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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躲避新冠肺炎的浸染，洒家俨然一位客居的隐
士，在海南的群山之中差不多滞留了三四个月。眼下
恰是阳春三月，有道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于解除
封闭后，老夫老妇一块儿驾车返乡。
从海岛回东北故乡的途中，伴着疫情渐衰的好消
息，想到了 杜 甫 的 那 首《闻 官 军 收 河 南 河 北》的 诗 ，
“ 剑 外 忽 传 收 蓟 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
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说来，杜甫
先生的家国情怀，终究是一个文士的终极操守吧，又如
此地契合我之心境，无论如何给我这个归乡之人平添
了几分喜色。
2
在细雨和风中，大驳船载着车子过琼州
海峡。此时夜色正浓，风声、涛声、雨声，声声
入耳矣。如此过海还乡的经历，总是一番别
样的感受吧。登岸后，几近深夜，
便临近下榻
一家几乎无客的宾馆。过去，这个去海岛过
冬的
“候鸟们”
的
“前驿”
，从来是人满为患的，
呜呼，今非昔时啊。
翌日晨，
“老人车”
将行驶千余公里，掠过
惠州醉人的葱茏春景，便是安徽境地了。这
一路上，百年不遇，第一次亲眼所见，高速公
路上从“老人车”边呼啸而过的，大多是快递
专业的大卡车。于兹之下，忽焉觉得自己可笑。前几
日，在网上买的炊具，因少了一枚螺丝，竟煞有介事地
要求厂家补寄。然而，想不到即便是小若蚊蝇的螺丝，
也是由这样的大卡车千里迢迢，且风尘仆仆地送到我
之手中。唉，我可真是庸俗得无聊呵。
3
走一路，看一路。这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宾馆、
饭店都已经重新开张营业了。宜人的春光之下，
街上的
行人也渐次地多了起来。于是想到了古人约朋友出游
帖中的一句，
“大好春光，何不一游”
？虽说洒家归乡心
切，但负此春色岂不是罪过？还是应当款款而行，慢慢
旅游一番才好，
也好对这特殊的春天留下一段别样的记
忆，
亦不枉这绕行近五千公里归乡路的辛劳。
4
驱车到池州，夜色已阑珊。车行十字路口，遂按照
那尊“牧童”的雕像所指，去了那家古色古香园林式的
民宿。这是一家纯粹古典风格的建筑，
呀，门楣上悬挂
的竟是大诗人艾青题写的匾额，
“ 杏花村古井文化
园”
。或是本人忝列文士之故，
看到这样的匾额不由得
升出一种回家的亲切来。哦，这春风春雨令人沉醉的
夜晚啊。
不出我之所料，
民宅虽好，
仅我们两个客人。奈何，
奈何。此刻天下正播着凉凉的夜雨，
那位干练的女管家

广州文化氛围极好，几家媒体的读书版做得有
声有色。我最早接触的是《信息时报》的
“阅读周刊”
，
那时就熟悉了潘小娴，
也许因同在
“天涯社区”
玩耍的
缘故，来往机会多，
后成了她的众多作者之一。最初
我以为她只是这读书版的编辑，
后来才渐渐知道她也
写书评写随笔，
且妙笔生花。就这样，
2012 年我在做
“读书风景文丛”
时，出版了小娴的读书随笔集《闲敲
棋子落灯花》，这书名是源于宋人诗句：
“黄梅时节家

