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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对什么都好奇，“蜘蛛为什么
会结网？”“天上为什么会下雨？”“鱼为什么
不能在陆地上生活？”千奇百怪的问题，经
常问得父亲哑口无言，父亲拍拍我的头说：

“你小脑袋里尽想些啥呀，哪来的那么多为
什么？”

10岁那年，父亲去西安出了一趟差，回
来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礼物，给我的
礼物竟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翻开一
看，里面都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

这是一套科普读物，共14册，通过这
套书，我知道了许多科学知识，比如天上为
什么会出现彩虹，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气
球为什么会上天……在这套书中，我对作者
叶永烈这个名字印象尤其深，因为他编写的
文章最多，文笔也很优美。我反复阅读他写
的文章，有的段落甚至能背下来。

在《十万个为什么》的陪伴下，我渐渐
长大，并爱上了写作。这时，我看了叶永烈
写的一些书，他在书中回忆了他的写作是从
发表一首小诗开始的，那时他才11岁。他坦
言他读小学时语文和作文曾不及格，并在一

次演讲中晒出了语文和作文考40分的成绩
单，以此勉励大家不要灰心，只要努力，一
切皆有可能。

叶永烈特别勤奋，从11岁发表第一首
诗，到80岁逝世，近70年的光阴，叶永烈
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著作 180 多部，逾
3500万字。即使年迈，依然保持着每天写
5000字左右、每年都有一两部50万字左右
大部头作品出版的高产频率。

叶永烈是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状态的
呢？对此，他解释说：“我把外出采访与案
头写作，看作是两种不同状态的交替，这样
的交替于我就算是一种休息了。一年到头，
我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
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
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
游，所以我能安安稳稳写作。”

除科普作品外，叶永烈还撰写了大量重
大历史政治题材的作品和纪实文学作品，他
写作坚持“九字方针”——“大题材、高层
次、第一手”，叶永烈对记者说：“我不写那
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更不写复述式

的作品，因为，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
他在写作中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图书馆、档
案馆，另外一翼就是采访，大量地采访当事
人。正因为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全面，
他写的书都是厚重之作，有着真实的细节描
写，并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

叶永烈还很慷慨无私。在半个多世纪的
创作生涯中，他建立了完善的个人创作档案
并分类保存，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
资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叶永烈创作档案”，
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一批原始文献。
2014年，他把创作档案都捐赠给了上海图书
馆，并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予以收藏。

“地球表面附着的大气层随着高度的增
加，越往上空气密度越稀薄，逐渐向星际空
间过渡。整个大气层又可以分成几个层
……”叶永烈笔下的《十万个为什么》，通
俗易懂，语言优美生动，它们解答了我的疑
惑，开阔了我的视野，陪伴我长大。叶永烈
的突然离世，突然让我深深怀念那些在《十
万个为什么》中寻找答案的时光，它见证了
我的成长，给了我力量，让我终身受益。

《十万个为什么》的陪伴
胡萍

晚上。骑行在下班路上，身后
远远传来欢快的歌声，引得我忍
不住停下车来回头观望。不是因
为歌声多么曼妙，而是歌声里穿
透而出的那份满足、愉悦和自得
感深深地感染了我。

歌声渐近，是一位四五十岁
开着拉货三轮车的中年汉子。他
应该是收工回家的，从我面前拐
过路口就进入了一个住宅小区，
随着他一起进入的还有他的歌
声。他从我面前绕过时，我清楚地
看到了他满脸的自在和喜悦。我不
知道这满满的自在和喜悦来自何
处，或许他今天做了一件多么了不
起的事，或许是遇上了一笔大买
卖，又或许单单就是因为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可以回家和家人一起吃
饭、休息感到快乐幸福。

这种小小的幸福，竟然是这
样的立体、充实与满足。

想到我以前工作的单位，董
事长的老爷子没事总喜欢到我们好几个人
一起办公的大办公室里聊天。办公室因为
人多，谁能闲下来一会，他就跟谁聊两句。
我们背后都开玩笑说：老爷子是来替他的
董事长儿子做监工的。老爷子退休前是在
机关工作，所以退休后退休金也比普通职
工优厚，可谓衣食无忧。老爷子自己身体健
康，儿女一个比一个富有且家家生活和美，
无疾无患。用同龄人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幸
福的老头儿！

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常拿老爷子的
生活条件和自己父母比，越比就越愧疚，觉
得自己没能耐，无法让父母享受他这样好
的生活条件，享有这样的福气。直到有一
天，老爷子用一种极其羡慕的口气跟我说
出他对另一个老头的“羡慕”时，我才彻底
明白，幸福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满足。

