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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而实

确切地说，我年少时读到的书很少，由于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当时条件所限，我能够读到的文学书籍更可
谓凤毛麟角了。但正是少年时代读到的这些书，才弥
足珍贵，历久难忘。它们注定成为我心灵深处永远的
风景和流淌在躯体里鲜活的精神血液，从而影响和改
变我以后漫长的人生。

少不更事的我，最初读到的是图文并茂的小人书，
后来识的文字多了，再读小人书就不那么过瘾了，于是
就尝试着阅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那时在偏远落后的
乡村，若想找到一本好书比登天还难。还好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我从沈阳来的大哥哥大姐姐那里，求借到了
一本本文学书籍。

记得第一次读到巴金的《家》时，我还是小学五年
级的学生。那时农村还没有装上电，我是在恬静的乡
村的夜晚，在幽暗而温暖的煤油灯下流着眼泪读完这
本书的。书里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深深地感染和打
动了我，以致煤油灯烧着了眉毛我都浑然不觉。我读
得是那样的忘情，那样的专注，仿佛我稚嫩的单薄的心
灵，一下子被透彻的文学阳光给照亮了……后来，又陆
陆续续地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完了《苦菜花》《战斗的
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西厢记》《红楼
梦》……估计我少年时代阅读过的文学书籍，最多也不
会超过20部，但正是这些精彩纷呈活色生香的文字，为
我打开了通往憧憬、想象和智慧的天窗。

再后来，考上了大学，逼仄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
多，能够读到心仪已久的好书再不是什么难事。虽然
学的是哲学专业，整天和亚里士多德、康德、德彪西打
交道，但我更钟情的还是文学书刊。走进琳琅满目的
大学图书馆，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我仿佛发现了一条
抵达心灵的隐秘而芳菲的道路，我只有不停努力向上
攀援，才会领略到更加奇丽绚烂的文学风景……我像
一个饥饿的孩子，一下子扑在面包上。我是说，作为一
个精神和心灵严重贫血的乡村少年，我必须利用这难
得的机会给自己补充营养，从而让自己一颗贫瘠的苍
白的心日益丰盈和强壮起来。

或许是受“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这句古训的冥冥

感召吧，大学毕业的
我就真的背着简单的
青春行囊，去走那天
空地阔的万里路了。
新疆乌鲁木齐十载，
我读到了很多好书、
奇书和怪书，我好象
第一次知道世界是如
此的辽阔和深邃。在
安谧而温暖的单身宿
舍里，我读到了《福乐
智慧》《阿凡提》《古兰
经》《阅微草堂笔记》
《新疆民歌大全》《新
疆通史》……在美丽
而遥远的西北边城，
我有机会就怀揣着一
本书上路，去克拉玛
依，去伊宁，去喀什，
去西藏……我确信人
生所有的乐趣和智慧

不仅仅凝聚在书上，而且还在漫漫跋涉的旅程上。在
我看来，读书和行走都是一种发现和寻找，发现精神所
需的钙或盐，寻找自然深处的种种玄机或奇迹。

我不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
能够相信的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能够相信
的是，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难得的人生知已进行交流
或对话；我能够相信的是，读书可以影响和改变一个人
的人生态度甚至命运；我能够相信的是，读书可以让一
个人的心灵日益丰厚、滋润和强大起来……我不完全
相信“开卷有益”，只有手捧一部优秀的智慧的充满思
想、灵气和想象的书，才会让我的心灵沐浴一场明媚的
透彻的甘霖。我相信不读书会使人的心灵日益枯燥乏
味，而读书的对人生对生活会看得更远更为深刻。

命运是一个深不可测、捉摸不透的字眼。十五年
前的秋天，当我突然被掀入厄运的黑谷，当我在一夜之
间失去了行走的快乐和自由，正是那些芳香的默默无
闻的书籍，慷慨地拯救了我逐渐黯淡的心灵。在医院
三年漫长而灰暗的日子里，我床头摆满了许多以前百
看不厌、爱不释手的书籍，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
光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张海
迪的《轮椅上的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读着这
些饱受疾病蹂躏意志坚强的作家的作品，我仿佛在黑
暗中发现了一缕希望和梦想的曙光，正是这些文学书
籍，让我肉体和心灵的伤口逐渐愈合，让我忽略了自身
的不幸、痛苦和磨难。我想我可能永远成不了保尔，但
我可以以保尔为镜，在茂密的文学丛林中默然穿行，寻
找或重建永不颓废的精神家园。

我说过，这个世界上美丽的事物太多，只是我无力
全部拥有；我还要说，这个世界有意思的好书太多，它
们像智者排成的优雅的长队，在等候着我的到来、翻
阅、流连和穿行。虽然我穷其一生读到的好书也不过
冰山一角，但我可以活到老读到老。我确信有书籍陪
伴的人生，就是知已陪伴、无怨无悔的人生。我渴望成
为一株思想的芦苇和沉思的麦穗，纵使什么也成不了，
那些静谧的曼妙的读书时光，又何尝不是红尘起落之
间一种难得的快乐和幸福呢？