书人闲话（十八）

跟着小娴去赏书
朱晓剑

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落灯花。
”
这种自在的阅读景致让人羡慕。
小娴因长期在媒体的缘故，也十分关注阅读现
象和书店文化，后来就在一些诸如《如此书房》
《独立
书店，你好！
》等相关的书里
“相遇”
，
这自然是很开心
的事。我对广州生活的了解，有一部分就是来自她
的笔下：
《建筑家陈伯齐》，写建筑师的故事，
《云山花
事经眼录》，记录白云山一年四季的花事，倒也是别
致的事，
《魅，自山中》，描绘“锦绣瑶山”连南的世俗
风情画和山水风景画。
小娴读书多，
编稿认真，
也很体贴作者。在我给
她写稿的那些年，
说不清楚有多少次麻烦她，
在我，
文
稿交卷就算完事了，
却从不去催问何时发表。在平时
的交流中，她也几乎没有谈过稿子的问题，我知道有
时见报的稿子有细小的改动，亦为文章增色不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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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五一劳动节，王辅成作
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到北京参加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座谈会。在这
次会议上，
他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
导人的接见，
他还见到影响了他人生
的全国劳动模范吴运铎。
那天，
与会代表正在人民大会堂准
备合影，
王辅成在人群中看见一位老者，
个子不高，
腿有残疾。旁人说，
那是吴运
铎。吴运铎？中国的保尔！王辅成的心
狂跳起来，
这是他一直崇拜的英雄啊！徘
徊了好一会儿，
王辅成终于鼓足勇气，
走
到吴运铎的面前，
恭敬地说：
“吴老，
我很
喜欢您的书《把一切献给党》。您能给我
签个名吗？
”
王辅成翻开自己手上的笔记
本，
递上钢笔。吴运铎微笑着和蔼地说：
“好啊，
我给你签名。
”
他接过王辅成的本
子和笔，
问：
“我写些什么呢？
”
王辅成说：
“就写您的书名吧，
把一切献给党。
”
吴运铎欣然写下了几个字：
“把一
切献给党——王辅成同志共勉。
”
把一
切献给党，多么令人振奋和昂扬的承
诺啊，这简短而绝不简单的 6 个字，从
此成为王辅成的人生准则与追求。
带着吴运铎的祝愿，王辅成回到
学校，他将在北京参加大会的盛况向
校领导做了汇报，还有他去北京前参
加天津市组织的劳动模范座谈会的情
况。那次座谈会上，一位市领导问：
“辅成同志，凭着你这种不怕脏不怕
累、带领学生们淘粪的精神，调你去环
卫局工作，你干不干？”王辅成愣怔了
片刻，微微一笑，虽然没有回答，心底
却坚决否定了这个提议，我怎么可能

十分的热情，
特意免费为我和内人煮了水饺作为消夜。这
如此春风拂面的感受，
怕是疫情期间特别的待遇吧。
次日去游“杏花村”。也想到顺便再买一砵“杏花
酒”
，
好体验一番当年杜牧饮酒的雅兴。便利店的女服务
员却告诉我说，黄公酒才是杏花酒的正宗本源。哦，遂讨
来一品。哦，想不到这黄公酒是很烈的。女孩笑而不
答。我便转开话题问，门外开的是杏花吗？她灿烂地笑
了，说，
那是桃花。杏花已经谢了。这才知道杏花盛开时
正是疫情期间，公园里了无一人。呜呼哀哉，这一园寂寞
的杏花怎一个愁字了得？
5
车子继续前行。

