市也都遵循了自然山水的概

念，并突出了水。诸如追寻天津城市的

起源，不难发现它与河、海有不可分离的

关系；泉城济南，自古就有“四面荷花三

面柳，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而“孤

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武

汉，正是有长江浩浩穿城而过，东湖等大

小湖泊遍布城里城外，因而武汉也成了

我国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大型城市之一。

这些城市，也因其山山水水的特色，而形

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

没想到

齐白石曾刻一印：一切画会无缘加

入。孰料，后来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席。他对人说，这是他没想到的。

夏衍得知齐白石独喜崭新钞票，即拿

新钞去齐家买画，果然如愿。齐白石对人

说：没想到夏衍也知他癖好。

1956年，齐白石在“授予齐白石世界

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式”上致答词

（郁风代读）称：晚年方知，吾之所求，乃和

平也。这个奖，是齐白石没想到的。

是的，艾青说过：“蚕在吐丝的时候，

没想到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人生况味 ■朱谷忠

父亲与耕牛
又是一年春耕时节，可是，我再也没

看见父亲牵着他那头耕牛去耕种了。

那头耕牛，陪伴着父亲走过了十多

个年头了，它就像父亲一样，任劳任怨，

起早贪黑地默默耕作，而父亲，也像那头

耕牛一样，憨厚老实，勤勤恳恳地劳作。

记忆中，父亲把那头耕牛拉回来时，

我五岁，耕牛才八个月大。自从有了耕

牛，父亲就更忙了，他早出晚归，寒来暑

往，风雨无阻，目的是想努力把耕牛养肥

养壮。果然，在父亲精心照料下，耕牛长

得很快，转眼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长成了

一头大牛，且又壮又肥，邻居们见了，都夸

父亲，说父亲把牛当儿子来养。父亲听

了，咯咯咯不住地笑。

有一年春耕时节，突然有三三两两的

邻居前来登门，让父亲帮他们犁田耙田，

并付辛苦费。父亲看了看因家穷而被饿

得面黄肌瘦的我，于是欣然答应了。由于

耕牛可以大大地提高耕种效率，而那时，

村里的耕牛少，所以，前来让父亲帮忙的

邻居越来越多，父亲一下子忙不过来，于

是母亲有空闲时便去帮父亲打下手。

那天起，每天晚上，父亲虽然拖着疲

惫的身子回来，但他在灯光下一张一张

地数着辛苦挣来的钱时，脸上露出的笑

容比蜜还甜：“这下娃仔的营养可以解决

了，可以解决了啊！”也就是那时起，一向

青菜白饭的餐桌上常常会出现一些猪

肉、鸡蛋、鱼等荤菜。

转眼，我上了小学，可父亲依旧没有

停歇过，甚至还更忙，就连寒冬腊月，他

也冒着严寒去帮邻居犁田。冬天犁起来

的田，在乡下叫“晒霜”，凡经过“晒霜”的

田，来年的庄稼就会有好收成，所以许多

邻居都喜欢让田“晒霜”，父亲就这样在

忙碌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严冬。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接到大学录取

