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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爱花的人很多。
花不仅看得到，闻得到；
有她的体验和感悟；
而且，在这样
但是，
世上爱花又写花，
或者爱花又画花的人不多。 物我合一、人花一体的交流与交融中，超越于现实世界而
前者，
我所知道，
在我国，
晚清北京有蔡省吾，
自称闲 进入心灵与精神的另一番天地，在对比我们身处的这个
园菊农，
爱花且种花，
写有《燕城花木志》专著；
现代苏州 差强人意的世界里，花不仅成为她的一种依靠，而且带给
有周瘦鹃，
一样爱花且种花，
写有《花花草草》多种书籍。 她，也带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寄托，和我们所期许的世
后者，我知道的，我国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有木刻家刘 界。所谓花痴，花是她，
她是花。或者说，
花是她的化身，
岘，
专门为《百花齐放》一书所作各种花卉插图 101 幅黑 她是花的倒影。这便是文学乃至艺术的力量所致。
白木刻画。19 世纪法国有画家约瑟夫·雷杜德，
一辈子
自然，写得别致而且最动人的，是写对朋友和亲人
专事画花，
画有多达一千八百种花种二千一百余幅画作， 的感情，将花与她自己交融一起，有机而密切，生动而
其中出版涵盖二百多种玫瑰的著名画册《玫瑰圣经》。
亲切。不是传统文体中的托物言情，或者比喻象征，是
世上爱花写花画花，
能够将这样三者完美结合起来的 花、人、情三者连筋连心的彼此呼应和律动。这里的
人，
就更是少之又少。浅陋的我只知道日本的安野光雅。 花，便不是为了文章的点缀烘托和渲染，或者常见的卒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爱花写花画花集于一身者， 章显志，而成为不可或缺的生命一部分：
又多了一人，邱方便是。在她所著的这本《花有信，等
风来——我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书中，可以为爱花
说到朱槿，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
睡在我上铺的吴洁
者展开一个多姿多彩的花的世界。
一声不响地背着她的破军用书包，趁着月黑风高，溜进
写，需要文笔；画，需
某一位教授的庭院里，摘了
要技术；爱，则需要感情，
一朵娇艳异常的朱槿回来，
且是持久而专注的感情投
插在一个写满诗的信封里，
入。在这个世界上，拥有
郑重其事地递给我，祝我生
文笔和技术的大有人在；
日快乐！ 后来发现她膝盖
只是，在浅尝辄止或乱云
又红又肿，一问，才知道她
——我的编辑的第一本书
飞渡或密雨斜侵或始乱
摘花时被发现，她一边捏着
终弃的当今当世，持久而
鼻子学牛蛙叫，一边慌不择
始终如一的感情，已经越
路地逃跑，结果摔了大大一
发稀薄。因此，这本书的
跤。
（《我在每个春天数她的
肖复兴
可贵，便在于让我们可以
花朵》
）
看花识心。虽然，还远远
赶不上约瑟夫·雷杜德画
秋夜，门前的桂花树飘
了那么多的画，却是如约
香时，每次给家里打电话，
她
瑟夫·雷杜德一样，一辈子只做了这样一件事。
总是在门前桂花树下与邻居聊天，有时候在电话里都忍
同蔡省吾、周瘦鹃和安野光雅钟情写花不大一样， 不住赞叹：
“那桂花，真香啊！”桂花飘香，惠风和畅，父母
这本书以花为媒铺展开更为轩豁一些的人生与历史。 安宁。这是让我安心的家。然而，这样的画面却没能一
首篇《岁暮花市》，
花随春节，
呼啸而来，
轻巧地带出广州 直到地老天荒。我在楼上的窗口悄悄看着母亲，她病瘦
花市的历史。第二篇《回家过年》，
花随父亲，
“父亲种的 的身影，和那两棵桂花树，让我的泪，潸然而下。早已习
花开得挺好。南方的花是没有季节概念的，
高兴开就开 惯，每次回家离家，父母都在桂花树下等候和道别；早已
了”
，
自然地带出花开花落百味杂陈的人生。
习惯，再见了又再见。不敢想象有一天，桂花树还在，母
书是按照四季节气中“二十四番花信风”编排的， 亲会不在。
（
《我曾用整个四季，
陪着你慢慢走》
）
但是，时间只是流序，
花只是配角，主角是人，是邱方自
己，是她的亲人朋友师长，
还有她的家乡广西和如今生
前者，朱槿和友情；后者，桂花和亲情。如果没有同
活的广州。书中写她与女儿，与父亲，
尤其是最后一篇 学摘花跌跤，没有一次次和母亲的分别，朱槿和桂花还能