正所谓“日高人渴漫思茶”。偶见山路边有卖茶的
庚子春节，从年初一避疫禁足，
郑州 蓿多多。因为要画插图，实地观察苜蓿看
竖匾。遇见便是缘分。何况本人还是一位嗜茶之人。 人连续五十多天被困在家里，错过了开 苜蓿，并对照周王的苜蓿图，我才发现这
遂去了就近的那户茶农家。到了，方知这户人家仍在
春踏青食春野菜，吃第一茬儿好味儿野 没来由的一地的紫花 苜 蓿 ，开 花 却 不 结
坚持古法制茶。附近的茶农亦将在山里采来的野茶卖
菜面条棵、茵陈白蒿和荠荠菜的脚步。 籽 ，但 花 期 长 ，叶 子 能 绿 到 初 冬 下 霜 时
到这里。三三两两过来的茶农个个善气迎人，敬烟，聊
人啊！一直憋到春分节气当天，好不容 候。于是，我忧着挂念着这里的苜蓿，虽
天儿，问客从哪里来？又询问那里的疫情如何？都叹， 易盼到门禁大开，人可以自由行动了，
但 然避疫在屋，可是春分一开禁，我赶紧过
唉，真是愁死个人了……
春不等人，树上梨花和桐花已开，
地上的 来，谁知道已经有人先下手了，好在一簇
新茶好，
有一种俗人难遇的山野清香，
轻轻一嗅，
犹如
荠荠菜，开花已开老了。野菜有地域性 簇绿色苜蓿滚绣球似的乱生，很多很多。
仙气入怀，
让人心清气爽。而茶价竟是城里茶商的三分之
也有共性，地不分南北，
古来百姓开春而 我是带着剪刀来的，准备剪苜蓿，谁知道
一。无论如何要品上一盅。一时冲茶无杯，
主妇说，
我送你
食荠的口味相同。三月三也是荠菜生 不用剪刀，虽然它苗高一尺余，但很嫩，用
一个杯子吧。这是一位面庞红润、
身体健壮、
一脸厚道的中
日，各地关于荠菜的传说颇多精彩。江 手掐苜蓿最宜。一下子弄了两兜回来，中
年妇女，
言谈举止毫无商家的算计。遂用烧沸的山泉水冲
南口头禅，
“ 三月三，荠菜
午，对照着西瓜视频里陕西
上一杯新制作的野茶。咂上一口，
天，
不是神仙胜
花儿赛牡丹”。鄂及武汉
人蒸苜蓿吃麦饭的方法，
让我
似神仙。
人说，
“ 三月蛇出山，地菜
的太太蒸了一锅——乖！真
恰好晌午，我便询问附近哪里有饭店？我
煮鸡蛋”
。总之，
春分清明
好味野菜也，
比面条棵和灰灰
们吃碗面好赶路。主妇说，嗨，我给你们煮碗
之间，这时草长莺飞，
荠菜
菜味道与口感都好。有咬劲，
面。方便得很。很快，两大碗香喷喷的肉丝春
长老了，人们只能拔乱草
味微甘，
不苦不涩。我还用吃
笋面端了上来。二位远客在这陌上人家浴着乡
一样，带籽拔下来，
放到大
茵陈白蒿的老办法，
先吃原味
何
野村妇的淳朴、善良，兼翠日岚烟雨的陪伴，如
锅里煮鸡蛋吃避邪。
的，
再加醋蒜吃。一连吃了两
频
此超凡的享受实在是难得的造化呀。
春天三步——早春二
顿，套用一句年轻人的时髦
吃过之后，蔼声问“二维码”？农妇笑说， 月初，虽然二月二、二月十
话，
老夫我吃了又吃，
“根本停
嗨，不要钱的。洒家仰望远山，
不胜感慨起来。
二和二月半，历代说法不
不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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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三个“花朝日”花神
“江南人不甚食”紫花苜
这一站到屯溪。照例下榻在一家民宿。这
节，但“乍暖犹寒时候，最
蓿，但是，江南人也吃苜蓿，
是一家古徽州风格的园林式庭院。飘着霏霏细
难将息”。春至春分而姹
美其名曰“早春的金花菜”。
雨的园子里，迎春、腊梅、樱花、杜鹃、桃花争相绽放，更兼
紫嫣 红 ，百 花 竞开 ，这 才
南京秧草，上海草头，
是同一
池塘锦鱼、啾啾俊鸟的陪衬，让个中的楼台亭阁、假山湖 “ 春 眠 不 觉 晓 ，处处 闻 啼
种 东 西 ，即 开 黄 花 的 苜 蓿
水生色不少。不过，横看竖看，
这家民宿虽不失古色古香
鸟”
。但春天拦腰过半，
树
草 。此 草 对 于 水 田种 稻而
的韵致，细细观赏，倒也不失现代风格的表达，可谓是处
头菜和地野菜，香椿芽、花
言，类似紫云英，
