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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高中是在故乡的嘉祥
县二中，一所设在乡镇的农村
中学，有着极其浓厚的乡村色
彩。语文老师有三位，其中一
位是王春兰先生。

王老师担任我高中二年级
的语文老师，是在 1981 年，那
时候她还没有结婚，大概二十
六七岁。王老师属于长相很精
致的女性，印象中夏天就是穿
白色的衬衫，春秋穿一身蓝色
制服，冬天是黑色的棉袄，身体
总是很健康，从来没有见她有
生病的时候。她走路与一般人
不一样，不拖沓，快捷，感觉是
在走舞步的样子，很有节奏和
美感。

上王老师的课，我们都喜
欢。每当有同学听课走神，或
者开玩笑，王老师最常说的一
句批评的话是：“你这个孩子，
真调皮！”

因为我的语文成绩是班里
最好的，自然得到王老师的格
外关注，每一堂课的提问，我是
少不了的；每一次诵读范文，也
大多是我的作文。

一次晚自习的时候，王老
师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很神
秘地递给我一本杂志，低声对
我说：你把这本杂志送到李忠
朝老师宿舍去。我当时不明
白，李老师是后勤老师，不任
课，而且他们的宿舍相距很近，
为什么让我送给他呢？后来，
当我毕业几年以后，得知王老
师与李老师结婚了，才恍然大
悟，我做的是信使！现在想来，
王老师给了我多么大的信任，
我完成了一次多么美好的作
业！

高中毕业以后，我考学离
开了学校，有几年的时间没有
去过学校，但是，几年以后，我

分配到故乡的县政府，做分管
文教的县长的秘书工作，经常
有机会随县长到学校去检查工
作。每次去，工作间隙，我一定
会去看望王老师，感觉每次见
到我，她都很欣慰，说得最多的
一句是：“先圣，上学时我就知
道你会有出息。”王老师的这句
话，我常常记得，成为我一直以
来的人生鞭策。

后来，李忠朝老师调到嘉
祥南部的三中当校长，王老师
也跟着去了三中任教，我那时
已经到济南生活了，有一次借
到故乡采访的机会，邀了几个
同学一起去三中看望王老师。
记得那次雨下得特别大，我们
进校园的时候，操场里的雨水
几乎淹没了我们的车轮子。但
是，当我们到了操场南边的那
个小院的时候，我看到王老师
正站在院子门口接我们，雨水
完全淋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
我后悔提前打电话给她了。我
们进了她家的客厅里，她也不
去擦满脸的雨水，一直高兴地
说：“真高兴啊，又看到先圣
了。”听着老师的话，我的心中
一阵阵暖流流过。

李老师那天因为去外地没
有在家，王老师请了两位副校
长作陪，她专门请厨师给我们
做了一桌子菜，拿出藏了多年
的茅台酒。那天，我们都喝醉
了。

这次见面之后又过了几
年，我有一次在山东师范大学
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恰好与著
名的文学评论家王景科教授邻
座，她得知我是嘉祥人，特别问
我是否认识一个叫王春兰的老
师。我说，王老师是我的恩师
啊。她说，王春兰老师是她的
学生，毕业以后几十年了，再也

没有见过，也没有消息。我当
即拨通了电话，两位近半个世
纪没有联系的师徒，激动地讲
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得知，
70岁高龄的王景科先生没有过
几天，就专程去嘉祥看望她的
得意门生了。

2014 年，因为我把孩子送
到故乡的嘉祥一中读高中，借
居的住所，恰好与王老师同在
一中隔壁的盛世花园。因为李
老师任嘉祥一中的校长了，王
老师的家就安在了县里。孩子
高三那一年我常回去，多次到
王老师的家里去，也几次组织
同学们一起请王老师吃饭。每
次聚会，王老师都穿得特别讲
究，认真梳理头发，她说：“我不
能让我的学生感觉我已经衰
老。”其实，在我的心中，王老师
一直是我刚刚做她学生时的样
子，那样亲切，那样和蔼，像一
位年轻的母亲。