《我曾用整个四季，陪着你慢慢走》，写与母亲的篇章， 这样打动我们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朱槿和桂花，只写
细微蕴藉，感人至深。邱方说：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芬 一般的生日礼物和单纯的分别，还会有这样友情的清纯
芳的花瓣枯萎，生命的脉络将历历可见。诗人海桑说： 和亲情的浓郁吗？放翁诗说：
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
‘世界巨大，
我以渺小来爱它。
’”
以一己之渺小，对应花 最可人。其实，恰恰相反，
应该是：
石如解语还多事，花不
的大千世界，正道出了邱方对花的爱之深切。
“艺术就 能言最可人。花若能言，便是邱方。
是感情。
”
罗丹曾说过的话，没错。
在这本书中，写得最好的是这样的文字。她打破了
这种感情的锤炼当然非一日之功，读大学的青春 花的世界和自己情感的世界之间的界限，
使之交融，你中
原本没有人的情感世界
时节，邱方晚上专门挑白兰花旁边的教室自习，为的是 有我，我中有你。在花的世界中，
闻那花香，多少有些小资。(《二月的风吹在树上》)如 中的纠结和牵绊。正是这样的纠结和牵绊，
甚至无奈，才
今，为了等一朵花落，
她连续两个周末的黄昏跑到过街 赋予了花的世界如此感时伤怀，如此复杂感人，如此的令
天桥上探访。
（《陷入了花海和暴雨之中》）为拍照蜜蜂 人追念缅怀，让花的世界变成了丰富的情感世界。
停留在花上的照片，她会耐心盯守，
哪怕累得眼花腰酸
邱方是我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也是我多年的责任
腿抖直喘气。七夕时，在路上看到快递小哥的车后面 编辑，为我出版了好多本书。
《花有信，等风来》却是她自
都有一束束的玫瑰，她也会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机追着 己出版的第一本书。这让我很有些感慨，邱方做了一辈
车拍照……却已不是小资，而是地道的花痴了，才可以 子的编辑，她并不比我写得差，在她退休之后，才得以出
有这样情不自禁的举动。
版她的第一本书。她把她自己的才华和精力，都放在他
对一件事物的痴情厮守，是一个人内心的一种定 人的身上和书里。这本书在她供事的娘家广东教育出版
给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的老编辑
力所致。乱花可以迷眼，也可以是情感的密码多棱镜， 社出版，也是出得其所，
和人起伏跌宕的内心互为镜像。在她的眼里和心里， 以慰藉，并未人走茶凉，
正是风来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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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老房子要拆了，收拾东西，
翻出一沓老照
片。这些照片是黑白的，
有人物有风景，
还是初中毕
业那年暑假学摄影时所拍，
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记得那年暑假，跟表哥借的一部海鸥 120 相
机，用手中不多的钱买了几盒黑白胶卷，以及显影
液定影液，从拍摄到成片，
都是自己一个人捣鼓出
来的。那时十几岁，也不懂什么构图用光，只是到
处瞎拍，为的就是享受照片从无到有的过程。所
以拍出来的照片没什么上乘之作，甚至有很多废
片，因此照片也未得到重视，随便地夹在参考书
里，后来便忘却了，
没想到这次翻了出来。
一张张翻看这些老照片，时光仿佛回到三十
年前，回到充满朝气的青春岁月。所有照片都是
并不成熟的镜头语言，也是十几岁时看世界的独
特视角。照片中的人都是自己的亲人和邻居，最
多的是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尽管那时的衣服很土
气，但每个人都有灿烂的笑脸，
长辈们面对我的镜
头，有着局促不安但却满含鼓励的笑容，同伴们的
笑容非常纯真，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友谊。
最难得的是还有两张爷爷奶奶的照片，两位
老人已经去世多年，看着他们慈祥的笑容，不由得
想起儿时他们对我的疼爱。父母由于工作忙的原

无法接受的一个方案