原本家常的
处不在，想来这里的设计师或是一位年轻人也未可知。
椒叶、构棒和榆钱，地上的蒲公英、苦菜 肥田植物。但其嫩苗入馔，由来已久，
鲜食
到屯溪，逛黎阳老街恐怕是外乡人的首选。传说中，
及二月兰、灰灰菜、长寿菜，等等，
长得可 和腌食小咸菜，老少咸宜。不包括古徽州，
先前屯溪的黎阳老街，百年而来经风沐雨，已然是一片破
以了，比早春的野菜品类更多。吃野菜 江南人一般没有蒸食春野菜的习惯，上海
烂不堪的村寨，旧照片里，陋巷乱巷，且躁且烦，不忍卒
像本地土话一样，十里不同俗。大河两 本帮菜浓油赤酱，里面的
“草头圈子”
和
“酒
观。想不到，眼前的黎阳老街居然如此的现代，如此的繁
岸的河南人，与西北人和陕西人不同，
不 香草头”，等等，吃的就是这一品细嫩的苜
华，又于暖暖迷人的古风之中如此的时尚。触景生情，方
吃苜蓿菜，多不知道苜蓿长啥样。苜蓿 蓿草。
知道中国在变，时代在变，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在踏踏
葡萄，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
《中国伊朗
苏州、上海一带，
早春开春，兴马兰头、
实实地往前走，追索一代人又一代人憧憬中的美梦。是
编》考证苜蓿来华线索，
步步为营。此苜 枸杞头，艾蓬、鼠麴草。艾蓬和鼠麴草，草
啊，这些不知姓氏名谁的新一代建筑师们，无疑也是遍布
蓿乃紫花苜蓿，是优质牧草，
不仅是古之 蒿与麦青，皆用来作青团。寒食清明禁火
神州大地上神一般的丹青高手啊。这就难怪这家民宿名
汗血宝马大宛马，包括今日牧牛养羊，
同 吃冷食，由古俗演变而来。今春缘疫情而
为
“喜新恋旧”
了。
样都离不开这种好苜蓿作饲料。远不止 物价高，我望网兴叹——无锡江阴青阳镇，
旅游与美食俨然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据说，黎阳
西北了，当下很多地方，
缘于传统农业变 百年老店卖青团，豆沙芝麻馅，4 元一只，
老街的臭鳜鱼最好，岂能等闲？我亦发现，在这一家餐厅
革而推广种植苜蓿，杨柳新翻，
蔚然成风 笋干鲜肉的 4 元 5 角，蛋黄肉松则一只 6
里就餐的客人渐次地多了。唯为疫情故，客人彼此还是
矣。而嫩苜蓿，对于种苜蓿者而言，
还是 元。上海福州路上海书城对过，
“老半斋”
保持着相当的间距。这一新生的礼貌怕是只有在这特殊
一品好味野菜。
《救荒本草》说苜蓿，
是这 新卖刀鱼汁面，即所谓的江鲜春刀鱼，
用于
时期才显得那样得有素质，有修养，
暖暖的，
很贴心。
个典型的西域苜蓿：
“ 出陕西，今处处有 煮汤下面，直接标 100 克 36 元，肴肉切片，
名不虚传，
这儿的臭鳜鱼果然色香味俱佳。只是价钱有
之。苗高尺余，细茎，
分义而生。叶似锦 一片肴肉 10 元。3 月中旬以来，各地出现
点小贵，
好在仅此一次。一个素菜，
一瓶啤酒，
两碗白米饭，
鸡儿花叶，微长；
又似豌豆叶，颇小，每三 “书记、市长下馆子”
新风景，
为救市努力带
二人世界，
足矣。款款享用中，
窗外妖冶樱花正在怒放。
叶攒生一处。梢间开紫花。结弯角儿， 动消费。郑州市区，3 月 20 日春分当天门
中有子，如黍米大，
腰子样。味苦，性平， 禁宽松，大街上车与人多，门市全开。24
无毒。一云微甘，淡。一云性凉、根寒。
” 日这天，澎湃新闻小视频播报上海“老半
救饥方法：
“ 苗叶嫩时，采取煠食。江南 斋”食面堂客满当当的，中午这边还不显，
第
人不甚食。多食利大小肠。
”
就凭这最后 下午天气好，牡丹和紫藤、晚樱纷纷开花，
四
一句“多食利大小肠”，分明是一味打灯 白蜡、白杨树也绿了，黄昏日落时分，门口
七
笼难寻的健康野菜呀!
小街小吃店，灯火早明亮堂堂的，
年轻人红
一
我说自己摘食苦葫芦而中毒的事， 男绿女面对面吃串串的和饮咖啡奶茶的，
七
提到老板的大工地闲置。是的，这个工 大人围着喝白酒，剥食猪蹄叫花鸡的，
城市
期
地撂荒了长满野草，还有柽柳和紫花苜 骤然活泛，又热闹起来了！