有一次下大雪，因为提前
看了天气预报，我与爱人上午
就专程赶回故乡陪孩子。到了
晚上九点多，我们听到敲门
声。儿子说：“一定是王奶奶来
送吃的，她经常这个时间来，因
为她知道这个时间我下晚自习
了。”我打开门，果然，是披着一
身雪花的王老师！她拿着一包
热腾腾的肉包子，一只冒着热
气的烧鸡……

我什么也没有说，泪水在
眼眶里打转。

2015 年 6 月，孩子考学离
开故乡的时候，我们去王老师
家里告别，可惜她与李老师一
起回老家去了，从此再也没有
见。

我回故乡的时候越来越
少，但是，王春兰先生的音容笑
貌一天没有忘记过。

久闻宏村之名。一直以为
黄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和其他徽
派古村落一样，层楼叠院依山
而筑，高脊飞檐临水照影，砖
木 石 雕 ，粉 墙 黛 瓦 ，莫 不 相
类。直到走进宏村，才领悟到
它的深邃之美。

这深邃之美源于一位女
子——宏村牛形水系设计者
胡 重 。 一 个 让 族 人 破 除 了

“女不入祠”的族规，将她的
遗像高悬于祠堂之上，将她
的遗嘱镌刻入匾的女子；一
个用智慧缔造山水人文之大
美的女子。

画像中的胡重，含笑端坐，
一身蓝花素袍，头戴刺绣抹
额，相貌秀丽，神情从容。画
像之上是“巾帼丈夫”的匾额，
红底金字，熠熠生辉。如此待
遇，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
实属罕见。

南宋绍兴元年，宏村始祖
汪彦济因火灾之患，举家从
黟县奇墅村沿西溪而上，迁
至雷岗山下聚族而居，盖起
了 十 三 栋 草 屋 ，取 名 宏 村 。
汪氏始祖认为宏村“背有雷
岗 耸 峙 ，竭 溪 环 带 ，形 势 极
佳”，定能让汪氏宗族宏广发
达。可惜此后几百年间，这
个宗族依然被不明原因的火
灾所困扰，人丁不兴，运道不
旺，并无多大发展。汪氏一
脉固守家园，惨淡经营。直
到明洪武二十八年，时任族
长的汪辛对祖先煞费苦心选
定这块风水宝地，却未让家
族兴旺发达的原因百思不得
其解，为家族繁荣苦寻出路，
日日忧心。汪辛的夫人胡重
是西递人氏，出生于堪舆世
家。胡重举荐邀请父亲生前
好友何可达对宏村进行全面
勘测，以求改善环境造福民
生。就此，久居深闺的胡重
迈着一双小脚，乘着一顶小
轿与何可达走遍了宏村的山
山水水。

经过数年勘测，多方论证，
胡重认为宏村地理位置极佳，
而且状如“卧牛”，她有了让这
头“牛”活起来的大胆想法。
牛要活，需有消化系统。首
先，在西溪河上筑坝拦水，开
掘水圳，此为“牛肠”，将溪水
引入村中，洄流九曲，穿堂过
屋，通达四处，用于家家户户
的防火、灌溉、日常洗漱；再
者，将村里一个天然泉窟扩展
为池塘，作为“牛胃”，就是今
天汪氏祠堂边迷人的月沼。这
样的水系设计法，竟与今天的

“仿生学”高度契合。单从消
防角度来看，这样的设计也是
科学可行的。

胡重的设想得到丈夫和乡
贤的认可与支持。正当牛形水
利工程准备动工之时，族长汪
辛被举荐任山西运粟主簿，皇
恩浩荡，自然如期上任，但宏
村的水利工程怎么办？由谁来

负责？汪辛举荐了夫人胡重。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惊世骇俗
的举动，族里认为自己被轻视
的男人们愤愤不平，嚷嚷着