不一样，它在苏北，经济似不甚发达，我们去的
那年，居然还没有出租车，城市面貌也相对老
没有经过刻意安排，我们在 2016 年 3 月 旧，然而它的历史文化悠久，
出过韩信、吴承恩，
5 日在江苏淮安拍摄。那是周恩来诞辰日。 诸多古迹犹存，
又是总理故乡，
当然很值得一游，
此前我们乘 T215 次夜车南下，我躺在 那当下的落后和历史的繁华相悖，使得它略有
绿皮火车的上铺，它知道我夜不能寐，
故而摇 尴尬。当地人对这里淮安、
淮阴、
山阳、
楚州等行
摇晃晃，颠簸，蜿蜒，如同是古代的夜航船， 政区划的区别和名称的更迭非常熟悉，也知道
多有惋惜之意。当然，
却又坚定地前行远去，搅动着我和旅梦人的 其在外地的知名度不高，
各种遐思。我因要去周恩来的故乡，所以有 对于周恩来的崇敬之情也都溢于言表。
无限感慨在心，他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
周恩来的故居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我和我的上一辈人中，有着极为崇高的地 但是故居所在的驸马巷并不是因为他而成为名
位。我此前对于淮安从未涉足，也毫无
了解，因此也充满好奇。
《曙光》走笔（二）
那一年的 1 月 8 日，是周总理去世
40 周年纪念日。当日，天津周邓纪念馆
召开了很有规模的相关会议，在会上我
见到了周秉德女士，并当面表达了拍摄
杨仲达
《曙光》的意愿。那天下午，南开大学也
举行了怀念活动，我也和众位学子一道，
在周恩来的塑像前敬献了鲜花。听说
周恩来去世的那年天气奇冷，不满一岁
的我和弟弟在家中的炕桌前转悠，收音
机里响起了哀乐，一代伟人离去，
举国为之悲 胜。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它叫望仙巷，因为这条
恸不已。在南开大学塑像前的那个下午，天 巷子里曾有一座望仙桥。据方志记载，宋代有
气亦冷，我手举一朵白花，
还曾赋诗一首：
“每 一个名叫孙卖鱼的处士曾住在这条巷内，乐善
于一月有哀思，万里严霜似挽诗。不信离别 好施但辞官不就，此人寿高一百多岁，无疾而
疑几许，凭因祭拜立多时……又待东风开雾 终，出殡之时灵柩抬至巷中桥上时，
孙卖鱼忽然
瘴，樱花柳叶绿春池。”
最后一句，
是脱化周恩 化仙而去，自此那座无名小桥就被叫做望仙桥，
来诗《春日偶成》“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巷名也就叫望仙巷。而明初因朱元璋侄女无娇
两句。未想，春暖花开之际，
我已到达淮安。 嫁属下兵马副指挥黄琛，后住在淮安望仙巷北
周恩来故居里，和一百多年前一样，厨房 首，此人死后，建文皇帝为其建驸马祠，望仙巷
门前的菜园，畦畦春菜已一片绿意。周恩来 遂改名为驸马巷。
纪念馆仿建的西花厅院子里，树树桃花正初
现存的周恩来故居是在此巷 7 号，由两座
开，桃花与樱花约略相似。纪念馆的湖边，绿 宅院相连，称为西大院和东大院，深宅大院，游
柳和桃花也已绵延一片。我们得感谢我们的 人如织。西大院是周恩来二祖父资产，而东大
好运气，怎么就这么巧，赶上了周恩来的诞 院是周恩来祖父周起魁以毕生积蓄所购。周家
辰，也赶上了他的诗意。同时，
因为在这座城 原籍浙江绍兴，周起魁因到淮安做师爷而定居
市逗留三日，也得以了解一些它的历史和风 于此，他曾谋得山阳县候补知县的位置，但因前
俗。这是一座运河边上的城市，先前也是一 任不肯离职而终生候补。周家此后又日渐败
座水城，至今依稀能够看出水城的风貌。从 落，周恩来在这里曾经历过清苦的甚至亲人离
书上了解一个地方是不够的，要想真正的了 散而独立门户的生活，在 12 岁的时候即随伯父
解，那就得到过那里。淮安和我想象的完全 到东北而再到天津。我在周公故园里徘徊，看

因，小时候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所以跟他们特别
亲。在后来的岁月里，
我常常梦到爷爷奶奶，
可是他
们的面容却渐渐模糊。如今见到他们的照片，
跟梦
中情景对照，
我不由得有些汗颜。因为梦中的爷爷
奶奶和照片中的他们，在外貌上已经有很大区别。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想了很久，
大概对他们
的怀念，
已经加上太多的想象成分。一个中年人梦
中的亲人，
和少年时代镜头中的爷爷奶奶，
已经大相
径庭，
这并非是我不孝，
而是心境变化太多所致吧。
我还看到堂哥的照片，他们一家就在那年秋
天迁去了东北，虽然我原来和他特别要好，可是相