两
种
苜
蓿

阳春作伴好还乡
阿成

其实这一路，遭遇了许多风情万种的好景色。唐代
诗人李白就曾在十年期间五次来到这里。古时山高路更
险，自然是走水路方便了。戏言一句，
洒家庶几也是重走
一次当年李白先生的秋浦河之路了。只因这一路碧水险
山，奇峰怪岭牵连不断，匆匆然兮目不暇接，故而难以一
一名状。只是，李白先生虽多次来此，
然而留下的诗句却
弥漫着淡淡的无奈与惆怅，
“ 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
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寄
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
。
是啊，我之虚言重走的路上，同样是人迹寥寥。暗
想，酒家这番心情与诗仙是何等的相似……
6
途中忽焉发现一处“百丈崖”的竖匾。借问路人，答
曰，很好看的。便开车进去。只是这一处好景依然等闲，
偌大的景区照例是空寂无人。
“很好看的”
百丈崖的确是一处绝佳的风景。拾阶而
上，处处有仙景迎候，
奇花异草，怪石古树，连同在轰然下
落中喷珠吐玉的山水河，斯境斯人，
一时间让心中的烦恼
与俗气，荡然无存。
……
下崖时，见湍急的山涧旁有一老哥正在清洗新采的
草药，便问其故。答曰，
菖蒲。又说，冲水喝，可败火。我
便索来一株，也好去去我这位远客的心火。

种做法甚为难得，
也让人心存感激，
下次再交稿，
就尽可
能完美一点儿，
这种自觉也是得自于编辑的启示。
在我的印象中，小娴似乎更偏爱新书一些，这或许
跟她做编辑时常有出版机构赠书有关吧。故而她得以
阅读这样那样的书。这种阅读多半是因工作，与个人
喜好无关。尽管这样，小娴还是将阅读与写作结合在
一起。从她出版的好几种图书，就能感受到，倘若没有
那么大的阅读量，很难创作出像样的作品来。
和小娴见面是数年以后了。那是 2016 年在张掖
举行的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上。虽然是第一次见，却已
是从文字中彼此熟悉。在年会期间，大家时常聚在一
起，说说从前的读书旧事，也是一种美好记忆。这以
后，几乎每年都要在不同的城市见上一面，加之现在联
络方便，倒是没有从前的来往密切。在诸暨的会后，还
和小娴等几位书友一同游山玩水，这样的旅行总是短
暂，一如美好的回忆。
跟着小娴去赏书，
不只是她家的藏书，也包括她时
常向朋友推荐的许多好书。我曾看过小娴书房的照片，
密密麻麻地居然摆成了一面书墙，
她曾撰文说：
“也就几
年时间，沙发上的书越堆越高，后来竟然占满了高高的
一整面墙，
墙上那个米老鼠挂钟也给遮得只剩两只大耳
朵了。而我，
也只有站在凳子上，
才能看到时间。
”
小娴家里藏有多少书？可能小娴也不甚清楚。由
于家里书满为患，她只好给藏书找个去处，想来想去，
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将一万册捐赠给母校图书
馆。她后来说：
“人生总归要学会断舍离。也许，有时
候，好东西也要断舍离，
才更有意义吧。就像我收藏的
这些书，捐赠给了母校图书馆，
以后会有更多的人阅读
到它，从中汲取到精神营养，
为人
生积蓄前行的动力。
”
沽上
即便是与这些书“断舍离”，
丛话
小娴依然在写作，相信不久的将
来，也许就能看到她家的新“书
墙”
吧。