在阅读中成长在阅读中成长

三十多年了，
我离开你，
每当我看到你的名字
就像听见看见了
自己的胎记。
魂牵梦萦，
你的缤纷美丽，
依然清晰。

春天里，
农家小院蜂拥蝶舞，
桃花绯红，
茶花斗艳，
常生果花香四溢，
蔷薇花缀满低矮墙头。
金黄的油菜花地，
那是我们童年的天堂；
是父辈们辛劳的希望。
秋天里，
果实缀满枝头，
红红灯笼辣椒，

在绿色中闪闪烁烁，
南瓜炫耀着肥硕的肚子，
田畈四处飘香——

“蔬菜之乡”美名远扬。

多少回，
守在飞檐翘角的古戏台下，
看那瓷宝顶闪着金光，
望着神秘的斑斓藻井遐想，
我们静静地仰望聆听，
听缤纷赣戏的余音绕梁。

镇桥——我的故乡，
幸福路上百鸟和鸣，
父老乡亲高腔嘹亮，
好山好水是梦想的天堂。
田间地头豪情奔放，
天地和顺，
故乡，
张开腾飞的翅膀，
奔向远方。

手帕，是时光深处遗落的华衣一角，它
的渐行渐远，总让我们觉得生活中有了一丝
缺憾。我总在想，是什么原因让手帕渐渐退
出了我们的生活。加快的生活节奏，追求高
效的目标，如此等等，让一次性的消费大行
其道。于是，我们习惯了用一次性纸巾，而遗
忘了那一方可以反复使用、带着自己体温和
情感的手帕。

手帕温情而贴心，曾经像亲密爱人一样
与我们肌肤相亲，朝夕相伴，为我们留下了
太多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曾经，谁没有一方心爱的手帕啊！尤其
是女孩子，手帕不仅可以擦汗，擦泪，还可以
遮羞，或者当成发辫上的饰物。

不知道手帕起源于何时，我想应该是有

了布匹之后，某个聪慧的女子
忽然间灵机一动，裁下小小的
一块儿，贴身放着，随时可用，
用久了发现手帕上丝丝缕缕都
是记忆，于是手帕成了人们日
常必备之物。汉乐府诗《孔雀东
南飞》中写到：“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
手巾即手帕，用来擦眼泪的，手帕收留了女
孩的眼泪，也就收留了她最隐秘的心事，所
以它最懂人的心思。一方手帕用久了，真的
会有灵魂，能与你心神合一呢。“和羞走，倚
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手帕的功能和青梅类
似。可以用手帕半遮面，把羞涩之态演绎出
来。

我曾有过一方手帕，底色是纯白的，上

面有几杆翠竹，简洁朴素。我每天都用香皂
把它洗得香香的，放在口袋里。我跟伙伴们
一起追逐嬉戏，玩得满头大汗，然后拿出手
帕擦汗。有时，我把手帕洗得干干净净，让母
亲帮我系在马尾辫上。母亲把手帕在我的头
上挽成一朵花，我感觉自己瞬间漂亮了许
多。我跑出家门玩，头上的手帕一定摇曳着，
花开一样美。

手帕还能充当爱情信物。经常看到电视

剧里有这样的桥段：女子恋上
某人，于是故意丢下自己的手
帕，让他拾起。他捡到手帕，偷
偷嗅了嗅，有女子特有的芬芳，
好像还暗藏着她的心事。他心
领神会，于是，谋划着如何还手

帕，一场爱情就此展开。我以为，这是个饶有
趣味的情节。

恋爱季节，他与她都是青涩腼腆的。他
没钱买什么首饰，于是送给她一方手帕当信
物。那一方手帕能值多少钱？但对她来说，是
无价之宝。她舍不得用，压在枕头底下，时不
时拿出来，偷偷傻笑一会儿。小小手帕里，有
千种滋味，万缕柔情。

手帕中融入了细腻而丰富、绵长而深厚

的情感，真的是让人难以割舍。我不记得我
用手帕用了多少年，只记得年年岁岁，手帕
常新，深情依旧。那次去外面吃饭，看到一位
男士擦手时不用纸巾，竟然拿出一方手帕。
他小心地用手帕擦手，然后再叠得方方正正
放进口袋里。我忽然觉得，他一下多了几分
优雅和绅士。

主持人白岩松说：“每天使用手帕 8
次，一年下来可保护一棵 20年树龄的树。
它是最便宜的奢侈品，要比拿一两万块钱
的包更有面子。”手帕真的应该回归到我们
的生活中。相比纸巾，它更加卫生，更加
美观大方。而且，手帕是有感情的，与我
们心贴心，会把记忆的味道留下，把岁月
里的故事留下。

贴 心 的 手 帕
马亚伟

美好的生活总需要用花来陶醉，一枝兰花登门造
访，让我沉寂的思绪泛起对春的留连。

清晨，厨房窗台上突然地伸出一枝“蓝色妖姬”，仔
细一看，竟然还是雌雄同株，白色的花心与蓝色的花瓣
相映，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端庄，一早给我一份惊喜!