距太远，加上当年的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已经渐
渐失去了联系。如今再在照片中看到他，我仿佛
一下子回到三十年前。我清楚地记得当年他们走
的时候是在半夜，我已经睡了，
堂哥在我门前喊醒
我，告诉我他要走了。等我起床开门时，堂哥
已经走远，只看到他的背影。多少年来，我都
没有忘记那个黑夜中远去的背影，以及我不
舍的满脸泪水。
照片中有很多风景，都是村里三十年前
的模样，我要细细地想上一想，才能确定具体
地点。当年的土路早已经变成宽宽的水泥

大河初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3年
3月，河南省委分管农业工作的第
二书记何伟，带开封、杞县、民权、
东 明 四 县 县 委 书 记 ，专 程 来 兰 考
调研。
作家出版社
焦裕禄到兰考虽不满仨月，但
对何伟丰富的阅历已有耳闻。何
伟 1934 年 毕 业 于 汉 口 华 中 大 学 ， 毛，经兰阳、仪封适逢风沙弥漫、雾塞四
1936 年 入 党 ，曾 任 鄂 豫 皖 区 组 织 部 野，遂怼称兰考“东昏地”。于是，史上兰
部长，新四军四支队政治主任，东北 考曾称“东昏”。西汉武帝建元元年（公
野战军铁道纵队党委副书记兼政治 元前140年），兰考设东昏县。尽管古时
部主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外 兰考环境恶劣不受待见，但千百年来所
交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驻越 属县份从未从中国县治出列。难道历史
南大使兼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 悠久的“孔子过化地”，要在社会主义中
长 ，1962 年 4 月 任 河 南 省 委 第 二 书 国永远消失吗？
记 。 何 伟 走 进 会 议 室 ，焦 裕 禄 才 知
焦裕禄把张钦礼叫到屋外，搓着双手
道，省领导挂帅出征，是为拆分“对省 说：
“钦礼同志，咱该咋办？我真不忍心看
地拖累很大”的兰考。
着兰考就这么没了！咱也得表个态呀！”
张钦礼也急得头上直冒汗，听焦裕禄
何伟坐定后开门见山说道：
“兰
考解放十几年，面貌没啥大的改变， 一讲，脸上顿时现出一副豁出去的神情，
‘ 三 害 ’把 老 百 姓 折 腾 得 穷 困 不 堪 。 跺跺脚说：
“我先发言，有事我兜着！”
当前，兰考灾情这么重，短期内又没
“说话要有分寸。你说完，我补充！”
啥好办法，省委初步考虑，把兰考一 焦裕禄叮嘱说。
张 钦 礼 回 到 会 议 室 ，首 先 发 言 说 ：
分为四，兰考周边四个县帮助承担困
难，各分四分之一。这个想法先给大 “我个人认为，兰考不能瓜分。旧中国兰
家吹吹风。”
考 也 是 穷 ，也 是 落 后 ，但 解 放 后 的 1954
肢解兰考的方案一出，周边四县 年，政务院把兰封县和考城县合并成兰
的县委书记纷纷做雀跃状，一致表态 考 县 ，而 不 是 分 。 1950年 到 1956年 ，兰
愿为省委分忧，无条件接受从兰考分 考人民并不缺吃少穿，是河南搞虚报浮
给本县的那一部分。
夸，征过头粮，才使人民背井离乡，逃荒
焦裕禄蒙了。这是他根本不曾想 要饭。这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也不是
到也无法接受的一个方案。
兰考干部没本事，是天灾加人祸造成的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 灾难。治理‘三害’，兰考干部群众是有
阴历二月，始皇帝出西京东巡深入不 经验的。”

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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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再也没有下雨就寸步难行的情景。当年很多破旧
的房子也已经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后来新盖的小
楼，不过这些小楼也要拆了，整个村子都会安置到新
建的新农村，每家都是两层小别墅，整洁亮堂。照片
中村头几棵大树还在，
比当年更繁茂更茁壮。那是我
们孩子的天堂，有时在树下乘凉，下棋打牌不亦乐
乎。有时爬到树上玩耍，