大道辅成
谢沁立
百花文艺出版社

离开教师这个我无比热爱的岗位呢？19
年的青春，都挥洒在这个播种梦想的讲台
上，
看着一批批学生带着憧憬入学，
再带着
不舍毕业，
开启又一段人生旅途，
那种由衷
的欣慰、
成就感和幸福感，
是任何职业也比
不了的呀！这是我的宝贵财富，从少年时
期就梦寐以求的财富，
我可舍不得放弃。
听完王辅成的汇报，校领导说：
“这可
未必是玩笑啊。老王，
你得做好调离的准备
啊。
”
1982 年 9 月，
在人民中学工作了 19 年
的王辅成，
被一纸调令调到市环卫局任副局
长，
兼党组副书记，
主管人事、
干部工作。
离开学校那天，王辅成独自一人在校
园里徘徊了许久。当年他和老师们种下的
小树苗，
如今已经枝繁叶茂；
他和学生们一
起踢球的操场，似乎还在回响着孩子们的
欢呼声；
操场一边的双杠上，
仿佛还留存着
他上下翻飞的身影……
王辅成走得很慢，生怕惊扰了正在朗
读课文的学生们，生怕错过了花墙透过来
的光影，
生怕碰倒了操场尽头钻出的小草，
生怕一个个触景生情的片段倏然而过，再
也抓不住……直到这一刻，王辅成仿佛才
真正领悟了什么是牵肠挂肚，什么是依依
不舍，但是，最终说服他的，是他心中永远
至高无上的准则，即使将要面对的是完全
陌生的领域，
也要排除万难，
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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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节后上班，走到一家花店门前，一个
女孩递过来一张宣传单，是预定母亲节康乃馨
的广告。送花给母亲，确实是一件高雅浪漫的
事。可对我的母亲来说，她并不知道一年中有
这么一天是属于母亲的节日，更不知道母亲节
那天儿女可以送她康乃馨。这个普普通通
的农家妇女，只知道勤勤恳恳地为家庭操
劳，一心一意想让儿女过上好日子。
记忆里，
母亲是属于那种极任劳任怨的
人，她的一生就是为我父亲、为我和姐姐而
活。从一顿饭到一件衣服，
我的记忆中她从
来就没给自己算计过。上世纪50年代中期，
母亲嫁给父亲时，
父亲家中一贫如洗，
母亲用
柔弱的双肩和父亲一道撑起了这个贫困的
家。六七十年代，
父亲在单位工作，
顾不了家，
母亲
便成了家里的主要
“劳力”
。那时，
在生产队里，
母
亲和所有的男劳力一样干着繁重的农活儿，
回到家
里，
还要起早贪黑地操持家务。80年代初期，
实行
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后，
母亲独自一人耕种五亩多责
任田，
她播种、
施肥、
锄草、
喷洒农药、
收割打晒，
常
常是放下铁犁拿锄头，
丢了铁耙拉拖车。母亲为这
个家倾注了所有的情感和心血，
用勤劳的双手为我
们姐弟五个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
让我们健康成
长，
让父亲安心地工作。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我们姐弟五个由嗷

探马报“急”

刘秀长朱祐三岁；朱祐乃刘家
外甥。父母亡故，由舅父刘敞收养，
曾改名刘福，故称刘秀“三哥”。后
来认祖归宗恢复本名朱祐，二人情
谊深厚。同学中还有数人与刘秀交
情莫逆：一个是新野阴识，长刘秀两
岁，家道殷实，时常接济刘秀；一个
是阴识的老乡邓禹，年方十六，是同
学 中 年 龄 最 小 的 ，但 天 分 最 高 。 刘
秀、朱祐因为生计耽误了学业，每每
向邓禹请教。再一个便是会稽郡余
姚人严光，心性高傲，喜欢读《易》，对
阴阳五行颇有研究。这些人常在一
起谈古论今，纵横议论古今兴亡。
一日刘秀正赶着毛驴在街上行
走，执金吾骑着骏马、手执黄金棍驱
赶贩夫走卒闲杂行人。刘秀连忙拉
着毛驴走避道左。紧接着五威将军
坐 着 纹 饰 天 文 图 像 的 车 子 ，六 匹 牝
马 背 上 插 着 锦 鸡 翎 毛 ，威 风 凛 凛 疾
驰而过。惊得刘秀的毛驴直往路边
店 铺 里 钻 。 五 威 将 军 马 车 刚 过 ，肩
背 羽 檄 ，手 擎 红 旗 的 驿 马 差 役 又 高
呼 着“ 急 报 ”口 号 ，飞 奔 而 来。这样
车马往来横冲直撞，奔腾呼叫，街上
行人惊疑不定，刘秀的生意自然大不
如往日。
回到舍中，朱祐、邓禹问道：
“三哥
为何今日回来这般早?”刘秀
把街上见闻一一告诉众人。
邓禹猜测道：
“ 朝廷莫不是出
了什么大事?”阴识道：
“ 去年
秋天，五威将军王奇、王骏等
十二人，分别带着符命四十二