那天下午，刚上班老爷子就来到我们
办公室，看我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凑到我面
前说：“苗苗，我刚才在公司门口看到一个
农村老头，可能是来城里办事或买东西走
累了，坐在门口的荫凉地上，背靠着石狮子
在吃条酥（我们本地的一种很普通的点心，
由油、糖、面粉掺拌后，做成块状的长形或
圆形片儿，面上沾上芝麻，油炸或烤制而
成），你没看到他靠在那儿多自在，吃得多
香啊，也没有茶水，就那么一块接着一块，

咔咔咔咔，不停地吃。”我说：“可
能是饿了，你看这中饭点早过
了。”老爷子又说：“不是饿的，饿
了顶多是吃，但没有他那样吃得那
么自在，就像小孩子吃到好吃的东
西一样，而且他靠在那儿的姿势就
是很舒服的那样的表情。”我一时
也不知道怎么接话了。老爷子接着
又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道：“我怎么吃什么都不香呢？吃什
么都不得味呢？真想那样香香的吃
一回东西，舒坦地躺一躺……”

那时候我也刚工作不久，年
轻，没有去深想，也没有什么感
触。

老爷子走后不久，董事长到
了我们办公室，我就把他家老爷
子的感慨当作一个小笑话说给他
听了。董事长听后没有笑，却是对
我说：“下次他再说这话，你就跟
他说，‘让你的几个孩子也像电影
《甲方乙方》里那个想尝尝受苦滋

味的老板一样，把你送到贫困的大西北山
区去，顿顿粗粮，一年吃不到两回肉的地
方，保证你回来吃什么都香，躺哪都舒
服。’”董事长这番话让我心里一悸，似乎
悟出些许真味。他话里的意思，我大致听明
白了——幸福快乐是从无到有的一种满
足，即使这种有无非常非常的不起眼，却因
为之前没能拥有、一直渴望着拥有，所以得
到后就会相当满足，就会十分的幸福。相
反，对于那些见惯了各事各物的人，随随便
便就可以得到满足的人，久而久之他们对
于事物的新鲜感、渴望度就会更加增强，普
通的事物、情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
也就不易感知到幸福，时间久了内心也就
空虚麻木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我也渐
渐地淡忘了。

直到今晚下班路上，那位快乐唱歌，满
脸笑容自得的中年汉子出现，又将我的记
忆进行了一次回播。他的情绪很快感染了
我，想着自己也快到家了，可以为散学的女
儿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可以看着一天没
见的小人儿雀跃的身影，端一杯茶看着饭
后她伏在书桌上努力的背影，心不由就暖
了，感觉一种物质在心里慢慢融化，分泌出
糖分，我不自觉的嘴角微微上扬，一天工作
带来的忧烦立刻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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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的夏日清晨
公园一隅
飞来一只喜鹊
我微笑注视
它欢快地走近我
清脆地鸣叫

它让我的心
快乐无比
阳光明媚
空气中充满花香
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
喜鹊都飞来跟我聊天

四周绿树参天
艳红的美人蕉正在怒放
都市中的桃花源
芬芳而宁静
与一只喜鹊静静地对视
心情惬意

它感受到我心中的善意
所以心生愉悦
我感受到它的开心
于是无比欣慰
处处是鸟儿的天堂
红尘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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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爱华

我有一位微信好友，对我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每
一篇诗文，都会作出真挚的、积极向上的点评，可谓
不懈不怠，乐此不疲。有一天，我在微信上认真地对
他说，你的点评散发着人格的光芒，在我认识的人当
中，无疑，你算得上一个真正有情怀的人。

什么是情怀？情怀就是高尚的心境，以人的情感
为基础所生发的情绪。对于作家来说，就是一种文学
情致。正如作家三盅所言：“凡书大悲悯写大情怀
者，无不于唱尽沧桑声嘶处，擿一朵野花自珍。”

是的，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曾盛开过情怀之花，
不同的是，多数人随波逐流地凋零着。只有内心强大
的人，才会呵护着情怀之花与岁月同行。古往今来有
作为的人，大抵都是有大梦想有大情怀的人。他所具
有的人格光芒不光激励着自己，也感染他人。可以
说，一个有情怀的人，一定拥有充实的人生；一个与
情怀同行的人，所拥有的，是天长地久的生命美丽。

有情怀的人，他的生活可能是自由的，随和的，
不端、不摆、不拘小节、随性快意。但他一定是个在
自己的领域内有充分的话语权，关注民意，倾听民
声，有研究的热情，有宽广容纳度的人。

做一件事情，太功利，太有目的性，少了乐趣和
情怀，往往会事倍功半。如果有情怀，结果往往会
比预想的更好。曾有人问一位百年名校的校长：你
做了那么多事，取得了那么多成果，精力怎么这么
充沛？他回答说，学会使用零碎时间，是提高工作
效率的关键。我整块的时间都用在教育教学的日常