“公鸡不啼母鸡啼”，难道宏村
的男人死绝了吗？汪辛力排众
议，毅然将自己的管理“权杖”
交到了夫人手中。彼时胡重
25岁。

丈夫到千里之外的山西为
官，胡重带领族人按设想施
工，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化解一
切矛盾，终于使反对她的人摒
弃了偏见，宗族上下一心，群
策群力，水利工程稳步推进。
除此，她还要养育三个孩子，
照顾英年早逝的小叔子家六个
子女。其中艰辛，不言而喻。

时光荏苒，二十年后汪辛
卸任归家，看到的是宏村巨大
的变化：一条千余米长的水圳

“牛肠”弯弯曲曲，穿堂屋、贯
村舍、过庭院，流经家家户户
门前，形成“宅外长流水，宅内
流水长”的独特景致，水圳沿
途每隔数十步便建有石板踏
步，亲水台阶，方便村民浣洗，
造就了“洗衣何妨溪路远，家
家屋前有清泉”的良好生态环
境。一栋栋民居鳞次栉比，新
落成的汪氏宗祠宽阔敞亮。宗
祠前“牛胃”月沼犹如半轮明
月落入人间，一弯清泉，映出
天光云影、民居水榭，诗意盎
然。

“巾帼丈夫”便是汪辛对
夫人的评价，镌入匾额高悬
于祠堂之上。然而我觉得这
四个字有着棱角峥嵘的金属
质 感 ，读 起 来 未 免 过 于 铿
锵。胡重是水一般的女人，
在水利工地和繁重家务中奔
忙的胡重，不会有无数个深
夜倚栏思夫柔肠百结吗？我
想一定会。

明景泰五年，胡重谢世，享
年 75 岁。临终前召集子孙历
数创业之艰辛以及未竟之愿
望，划出部分家产支持宗族事
业，并留下遗嘱：“村南山赭，
不利，当凿池储水制之。”200
年后，汪氏后人发现“牛肠”

“牛胃”确实令宗族人丁兴旺，
但宏村人仍以耕读为本，务农
为生，鲜有出类拔萃的人才，
而且村前千亩农田常因干旱
而歉收，村中“牛肠”之水却几
百年白白流淌。人们想起了
胡重的遗嘱，在村南挖掘了数
百亩的大湖，作为“牛肚”，使
村庄的生态环境彻底改观，又
解 决 了 千 亩 农 田 的 灌 溉 问
题。这个“牛肚”就是今天吸
引了无数艺术家前往采风、写
生的南湖。

如今的宏村，“山为牛头，
树为牛角，屋为牛身，桥为牛
足”，水圳“牛肠”穿堂过屋，进
入“牛胃”月沼，最后汇入“牛
肚”南湖，出南湖灌溉田园，尔
后流归虞山溪，如此循环往
复，四季不绝……