嗷待哺的幼雏长成快乐的小鸟，一一飞出母亲
的掌心，分散在天南海北工作。或许是因为经
年累月地在土地上劳作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
曾经饱尝了灾荒年月里饥馑之苦的缘故，更或
许是因为曾经过够了贫穷窘迫的日子，母亲与

报得三春晖
吴建

土地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她已经离不开乡村
和土地了。我曾劝说父母搬到城里和我一起居
住，但母亲固执地拒绝了。我心里清楚，母亲闻
惯了泥土的气息，走惯了田垄阡陌，
脚印早已植
入丰腴的土地。母亲最大的幸福，是假日里她
放飞的
“鸽子”
飞回家。早早地做上一大桌饭菜
等候着我们，临走还不忘把早已准备好的煎饼
和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给我们塞满车厢。此时的
母亲啊，脸上挂满了幸福与满足的笑容。
每年的母亲节，
无论有多忙有多少应酬，
我都
要赶回家与母亲一起过节。有时我很想用城市人

龙飞光武

刘秀和他的二十八将
雷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篇，分赴各个州郡及四方蛮夷，收缴原来
汉朝的印信，重新颁授新朝印信，刚刚完
毕。听说四夷悦服，海内太平。这才几
天，能有什么大事?”朱祐道：
“ 既然这样，
文书探马报什么‘急’啊?”四人正在议论，
严光从外面回来了。朱祐把刘秀在街上
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严光。严光道：
“ 这有
什么好奇怪的?去冬十一月彗星现于东
方，二十余天不息；关中地震，二月大雪，
连最耐严寒的松柏竹子都冻死了。前几
日盛传黄龙摔死在黄山宫，万人空巷，老
百姓都去看热闹。这事惊动了陛下，廷尉
派出了许多差役，抓了不少人，事情才算
平息。你和文叔每天只顾赶脚儿、卖丸药；
中华、阴识埋头子曰诗云，天下已经乱成
了一窝蜂、一锅粥。羽檄急如星火，大街
上驿马横冲直撞有什么好奇怪的?”刘秀
道：
“ 子陵休要危言耸听。我每天在街上
奔波，听到的可都是祥瑞符命之报，哪有
那么多警报?”严光道：
“ 驴背上骑的都是
些什么人?他们能知道什么边报警急?那
些人酒足饭饱，衣食无忧，只知游
山玩水，攀高结贵。从他们嘴里
你自然听不到八方冒烟、民变四
起的消息了。”阴识道：
“ 子陵既
然听说了，何妨说来听听，让我
们也长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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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执行人