工作上，零碎时间才用在写作上。比如两个会议之
间，假如有半个小时或一刻钟，我会写一首诗。假
如出差，飞机上、火车上有几个小时的空隙，我会
写一篇散文。坐在汽车上，颠簸，不能动笔，我会
闭着眼睛思考、构思。养成习惯之后，晚上睡觉，
梦里也会构思，常常如行云流水。出去旅游，我就
会边玩边思考和写作。

这位百年名校的校长，之所以面对繁杂的事务
游刃有余，是因为他实实在在是个有情怀的人。

生活很现实、很骨感，但人生，始终需要温度，
需要情怀。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人从心里生出亲情般
的温暖自在；一个有情怀的人，会自然而然散发出别
样的光彩。情怀之美，常常让人觉得一个人从外表到
内心，有一种被打扫过的干净，有一种圣洁庄重的仪
式感。一个有情怀的人，可以将自己在生活中稳妥地
安放好，可以拥有平常外表下不一样的人生。

人人拥有梦想。所谓梦想，就是在经历生活的不
幸与磨难之后，始终葆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一
种不忘初心的人生梦想，就是生命的情怀。

情怀，不是故作高深的与众不同、超凡脱俗，不
是与世无争、消极遁世的心灵鸡汤，而是历经生活的
磨砺和岁月的风霜后，始终秉持的生活态度和坚守的
人生境界。有情怀的人自带光芒，不管是踏歌而行，
还是失意徘徊，都能让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诗情画
意，能在嘈杂的现实中淡定从容，能在纷扰的世事里
执著坚守。

有情怀的人自带光芒有情怀的人自带光芒
程应峰

婆婆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却是个生活得有滋有味
的人。

每到周末，我们回到乡下。只见小屋桌子中央摆
放着一个精致的小竹篮，竹篮里竟然插满了各种颜色
的花朵。婆婆乐呵呵地说：“这是我们院子里的花，
开得太多了。我就把它们摘下来，做成花插，屋子里
到处都是花香，漂亮吗？”我仔细地欣赏每一朵花，
有的花还配着一两片绿叶，美得如画中一样。小屋窗
明几净，再配上这些花儿，很有田园气息。我赞美
道：“太漂亮了！”婆婆听了，颇有些不好意思道：

“家里美，心情也美美的。”我悄悄对身旁的老公说：
“妈妈是个爱美的人。”

婆婆不喜欢油烟机、天然气，独爱自己的大锅
灶。每天她喜欢头上顶一块白毛巾，就去烧她的大锅
灶。她坐在园子里，四周就是绿油油的蔬菜，婆婆信
手拈来，为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美食。我最爱的是铁锅
炖鱼，那种鲜香，让人根本停不下筷子。柴火大铁锅
炖出的鱼，才最有味道。婆婆说：“这一粥一味啊，
都凝结着生活的味道，要有滋有味的才行。”

婆婆的屋门口，有一面墙贴了瓷砖。我们每次买
了东西回家，那些漂亮的包装盒，婆婆如获至宝般地
拿进自己的房子，戴上老花镜，手拿小剪刀，必然把
包装盒上那些好看的图案剪下来，比如鸡蛋盒上的公
鸡，水果包装上的葡萄，甚至苹果上的小标签，只要
她看着好看，统统“据为己有”。于是，她把认为好
看的东西都贴在门口的那块“自留地”上。每次进出
都要欣赏一下，一边看，一边说；“有粮有果，有鸡

有鸭，真好！”我们听了，就不觉笑了。
婆婆喜欢画画，也喜欢剪纸。每到快过年的时

候，她都要买来红纸，自己剪窗花。婆婆的手极巧，
一边剪，还能听到她一边哼着小曲，多是老歌儿，什么
《南泥湾》或是“我是公社好社员”之类。没多久，一幅
“喜上眉梢”就完成了。普通的红纸上，出现了一只活灵
活现的喜鹊，正站在梅花枝上，喳喳地叫着。婆婆喜洋
洋地把窗花贴在我们的窗玻璃上。一边贴，一边说：“这
生活啊，就得有滋有味。”婆婆的剪纸，多是传统的农村
题材，却散发着一股质朴之美。

到了秋天，乡下的院子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
画。婆婆在平台上用圆笸箩将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玉
米、黄色的红薯片、桔色的柿子、褐色的花椒一箩
箩，一篮篮都晒出来，五颜六色，楼上残存的老丝
瓜，和楼下刚挂的大北瓜交相辉映，热热闹闹的。