吹口哨唱歌或者学着抗日英
雄抬头挺胸的战斗形象。
有些庆幸当年头脑一热学摄影了，这才有了这
些老照片，
有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的当年影像。如果
不是老照片，
我会忘了很多人很多事，
再过几年，
也许
会忘了这生我养我的村庄。我把这些老照片扫描做
了电子档，修复了照片上的霉斑和破损，存入电脑和
手机中。我相信，
不管再过多少年，
我的小村和亲人，
都会清晰如昔，
不会再模糊再错位。

又来画像

慈禧太后很自恋，
自打接触了照
相机就喜欢上啦，变换各种姿势、服
装、头饰，拍了各种照片。当年西方
的照相术传入中国不久，只有德龄、
容龄的二哥——裕勋龄被允许进宫
为慈禧太后拍照。
“御用摄影师”
裕勋
龄不愧是在巴黎受过摄影训练的高
手，给“老祖宗”拍了许多好照片。年
近七旬的老太后还挺“上像”的，照片
上的她显得年轻漂亮，或许勋龄拍了
许多废品，专挑漂亮的呈给太后，拍摄
效果不理想的就销毁了。
对于柯姑娘画的肖像，太后嘴上
虽 然 总 是 挑 毛 病 ，其 实 心 里 也 很 喜
欢。画像运到美国参展以后，听说公
众反映不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
方把慈禧太后妖魔化了的舆论，太后
颇为得意。后来，庆王又拿来了荷兰
画家胡博·华士给他画的油画像，神态
逼真，双目炯炯有神，
帽子和皮衣毛茸
茸的，叫人看了真想伸手摸一摸。庆
王见太后如此欣赏，不失时机地建议
请这位男画家再来为太后画像，太后
笑着默许了。
胡博·华士（1855—1935），在欧
美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肖像画家。他早
年在荷兰、
比利时、
法国、
意大利、
英国学
习雕塑和绘画，
后来专攻肖像画，
曾为荷
兰女王等欧洲名人画像，
1893
年赴美参展后定居纽约。
1899 年他初次来华，为
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袁世凯
画了油画像。当时他曾多方
努力想为光绪帝和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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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
但未能如愿。
1905 年，
他接到清政府外务部的邀请
再度来华。此前讲妥的条件是为清廷外
交官画像，来华之后才获知是为慈禧太后
画像，他既喜出望外，又懊悔不迭：早知如
此，应该索要双倍酬金！尽管如此，他还
是受宠若惊遵照约定时间赶到了皇宫。
华士在有关札记和书信中记述了为
慈禧四次画像的情景，他步郎世宁、卡尔
的后尘，也是迎头碰上了难以逾越的文化
沟壑——面部的受光与阴影问题：
我不停地画，到太后倦了为止，历时
约 45 分钟。她观看画像，
指着不同的部位
说话。伍廷芳为我传译，说眼睛上、下方
不应有阴影，眼睛要加大，嘴部要显得丰
满朝上，不能下垂，双眉要直，鼻子不着任
何阴影。总之是，不要阴影，不要阴影，不
要阴影！也不要皱纹！我鞠躬行礼，她便
离去……我终于明白到，我不许写实，只
能照太后的意思去画。我想，由于去掉了
阴影和皱纹，我成功地描绘了一个 30 岁妇
人 的 容 貌（虽 然 太 后 已 年 近 七
旬）——祥和、恬静、庄重。但人
人都说，画像面部表现了阳刚性
格，
又说画得酷似太后。
当然，这是官员们和太监们
对慈禧的阿谀奉承之词。

着参天榆树古木和被绳子
沽上
划出深深印痕的古井，他
丛话
出生的房子和他种过的菜
园，可以猜到他童年的欢
乐，却无法推想他童年的
悲哀。
淮安故园，
为周恩来深深眷恋，
他离开后终
生未回，甚至不准许他的弟弟周恩寿回乡。他
之所以不回，原因是多样的，他曾经戎马倥偬，
他曾经苦撑危局，在忙之外的更大原因，是担
心给地方政府增添负担，更不愿意给亲戚特殊
照顾。他的故宅因为年久破败，淮安县委
曾经进行修复，他知悉之后予以批评，
并提
出不许纪念参观的要求。他出生和居住过
的东院曾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
而
西院则住进群众去。来这里瞻仰周总理旧
居的人，在大门口看到的是一块谢绝参观
的木牌。我们采访时听到一个故事，
1959 年的时候，当周恩 来知道他的专机
回北京途经淮安时，请求机长拉下高度