的浪漫，
买一束康乃馨映衬母亲布满皱纹的笑脸。但
是我没有，
也不曾告诉她康乃馨是母亲花，
母亲不识
康乃馨。当然她也喜欢花，
但她喜欢的是那些扁豆
花、
黄瓜花、
油菜花。她说这些花能结果、
能吃，
更实
用。于是，
每年的母亲节我只是送钱给母亲，
希望她
买些吃的、
穿的。可母亲却舍不得花。她总是
连自己挣的钱一一积攒起来。在我进城买房的
时候，
一下子捧出五万元给我。那天，
当母亲送
来这厚厚的一沓钱时，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那
辛劳了一生的母亲啊，
她一辈子也没为自己用
过这么多钱啊。我不由得仔细打量母亲，
无情
的岁月，
它掳走了母亲的青春；
光阴的洗涤，
漂白
了妈妈的黑发。尤其是母亲额头上深深的皱
纹，
我越看越像一个
“爱”
字，
那是母亲用给予我
的一点一滴的爱写成的。
丝丝白发儿女债，道道深纹岁月痕。什么是
感恩，拿什么回报至亲至爱的母亲，
我时常这样问
自己。难道只是在母亲节这天或母亲病重的时候
才想起感恩自己的母亲，不，
三百六十五天我们都
应生活在感恩之中。哪怕是忙碌之余一个电话，
一句简单的问候，让母亲知道儿女心中装着她、个
个儿女都平安她就心满意足了。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
愿我们每个人每
天都给母亲送上一束心中永不凋谢的康乃馨，让
它天天鲜艳，永远绽放。

破阵子

陈戈十七岁进池家卧底，转眼
十二年过去，如今已为第三代糖王
池遇雪最信赖的心腹管家。而从陈
戈开始特工生涯，之后整整四年，中
统局才刚组建，至于军统局更要再
晚三年。所以论起从事谍报的资
百花文艺出版社
历，广州站曾站长远逊于陈戈。见
陈戈步入雅间，曾站长连忙起身相迎， 羞花呀。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是个男优呢。
”
并请她到上座。陈戈谦让几句后问：
“男生女相，
注定非同凡响。其早年为
“有什么机要？还得面谈。”
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
因天赋出众，
被誉为
这种极冒险的接头，
特工人员理应 ‘数学天才’
，
日本陆军部以特殊人才将其
后转调
‘满铁’
，
三十出头就升任
尽量避免，
万一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征召入伍，
曾站长知道陈戈问得在理，
无奈道：
“没法 常务理事，
去年作为天皇特使，
派到华北主
子，
戴老板亲下的指令，
任务紧迫复杂，
只 持实施他们的新国策。
”
平野第一站抵达天津后，
“满铁”
驻津事
能当面讲。
”
接着，
曾站长语速加快起来：
目前华北形势危如累卵，
日军蠢蠢欲动， 务所便扩充规模、
招募新员，
海光寺驻屯军
仅今年头三个月，
海光寺就增兵六千五 则设立起经济课与经济顾问部；
很快由日方
“满支公司”
开始增建一座三万千瓦
百多，
平津地区阴云笼罩，
大战一触即发。 投资的
“上面不是做过预测，断定近期不 火力电厂，
并向冀察当局申请修筑津石铁
路；
同日，
“满铁”
向日方控股的裕大纱厂注
会有大情况吗？”
使其纱锭数量一举超过当时
“没错。这些年日本内部纷乱不 资两千万日元，
占据绝对竞争优势。
断，内阁换了一茬又一茬，哪任首相皆 华资纱厂的三倍，
就这样，
平野以超常速度，
无孔不入地
撑不到仨月，不改组就得解散，尤其去
年‘二二六政变’，东京城里大动干戈， 将触角伸进华北的各个领域。仅半年工
在其指挥下日方相继吞并华北的纺织、
仅部长和将军就死伤十多个，经此内 夫，
耗，估计三五年内不会再有精力对外 食品、
机械等数百家大型企业，
几乎垄断了
扩张。可哪承想，日本天皇这么快就 华北地区的电力供应和铁路、海路运输。
推出针对咱们的新国策——”
他还擅自设立所谓的航空部，
在天津李明
同时
曾站长从皮包中取出个档案袋，
上面 庄强行占地两千余亩修建特大机场，
还附了张照片：
“瞧，
此人就是新国策的主 开辟了与东北主要城市联通的五条航线。
要制订者和直接执行人——平野俊则。
” 平野又纠集黑龙会浪人与地痞联手抢占华
陈戈接过档案袋，
瞅了眼那照片，
不 北各码头脚行，放手扩张烟馆、赌场和妓
由一怔：这平野竟是个一等一的美男 院，
除此，
更有四家生产鸦片、海洛因的工
子。她暗自惊讶，
嘴上却不无戏谑：
“闭月 厂已开工投产……

郁子 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