碧水淘沙有琴声，梧桐落叶
绕鹏城。秋波同醉岭南壤，杜
鹃怒放百里春。

在梧桐山，我聆听晨曦真切
的召唤，那声音如凤谷鸣琴，似
涧水流淌。

雾锁梧桐，它让我一涉足就
感到误入囧途，一看见就忍不
住虚度光阴。

那里凤凰树婀娜，如小鸟依
人；那里梧桐树挺拔，似骏马昂
首。

白云是飘浮的棉絮，溪流是
奔跑的鱼儿，红荷是风中的焰
火。雄伟的山势和变幻的云雾
保持生死相依的姿势。

我仿佛如约站在旧时空，清
澈的气息从公元1377年的明朝
穿越而来，穿越万物，穿越繁华
和众草，一统江山。

“鹏城第一峰”，远眺烟波

浩渺的大鹏湾畔，云雾莫测的
香港雾山，胸怀里装满了情怀
和感慨。

这样的清晨，我想起一个
人，那忧伤的记忆如飞瀑一样
坠落。

那是多年前的黄贝岭，在律
动的流水线上。

她的信笺和乡音像茶一样
的浓，像蜜一样的甜。

我们相约山岚，等待日出，
等待黄昏，等待一次皓月当空，
等待一起不动声色的温暖。

之后，我站成一棵梧桐树，
站成别人的风景……

梧桐山，在鹏城的夹缝里耸
立着，为古典的乡愁盖上现代
的邮戳。

玫瑰海岸

一边是若隐若现的群山美
景，一边是恬静安逸的碧蓝海湾。

山是香江人的命脉，水是大
鹏湾的后身。山水间流动的便
是潋滟一方的玫瑰海岸。

晴朗的午后，玫瑰广场，玫
瑰花在这里灿然绽放。

我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
一枝。

嫣红听涛，是错过了花期，
还是把玫瑰弄丢了？

极目临风，我问一位摄影
者，他说玫瑰是随风摇曳的；我
问一位轻纱曼妙的美女，她说
玫瑰早在昨夜的那场雨里凋
零。一位孩子说，你就不该来
这里，你的玫瑰在花店。

梅沙踏浪，看着沙滩迷茫的
对对双眸，听着海风送来的阵
阵欢笑，我停下脚步，探出半个
身子，希望听到哪怕传出一两
句细微的声音。

一群海鸥飞过，叫声占据了
我的耳鼓，我失去了方向。

无奈，我站成一棵椰树，与竖
立的“玫瑰海岸”石头对视……

此时，发现自己真的不再
年轻。

我喜爱的作家林贤治先
生，在一篇名为《故乡》的散文
中，开头第一句就是：“我不只
一次为世代的城里人感到遗
憾。他们没有故乡。”林老师所
说的故乡，就是“田野、林木、农
舍，饲养和吆喝牲畜的语言，是
人类的摇篮”。这里的“故乡”
是狭义的，是有乡村田野的故
乡。

其实，无论生长在乡村还
是城市，在工厂企业或机关大
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无
论是物质意义上的还是精神生
活上的；所以，每个人的乡愁都
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形态与缤纷
色彩。只不过因为中国是一个
农业大国，所以我们一提起乡
愁，就和乡村联系在一起了。

我的祖籍虽然是湖南宜
章，但我出生在粤北山区，记忆
中的乡愁，总是和粤北山区那
些完全可以媲美桂林山水的家
乡景物联系在一起：连绵起伏
波澜壮阔的南岭山脉就在家门
口，其中有巍然耸立的广东第

一峰；有很多石灰岩，因此山形
奇特植物茂盛，有神秘的洞穴
引人探幽；乳水河清澈冰凉，武
江水激情奔涌，江河两岸有树
林或者沙滩草地，人与河流唇
齿相依。我所在的乳源瑶族自
治县是“过山瑶”的故乡，从小
我就看见过他们色彩斑斓的不
同于我们的服饰与别样的生活
方式。因此，我也常常对女儿
说：你的童年没有在大河边和
稻田里撒过野，没有漫山遍野
地去摘野果子吃，没有在深夜
的稻田里叉泥鳅，没有在真正
的大江里裸泳，没有见识过洪
水泛滥的可怕景象，没有听到
过各种鸟鸣的神秘，没有看见
过又圆又大的月亮从山里升
起 ...... 嗯，终归也是一种生命
的缺乏啊。

说起漫山遍野摘野果子
吃，忽然就想到了一种野果：稔
子。由于植物学匮乏，我一直
不知道这种野生水果的学名，
一查，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桃
金娘。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稔子
树占据重要地位。稔子树不
高，最高才两米，因此，可以随
手采摘果子。稔子树贱生，走
出家门来到小山上，就可以见
到一棵一棵的稔子树。夏日，
稔子花开的时候，我从我家所
在的小镇的综合加工厂偷一根
甘蔗，边吃边和小伙伴们去山
上摘稔子，要多少有多少。吃
饱喝足，双唇乌黑，纵身投入到
波涛汹涌的武江河里，一口气
游到对岸的青草地上。