爱人说：“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妈妈总教
育我们，衣服可以旧，但不能脏，不能破。要挺直腰
杆，做个正直、有用的人。”在婆婆看来，无论多难
的岁月，也要让孩子们穿得漂亮些，在她的人生哲学
里，自信是好的品格。而穿得干净，利索，也是对其
他人的尊重，一种美。

婆婆是个美学家，她珍惜着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
好。她尽管没有很高的文化，却用最朴素的话语，教
导着自己的儿女要热爱生活。她用最朴素的人生美
学，告诉孩子们，生活要用心经营，创造美好。

尘世生活，我喜欢婆婆的快乐和豁达的生活态
度，把每一天过得有滋有味。

婆婆的婆婆的““滋味滋味””生活生活
刘云燕刘云燕

行走徽州，简直就是在一幅水墨画卷中行走。而那一
处处依山傍水、粉墙黛瓦的古村落，就是这幅山水画卷中
最亮眼的景致。

随随便便的踏入一个村落，你都可能与一些历风浸
雨，留下历史沧桑的老屋相遇。流连在这些安谧的充满家
的温馨和人文气息的村舍巷陌间，古风徽韵就如一团徽墨
在心头泅染开来。

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
脊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幅
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幽深蜿蜒
的村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在记忆中如雨后青山般渐渐
清晰，扑入眼帘。

公元904年，拥兵自重的朱温逼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
阳。途中，皇后生下一子。接驾的陕州官吏胡三见此情形，
悄悄抱走孩子，辞官弃职，回到家乡婺源。他给孩子起名胡
昌翼。不久，朱温篡位，自立梁朝，李晔一家灭门，惟胡昌翼
幸免。

很多年后，长大成人的胡昌翼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
他选择的是继续耕读传家的平淡生活。及至胡昌翼的第五
代，有人从婺源出去，经过西递，被眼前的秀山丽水深深吸
引。于是胡门一族又从婺源迁到了西递，并在西递生根发
芽，然后叶茂枝繁。

其实，徽州的很多村落，有不少是像胡氏宗族一样，避
乱寻生从远处走来。更多的是像胡氏后人一样，被这里秀
丽的山水打动，从此在这里扎根繁衍，建设心中那个理想
的家园。

徽乡的兴盛，最终要得益于徽商的兴起。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称雄九州。他们纷纷沿新安江等

水系走出大山，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又带着丰厚的财富，回
到大山中的家乡，建宅修祠，兴村立镇，逐渐形成了徽州特
色的建筑风格。于是，到明晚期，“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
白屋”就已成徽州村落的独特景观。

“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荣归故里，也将

域外更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境内，融入在构筑起的一幢幢精
巧别致的建筑里，他们在建宅居的同时，还建起大量的文
化建筑，书院、楼阁、祠堂、牌坊、古塔、园林等杂陈其间，使
得整个徽乡深蕴了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最终形成了独树
一帜的徽派风格。

登高俯视或远眺，徽州古村落散落在山麓或丛林间，
苍绿与黑白相映，跌宕起伏，错落有致，悦人眼目。行走在
青石铺就的街巷，仰视层层叠叠高出屋脊的马头墙，那鳞
次栉比的飞檐翘角，在蔚蓝的天际间勾勒出空间的层次和
韵律，让观瞻者体悟到一种天人之间的和谐。

徽州村落大多遵循中国传统风水建造，山水环抱，清
新隽秀，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和山水意境，被誉为画里乡
村。

呈坎村即严格按照八卦布局，被称为中国第一八卦
村。在村庄游览，如没有指引，乍到此地的人往往在逼仄的
街巷间迷失，走不出小小的村落。

宏村是仿生的牛形村落。“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
屋为身，凿湖作牛肚，引泉为牛肠。”这个古老的村落筑堤
截流，让山涧之水顺坡而下，然后沿每家房屋修建水渠，清
澈见底的山水从每家的门口经过，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
活，且有利于民宅的防火。这样的建筑意识，在蕴含了对农
耕社会图腾之一“牛”的崇敬之外，借鉴了牛的生理结构巧
妙布置，浑然天成，精妙叫绝。

这样重视风水和景致的村落遍布徽州山水间：比如依
船型而建严谨有致的西递村、按照唐朝风格建筑富有浪漫
色彩的唐模村、沿狭窄而曲折的山谷修建的精巧典雅的宏
村……至于那些像石潭、塔川一般散落在崇山峻岭间，保
持着原始自然风貌的小村落，真如汤显祖所称，乃“人生痴
绝处”。

据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以徽州更远古的村落
为蓝本，在黟县，就发现了陶氏的宗谱，并居住着陶氏后
人。重峦叠翠云遮雾绕间，小桥流水阡陌交通，屋舍俨然鸡
犬相闻，漫步在这样的画卷里，简直就是行游在世外桃源。

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徽州古村
方华

春的诗行春的诗行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