哈!这花是怎样来的?平时，我根本没有在意这盆以
为是草的、扁扁的扇形植物，突然地选择一个周末，露
出她的娇美容颜，一种高贵，叫你不能小视。

晨风吹过，隐隐地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
这盆我叫不出名称的植物，是去年一棵枯萎了的

菊花空盆后长出的，一叶扁扁的五支扇形叶子，只有
一寸来长，本欲拔掉，怜其也是一个生命，且嫩绿得
可爱，盆子空着也是空着，于是心生慈悲，给她一点
清水，她也就很感恩似的，一天天地生长。在空盆
中，她有了舒展的世界与自由，隔三岔五地，我给她
一点施舍，她顺势生长，小扇子一枝一枝地勃发，竟

也满盆翠绿，成了窗台上的风景，在我的厨房生活
中，清新了我的眼睛。

没料想，一夜间，“一枝红杏出墙来”，本以为观
叶也蛮悦目，现在，她却亭亭玉立，骄傲得很，我们
相视而笑。相伴两年，原来深藏不露的她终于露脸，我
并没有给她太多的关注。她的回报却如此珍贵，珍贵
得叫我有点愧疚。凝视良久，我终于明白:万物皆为有
情众生，你有一颗善良的种子，必将开出灿烂之花。一
切道法自然，顺其自然而已!观其花形花色，应属兰科，
懒得去查询她的身世，一切生物的生长与发展，大概都
是自性使然，那么我就称她为自在之花吧!

一枝一叶总关情。《世说新语》载:东晋简文帝曰，
会心处不必在远。人但凡有了会心，就会与大自然相
融，与生命亲近。花儿开着，就与花会心，能得到一种
心的愉悦，自在之兰花便入我心中来，又似闻花语:卿
本无意，君不可太专情也!

旧时，某人遇某人，问及何往？被问者答曰：看戏
去！那兴奋得意的神情溢于言表。

早年，在镇上流传一则笑话，说的是两人相约去看
戏。1人高度近视，另1人耳朵失聪。散场回家，旁人问
及戏演得如何？近视眼说：演功不行，唱功尚可；而失聪
者反驳道：唱功不行，演功倒是可以。这则笑话多少带
有调侃嘲弄之意，但它反映了这么一个客观事实，那就
是遇有戏演出，人们争先恐后，无论是眼疾者还是耳疾
者都会赶赴戏场，一听一睹为快。

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旧时代，想看戏那简直就是奢
望。如谁看了一场戏，那满足感油然而生，非得讲上三
天两夜。处在那种岁月，广大穷苦百姓每天为温饱犯
愁，哪还有闲钱买票看戏。再说，“草鞋码头”没有专业
剧团，只有一些外地戏班偶尔来镇演出。

旧时，广大群众大多时上哪里看戏去？那就是庙寺
和会馆敬神时请来外地戏班演出的时候。这是不要花
钱买票看的戏，不看白不看，人们奔走相告，观众蜂拥而
至。

市乡庙宇多，每年秋收后，各乡大庙都要在庙前搭
台演戏敬神，佑福乡民。敬神演戏非常隆重，而看戏的
人也必须虔诚。市郊某乡对看戏有这样一个严格规定：
戏场台前留块空地，是男人坐在地下看戏的地方；后面
摆放高凳，这是供女人和小孩看戏的。前面看戏的男人
双眼只能朝前，如果朝后看，就视为不正经，有猥亵女
人，亵渎神明之嫌，维持戏场的工作人员就上前把后看
者的脑袋扭转过去。倘若有人不服劝阻，将被强行拽出
戏场。回下头被视为看女人(其实，有人偶尔回头是看自
己的妻子或自家孩子)而不是来看戏，这种偏见是否被赞
同，其做法是否有点矫枉过正，拿当今的人们的看法还
真难以认定。但在那个年代，还是被多数人认可的。一
年到头也只能看场戏，若坏了规矩，影响演出，扫了大家
看戏的兴致，那是多遗憾多痛心的事。

镇上各会馆也时有演出，那就是祀神日，俗话“做

会”。请来外地戏班，多是赣剧班(饶河调)。1927年6月
12日，有两会馆同时请来戏班到本会馆演出，为缴纳娱
乐捐税，两籍观众发生争执。在帮派恶势力挑拨鼓噪
下，为看戏而酿成了一场震惊全省的械斗事件。械斗持
续二、三个月，商店关闭，市场停顿，市民不敢出行。虽
然械斗双方最后握手言和，但这场惨案伤亡达百人。从
此，各会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再不轻易请戏班演出。