每逢墟日来临，当地山民
把自己采摘的稔子拿到街市上
出售：五分钱一竹筒，足够好好
享受半天的了。稔子边开花边
结果，形状可爱：初熟的稔子，
红色中透着黑色，在枝头上灿
然而立，风雨不惧；成熟之后，
瓜熟蒂落。我吃稔子是不剥皮
的，如果剥开皮来，可见肉嫩软
糯，鲜艳欲滴。稔子不仅好吃，
也可酿酒，我没喝过，不知道是
否醇香？

我给我的故乡写过很多首

歌曲，其中一首《永远的乡愁》，
是写给我生活过八年的小镇
桂头镇的。我一直很疑惑，为
何故乡不取一个更加诗意的
名字呢，比如桂花镇？据说原
因是这样的：桂头镇的西北有
桂山，又称桂塘山，桂头街在
桂山东南端，故得名桂头。桂
山是因山上长有很多桂花树
而得名。

朋友邓伟标认为我所有的
作品中，最优秀的其实不是《你
在他乡还好吗》，而是《永远的
乡愁》，大概因为这首歌曲是他
作曲的吧，属于偏执狂之爱。
这首歌曲是光头李进唱的，虽
然没有像《你在他乡还好吗》那
样红遍大江南北，但是李进说
他不敢唱这首歌，因为唱一次
哭一次，每一句都让他有流泪
的冲动。歌里唱道——

“苦苦的追问为什么爱这
么深，拂不去故人的哀怨抹不
去离别的亲吻；漂泊的灵魂是
为了生命缤纷，要经历几多的
浮沉才能回古老的家门。

梦里的小镇还有那迷离清
晨，拂不去乡音的真诚抹不去
所有的温存；流浪的星辰寻找
着生命永恒，要经历几多驰骋
才能回心灵的家门。

哦，永远的乡愁永远的乡
愁，剪不断的情丝止不住的泪
流；哦，永远的乡愁永远的乡
愁，望不断的乡关唱不完的温
柔；哦，永远的乡愁永远的乡
愁，牵着我颤抖的双手。”

有人说乡愁其实是“舌尖
上的乡愁”，有人说乡愁是母亲
的呼唤；有人说乡愁就是流浪
的游子对故乡的回眸，有人说
乡愁是现代人对内心创伤的一
种治愈；有人说乡愁就是冬夜
炉火般的温情，有人说乡愁就
是生命最初与最后的爱情。所
以我特别热爱创作与“乡愁”有
关的歌曲。

就用我的这首歌曲，献给
故乡的小镇，也献给我所有的
父老乡亲，还有风中的山稔子
树，以及所有抚慰过我心灵的
故乡风物。

故乡 山稔子朋友邓伟标认为我所有的作
品中，最优秀的其实不是《你在他
乡还好吗》，而是我写给故乡的歌
曲《永远的乡愁》 □李广平

老罗本身有点酒量，不过，他应
酬时只喝二两，再多劝说都没用

一半对一半
□龙建雄

一边是若隐若现的群山美景，
一边是恬静安逸的碧蓝海湾

雾锁梧桐（外一章） □何霖

丈夫到千里之外的山西为
官，胡重带领族人按设想施工，以
独特的人格魅力化解一切矛盾

宏村之水
□黄墨卷

打开门，果然，是披着一身雪花的王老师！她拿
着一包热腾腾的肉包子，一只冒着热气的烧鸡……

我的恩师 □鲁先圣

博物馆的奇幻之旅
（国画）

十五的月亮
（丝网版画）

□肖映川

□牛文娟

的

老罗是朋友里一名成功人
士，他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稳扎
稳打，稳中有进，在疫情当下十
分难能可贵。