通知书时，我傻眼了，每年五千多的学

费，对于家庭穷困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个

天文数字！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我决

定放弃读书南下打工。然而，当我把我

的想法告诉父母时，他们无比反对，尤其

是父亲，他说：“娃仔啊，爸没啥文化，但

爸绝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尽管放心去

读吧，学费的事儿，爸会想办法……”听

着父亲的话，看着他殷切期待的眼神，以

及他头上因长年劳碌长出的银发，我的

心一阵绞痛，并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读

书，将来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那天晚上，睡梦中，我被一阵争吵声

吵醒了，只听母亲说：“这牛你不能卖，得

有个长远打算，卖了今后的伙食咋办

啊？”父亲说：“得先解决娃仔今年的入学

要紧，今后的费用我另想办法……”你一

言我一语，本来寂静的夜被父亲和母亲

的争吵声给惊醒了，听着他们为了我的

学费而争吵，我的泪一滴一滴地滑落下

来。

第二天，父亲没有说什么，他流着泪

牵着那头耕牛出门去了。回来时，他的

怀里揣着一沓厚厚的崭新的充满温度的

人民币。当他把那一沓钱交到我手里

时，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和耕牛挥泪依依

惜别的情景。十多年来，父亲早已把牛

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而那头耕牛，也许

早已把父亲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了，这

么多年血浓于水的情，怎能舍得分离

呢？可是，父亲为了我，耕牛亦是为了

我，他俩不得不“骨肉分离”啊！

时间过得很快，如今我早已大学毕业

并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而父亲也已年过

六旬，他头发尽白，皱纹纵横，但他依然起

早贪黑地耕种着一亩三分地。我曾多次劝

他放弃，他却摇摇头。我说：“爸，明天我给

您牵一头牛回来吧！”父亲笑了，笑得那么

甜，可我的心却如刀割一般，阵阵疼痛……

散文园地 ■张碧云

每当人们想到、听到

或提到有人喜新厌旧时，

很自然就会联想到陈世

美、出轨、不道德和违反

法律之类，这似乎无可厚

非，但仔细一想，你会发

现其实这是惯性思维使

然，多少有点偏见。在封

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

人们思想也较保守，很容

易把喜新厌旧与感情出

轨划上等号。随着时代

变迁和人们观念的转变，

喜新厌旧的外延和内涵

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

或许有必要对喜新厌旧

一词重新进行审视和认

识。

其实，喜新厌旧已是

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一

种现象，无论是哪个行

业，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国内

国外，都已司空见惯。在

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对

新生事物总是充满好奇、

热情、期待和向往，于是

乎，革故鼎新、弃旧迎新、

破旧立新等喜新厌旧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实践便

应运而生、不断涌现。这

是因为新生事物总代表

着活力、先进，以及前进

和发展的方向，有着旺盛

的生命力，能够引领时代潮

流，并且总是不可抗拒。如果我们

把喜新厌旧局限于情感方面，那是

比较片面的。

我们不妨把喜新厌旧分为情

感方面的和非情感方面的两大类，

区别予以对待。情感方面的一般

是指婚姻爱情方面朝三暮四、见异

思迁，生活作风出了问题，常表现

为喜新弃旧、厌旧寻新、喜新不厌

旧等，故应特别慎重考虑，不能草

率从事、随意例外、突破禁忌。非

情感方面的则几乎无所不包，涉及

到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常见如新陈代谢、生物进化、优胜

劣汰、知识更新、观念转变、创新发

明等。经验和事实充分证明，一个

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如果老是墨守成规，安于

现状，就不能与时俱进，就谈不上改

革创新和开拓前进，就要落后时代，

就会被滚滚向前的社会和历史潮流

所淘汰。可见非情感方面的喜新厌

旧本身就是一种较前卫或先进的理

念，是改革和创新的催生婆或催化

剂，必须大力弘扬和鼓励。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社会

总是不断进步。古今中外，人们为

了改善生存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创

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总会喜新

厌旧，思变善变，并通过改革创新，

不断推动社会前进发展。需要说明

的是，这种喜新厌旧应当是先进的、

现代的、合理合法的，它不是全盘否

定旧事物，而是继承加发扬。特别

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合理保

留旧事物的精华，作为新事物成长

的基础，这无疑是最重要的。

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现代

意义的喜新厌旧与传统意义的喜

新厌旧混为一谈，关键是要看它用

在哪些方面。即便是个人感情方

面的喜新厌旧，也不能一概而论，

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其是否

会受到法律、制度、规定、道德、伦

理、传统习俗，乃至乡规民约等方

面的约束。至于停留在思想或纸

上而没有付诸行动，或者有贼心没

贼胆偶尔自我或相互调侃一下的

那种，充其量只是精神或意念出

轨，那又另当别论。

人是最具智慧的高等动物，不

会轻易被情感所俘虏。既然喜新

厌旧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社会常

态，那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准确

理解、把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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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本书，是公家帮出的，我出力，公家出钱，印一