镇上会馆都建有戏台，在抗战期间，由于日机的狂
轰滥炸，吉安会馆大戏台、徽州会馆大戏台、苏湖会馆中
央大剧院相继被炸成一片废墟。1936年建成的景德大
舞台(今中山北路毕家弄口)幸免被炸。景德大舞台场内
分前座、后座、楼座，可容纳千人。镇上市民以及周边乡
民想看戏就上这里来，而景德大舞台也不是常有演出，
一年盼到头，也只有那么几场戏。即使有场演出，好不
容易弄张入场券进入戏院，命运不济时，可说乘兴而去，
败兴而归，甚至还有血光之灾。那些社会上的泼皮无
赖、流氓地痞从不买票，头一昂、眼一瞪，信口报出个帮
派头目姓名，那就是“入场券”。还有被广大百姓称作的
国民党“伤兵老爷”，明明是战败下来的残兵游勇，却以

“功臣”自居，成群结队，无票强行闯入戏院，若要阻栏，
少不了挨几拐杖。这些人来到戏院肆意哭嚎叫嚷，滋事
生非，甚至把无辜的观众打得头破血流。安徽屯溪一京
剧班曾来景德镇大舞台献演，原定半个月，后见剧场秩
序大乱，吓得演员勉强演上几天就匆匆卷铺盖离去。从
这以后，市民就不愿再光顾这里。

景德镇解放初，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下，市
人民京剧团(今南门头华达超市)、市赣剧团(今斗富弄口
沿河)、市越剧团(今程家上巷)、市采茶剧团(今毕家下弄)
相继成立，古镇百姓迎来了戏剧事业的文艺春天。人们
的生活水平较之旧时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有点闲钱，
就想看场戏。亲朋好友同学相聚一起，如有人提出：打
(买)张票请你看戏去！那可是高规格的款待，被请者那
高兴的笑容自不必言说。

看 戏 去看 戏 去

镇桥——我的故乡
谷雨，我从五华飘来
浑身凝聚着浮梁山水的关爱
枚枚翠嫩的芽头
无数双眼睛投来的是青睐
纯朴、清新是我报答你的关怀

清晨，我顺着瑶河漂来
浑身滴着小龙女泪水的关怀
我是小龙女和诗郎的后代
峭壁上层层的青苔
留下了他们撕心裂肺的相爱

傍晚，我舒坦地躺在装有瑶河水的杯中
唐诗中我有令人扼腕的风姿
郑和的船队，劈风斩浪
我的清香，我的芳名留在了四海

雨天，我看见携笛拿琴的身影涌来
丝丝雨水是那么多情豪迈
迎东海霭风，吮天地甘霖
有灵芝的巧蕴
有桂花的浓香
雨中的峻峰，雨中的茶树
诗歌不能够尽吟她的柔情
她的灵畅

仙芝，纯净、馨香
无染是她的根本所在
无欲，坦然是她无意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载
弥漫的馨香你会明白尘世如何对待
忘情地吟着仙芝之歌
青山、绿水，和风、暖阳
与仙芝之歌
留传千年万载

自在之花入心来

三国时，蜀国因天旱缺水，朝廷下令严禁酿
酒，如发现有人酿酒则以刑法治之。就在这一期
间，官府的人在百姓家中搜到了一些酿酒工具，
但并未发现这些人家有违令酿酒的行为，而朝中
却有人坚持要把他们和私自酿酒的人同样惩罚。

“优游风仪，性简傲跌宕”的昭德将军简雍（字宪
和） 对此不以为然，但他当时也没有明确表示反
对意见。不久后的一天，“少与先主有旧”的简雍
同刘备出外游观，途中看见一男一女在路上行
走，转头对刘备说：“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
刘备莫名其妙，问简雍：“卿何以知之？”简雍回

答说：“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刘备听了，不
禁哈哈大笑，继而恍然大悟，于是下令对那些只
有酿酒工具而无酿酒行为的百姓不予追究。（据

《三国志·蜀书》）
简雍的话难免有不雅之嫌，但他意在说明的道

理却显而易见，并且他的这种谏诤形式也是可取
的。倘若他一开始就为那些被人从家中“索得酿
具”的人而犯颜直谏，恐怕未必能取得好效果，弄得
不好还可能适得其反。由此可见，讲究一点批评的
方式，运用一些语言艺术，对于开展批评所期望达
到的效果，是大有裨益的。

简宪和谑语谏刘备

澄 客

西西 风风

华丽亚

仙芝之歌
方陈·云吟

曹时生曹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