有一天，阿旺同我说起，老
罗本身有点酒量，不过，他应酬
时 只 喝 二 两 ，再 多 劝 说 都 没
用。虽然老罗对喝酒有着严格
自律，但他在谈合作这事上“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一桩桩生
意都被他谈成。经阿旺这么一
说，引起了我极大兴趣，瞅准机
会在一次邂逅亲自问了问老
罗。老罗抿了一口茶，放下茶
杯对我说，我也想一醉方休，可
生意不尽其然是靠喝酒，生意
靠谈，合作靠诚，应酬只不过是
换了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与它
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不是一律
的拒绝，这二者可以和谐存在，
如此而已。

听完老罗的话，我越琢磨，
越觉得有道理。保持距离不是
绝对的疏离，而是一种自我的
把控，在不好不坏之间寻求利
好的一面，这确实是一个睿智
之举。文学大师林语堂曾说

“半玩世者才是最优越的玩世
者”，这个“半”字之妙，就在于
我们人在事务的两个极端之间
做调和的事，过一种有条不紊
的生活，其理想是追求做一个
半有名半无名的人。比如，老
罗在应酬这事的态度上，做到
你尽兴，我高兴，各自安好，何
乐而不为呢。

一半对一半的生活态度，才
是最真实的状态。从朋友圈转
发率较高的网文不难看出，人
们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大致如
此：有自己规律的生活圈，名望
在外，却看淡名位；有一套慢慢
还银行贷款，居住舒适的房子，
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虽然
不是大富大贵，但不至于穷到
生活拮据；常读书，读好书，博
览群书，不做专家教授，也不著
书立说，但涵养甚高，谈吐高
雅，品格高贵。种种。在我看
来，有此追求的朋友无可厚非，
历史上活成这样的达官圣贤不
在少数，大家之所以钟情于如
此生活，关键在于对世俗距离
的把握得当。

事实上，能够过上那种理想
生活的人，既不会对钱财梦寐
以求，也不至于为贫穷纠缠；既
不会在忙碌中丧失自己，也不

会在平凡中忽视优质生活的享
受，这种身心余裕的生活模式，
使人的幸福感真切而踏实。

理想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
感。我们生活于世俗，有心回
归自然质朴，却无奈总被世俗
暗流所吸引，大多数人想过上

“朋友圈”那种如愿生活又实感
不易。难，并不意味着我们无
法做到。

我的岳母没有读过多少书，
但她心地光明，宽厚仁慈，做事
坦荡，左邻右舍总是夸其待人
接物那是“一等一”的优秀。岳
母对我说，在机关工作一定要
有敞亮的胸怀，要谨记“无过便
是功，无怨便是德”的良训，做
工作清清楚楚，与人处堂堂正
正，凡事进退有道，左右均衡，
无愧于心。她叮嘱我，工作上
敢于尽全力把担子挑在肩，有
始有终，成功就会向你靠拢；别
人需要帮助，出于真诚而非图
利去帮扶，多做成人之美的事，
多为他人锦上添花，信任自然
就会水到渠成。

还真别说，岳母一席话让我
这些年受益良多。俗话说得
好，“百人百心，百人百姓。”我
们周遭的旁人，有的外向，有的
内敛，有的中性随和，有的直性
刚烈，所以，在和不同类型性格
的人交往过程中，尽可能保持
一定尺度，尽量用中庸调和的
艺术与其对等交流，对外向的
人适时沉静，避其锋芒，对内向
的人则适时灵动，共喜同悲。
慢慢地，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
职场打拼，我渐渐体悟到了一
种做人做事的妙不可言，那是
一种喜到骨子里的愉悦：不去
刻意追逐名利，能够避免犯错
误就是自己最大的功劳；帮助
他人不求回报，只要别人没有
怨恨，就是对自己最舒服的回
报。

老罗说的“留一半清醒留一
半醉”，与岳母嘱咐我“不争功
劳不要怨恨”有似曾相识的味
道。为人处世多学中庸之道不
应成为笑料，不是充当老好人，
和稀泥，更不是两边不得罪，得
过且过，而是引导自我修养、自
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尽力去做个慎独自修、忠恕宽
容、至诚尽性的人。

人间的许多事，简单便好，
好就是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