千册，公家拿走五百册，我分得五百册，这五百册书，放在

家里也占地方，就挂到网上博客里去卖。

在当下，最好卖的是房子，最难卖的是书。

本来，我对出书、赠书之类的事，意趣了了。你送人家

书，人家不一定需要，所以这五百本书，我没有送人，全放

在网上卖。

第一个买我书的是湖北洪湖的读者，他加我微信好

友，早晨起来看到了，下午就去寄快递，一本书就这样出发

了。

一本书星夜上路，天空有流云，如骆驼，若一人牵着，

迈着大步在走路。

我用手机跟踪这本书的旅踪，从我所在的城市出发，

半夜到省城，后来它又从省城出发，去了武汉，又从武汉到

荆州，再从荆州到洪湖。

想象着快递小哥骑他的电驴子，车子走起来一摇一

摆，在一个阳光的午后开始派送，送到另一个人手上，那个

人夹在包里带回家，想到时，拿出来翻翻。

洪湖，想到会有一个很大的湖，有荷花和藕。一叶晚

舟，泊在烟波里。我没去过的地方，我的这本书却抢先到

达了。

一本书跟着快递去旅行，有些线路颇有意思。邻近城

市的一位老师，买了我的书，按我的理解，直接发到就可以

了，谁知它却被拉到外面转了一大圈，先到淮安，然后又到

盐城，最后才打马加鞭，直奔目的地而去。

其实这样也反映出我所在城市周边的人文环境与交

通地理。比如，与我邻近的小城，说同样的方言，却不属同

一行政区。它先跑到淮安去，与在不同方言区的人们说说

普通话，然后再去它要去的地方。

有一位朋友，在安徽毫州，他自己出了七本书，却还买

别人的书。我知道毫州是个古城，他住在古城里，在老巷

子里走走，坐在屋檐下读书，过着恬淡的生活。

一本书到别人手上会经过千山万水，它就像放出的一

匹马，又像飘出去的一条船，行进在江湖上。

有一本书，在去东北的路上丢了，丢在时间和空间

里。就像马迷了途，找不着去路，也找不回来路，不知滞留

何处。

我在傍晚的薄暮晚霞中给朋友寄书，对方在某个早晨

的天青色里收到，摩挲着这本书，猜想着这人在书里究竟

写了啥？

有位朋友，人在岭南，也喜欢我的这本书。我给他寄

书时，他暂时离开，回了一趟老家。当那本书到达的时候，

他又回到那座城市。这位朋友在离开城市的这三四天空

当期内，书在路上，翻山越岭，待他回去，人与书，不期而

遇。

一本书的旅行线路，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在走，也

有抄捷径，行走到一个不相干的城市，然后一转身，朝目的

地径直而去。比如，一本书要去连云港的赣榆县，却中转

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径直去了赣榆，把连云港绕过了。

一本书，结集我那些诞生于水边的文字，就这样在江

湖上飘着，喜欢它的人才会买上一本。

书往南方，容易想到青山绿水、古道茶马、快意人生

……这些词；书往北方，又会想到大河大山、书剑恩仇、江

湖夜雨十年灯。

桂林初印象
桂林历史悠久，是全国首批24座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秦始皇置桂林、象、南

海三郡，这是“桂林”名称的最早起源。

有人说中国最美的山在黄山、最美

的水在九寨、最美的山水在桂林。久闻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终于踏上了

前往桂林的旅途。桂林的山，平地拔起，

千姿百态；漓江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

镜，有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四绝”之

誉。

到桂林必到象鼻山，因山形酷似一

只站在江边伸鼻豪饮漓江甘泉的大象而

得名。它低下头去，憨态可掬的样子，讨

人喜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了

这头栩栩如生的大象，成了桂林山水的

代表，桂林城的城徽。象鼻与象身之间

的水月洞，被誉为“其形正圆，望之端整

如月轮”。水月洞里江水通流，可泛小

舟，在明月之夜，它的倒影则构成“水底

有明月，水上明月浮”的“象山水月”奇

观，使历代诗人吟咏不止。游了象鼻山

令人不禁吟出“桂林山水天下痴，天象下

凡觅安居。长鼻吸泉雄风在，乐得游客

皆谓奇！”的诗句来。

桂林有日月塔，又称金塔银塔、情侣

塔，坐落在美丽的杉湖中，是桂林市区

“两江四湖景区”的核心景点。日塔为铜

塔，高41米，共9层。月塔为琉璃塔，高

35米，共7层。它们夜间美丽的金银双

色是游客争相拍摄的景点。铜塔所有构

件完全由铜壁画装饰，创下了三项世界

之最——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世界上最

高的铜质建筑物，世界上最高的水中塔。

双塔的四周、内墙、门窗等处布满五

彩缤纷的图案。这些壁画主要反映了桂

北文化，体现了少数民族追求精美生活的

文化特征，是中国第一家以儒释道之“和”

为主题的文化公园。日月双塔从大门方

向来看，组成了一个“易”字，是一个典型

的能够藏风聚气的风水建筑群！在宁静

的夜晚，日月双塔透出来五颜六色的灯光

景色，是那么的迷人，那般的光彩夺目，完

全融入秀美的湖光山色之中。

市区逍遥楼和传统文化街区东西巷

（类似于三坊七巷）也是值得一游的地方。

到桂林必游漓江：“百里江流千幅

画，漓江山水甲天下”，20元人民币上的

景点尽在眼前，游荡在其景，潺潺流水，

让人身心放松，沉浸其中。我不禁发出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怡情寄山

水，岁月慢悠悠。”的感慨来。

九马画山是桂林漓江著名的景观之

一，是大自然的笔墨奇观。山高400余

米，宽200米，临江而立，石壁如削，五彩

斑斓，远望如一幅巨大的画屏。我开始

感觉：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再看是

头大。终于凝神静气，细细端详，想象想

象越想越像，意象出来了：画屏中一群骏

马，或立或卧，或昂首嘶鸣，或扬蹄奋飞，

回首云天，或悠然觅食……难怪清代诗

人徐弓赞道：“自古山如画，如今画似

山。马图呈九首，奇物在人间。”

印象中桂林是一座以旅游为生的城

市，其实旅游仅占总收入20%左右，支柱

产业是工业，主要以微电子、橡胶、医药为

支柱，并建立了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其中桂林三金药业生产的西瓜霜

系列产品，桂林南方橡胶生产的火炬牌轮

胎，桂林电线电缆国际生产的穿山牌电线

电缆系列，桂林大宇客车生产的大型豪华

客车畅销国内外。百闻不如一见吧。

天南地北 ■郭芳读

散文园地 ■王太生

《红楼梦》的动人心处，恐怕一大半在于书里提及的稀

罕物事常给读者带来惊喜，单饮馔一项，它就带给我们多

少过屠门而大嚼的欣悦——例如油盐炒枸杞芽儿、枣泥山

药糕、糖蒸酥酪等等不胜枚举。

但第七十五回中秋夜宴上王夫人为贾母准备的一道

菜——椒油莼齑酱，更教我大跌眼镜。什么？一个年过古

稀、颐养天年的老太太竟然偏爱莼齑酱！还有，那个成天

只会谈论家务人情的王夫人竟也懂得莼齑酱的好处，知道

老太太好这一口，一早就备下了专等着老太太来点它，真

是出人意表！——莼齑，那是多么风雅的一道诗菜啊。很

多人都记得西晋诗人张翰因见秋风起，而苦苦思念家乡莼

羹鲈鱼脍的典故——我的意思是说，像贾母这样养尊处优

的老太太，平日里好个什么野鸡崽子汤之类也就罢了，怎

么又突然爱起诗意缤纷的莼齑酱来，真教人百思不得其解

呵。

然“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我将书里凡与贾母、王夫人

有关的章节下功夫多研究几遍，也就恍然大悟了。贾母可

不是一般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她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

姐，后来又做荣国公贾源的儿媳妇六十多年，是个艺术修

养不凡的贵夫人呢……第四十回书中她带着刘姥姥逛大

观园，走到潇湘馆时侃侃而谈“软烟罗”窗纱，把那么多出

自名门的奶奶、少奶奶们都唬得一愣一愣；嫌宝钗的房间

过于素净了，要帮她重新收拾，说只要把那石头盆景儿和

那架纱桌屏，加上个墨烟冻石鼎摆在案上就够了，果然收

拾得又大方又端丽……贾母既然如此讲究生活的质量，喜

欢“诗意地栖息”，那么她对清贵的椒油莼齑酱情有独钟又

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与她一贯的生活趣味是相吻合

的。

王夫人的熟谙莼齑酱也没什么好纳闷的。她虽是个

比较沉闷的中年妇人，但毕竟是金陵王家的女儿。王家曾

管过各国进贡朝贺之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他们家养活，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她什么样的珍馐美馔不识得？……王

夫人虽说较为无趣，但待人接物总的来说还是得体的。比

如穷亲戚刘姥姥带着小孙子来打秋风，她自己没出面，吩

咐凤姐代为陪客，同时让贴身女仆周瑞家的说了一大段客

气话。不是十分热情，也不至于过分冷落，最后很厚道地

给了刘姥姥实质性的帮助，王夫人行事还是蛮像个大家闺

秀的样子的……如此这般，王夫人的熟知莼齑酱就是情理

之中的事了。

椒油莼齑酱的做法是将新鲜莼菜切碎了，拌上盐粒姜

末葱末椒油等精心腌制而成。王夫人能够轻车熟路地为

贾母备下这样一道她老人家十分钟爱的素食，后者无疑是

喜悦的。老太太不大待见二儿媳邢夫人，对姨奶奶赵姨

娘、周姨娘等人更是视而不见，我总疑心，只怕这与她们不

了解老太太口味，不懂得预备莼齑酱之类诗菜也大有关

系。

■张 芳

椒油莼齑酱

■
章
华
旺

书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