让他看看老家，于是，在淮安上空，周恩来
在飞机上俯瞰了故乡。大禹圣贤，
三过家门
而不入，
而周恩来在漫长的半个世纪的生涯里曾
有数次机会和理由，
他都断然拒绝回家，
这是何等
决绝啊。
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淮安全城哀悼。在他
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的群众和国际友
人无以寄托哀思，赶到淮安故居排成看不到头
的长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居的整修和
开放，已经是人民迫切的愿望。1979 年 3 月 5
日，周恩来故居正式开放，驸马巷前人群川流
不息。我们也是这个队伍的排队者，虽然我们
是在他去世四十年之后才来，但那正是代表着
薪火相传的接力。
在我拍摄的第二年新春假期，我和全家自
驾旅游，再度选择了淮安。在经过山东泰安所
辖的新泰时夜宿，
正赶上一场春雪，
次日启程，
仍
然纷纷扬扬。想起宋汪元量的一句诗，
“计程今日
到淮安”
，
一路奔波，
过淮河之后到达淮安，
雪已经
化成了一场春雨。当天我在周恩来故居门前留
有一首纪行的诗，
“泰安经后又淮安，
雪打征途意
更前，
自有春风来化雨，霖泽驸马巷边天”
。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夏季 达。画中绘有泡桐花、野蔷薇、蛇莓、蒲
的第二个节气。北宋欧阳修有诗曰：
“夜 公英、半边莲五种植物，
诗曰：
“白桐落尽
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 破檐牙，或恐年年梓树花。小满田塍寻
风笑落红。
”
这个时候，有花儿谢了，但是 草药，农闲莫问动三车。”传说小满为蚕
麦子茁壮起来，摇摇晃晃笑得欢憨，
加之 神诞辰日。江浙一带农村多栽桑养蚕，
大部分地区进入雨水充沛的季节，江河 这时节，蚕茧结成，
正待采摘缫丝。故江
湖沟波光粼粼，让人心里的饱满感也不 南一带也就有了“小满动三车”的习俗，
由得丰盈起来。
三车即为水车、牛车和丝车。
每年 5 月 20 日到 22 日之间，当太阳
小满作为一个节气，
是古老的中华文
到达黄经 60°时，即为小满。
《月令七十 明；
作为一个词汇，
则不失为一种哲学智
二候集解》载：
“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 慧。
《说文解字》解释道，
“满”
的意思是
“盈
此小得盈满。”其含义是此时麦类等夏
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乳熟，虽已饱满，
但还未成熟，故谓之“小满”。我国古代
将小满分为三候：
“ 一候苦菜秀；二候靡
草死；三候麦秋至。”意思是说小满节气
中，苦菜已经枝叶繁茂，
而喜阴的一些枝
晓理
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
死，麦子渐渐成熟。
小满到来，夏意始浓，
花事渐了，
“晴 溢”，是一种丰盈到能够溢出来的状态。
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草木 小满这个节气的名字，
在
“满”
字前加了一
蓬勃出蕃庑的光景。温热的气候、灿烂 个
“小”
字。按通常规律，
有小则有大，可
的阳光、丰沛的雨水，使万物繁茂，山川 二十四节气中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
，
这
变得丰腴多姿，河流变得欢畅奔放，
大自 里大有玄机。小满，
是小小的满，是留有
然起起伏伏的平仄之韵，在广袤大地上 余地的满。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
月盈
写满绿色的诗行。
则亏，水满则溢！做人还是要谦逊一些。
小满节气期间，江南地区通常也应 虽则小满，但还未到收获的时候，只有低
是江河湖满。如果不满，则意味着遇到 下头来，
才能更加饱满，
日臻成熟。
了干旱少雨的年景。故农谚云：
“小满不
小得盈满，是一种智慧，也是人生的
满，无水洗碗”
“小满不满，
干断田坎”
“小 “小确幸”
。得到一点小小的收获，
有可以
满不下，犁耙高挂”……对农民来说，小 把握住的东西，
就应懂得满足。正如洪应
满是个重要的节气，在北方决定着小麦 明所说，
“花看半开，
酒饮微醉……履盈满
的收成，也是玉米套种的最佳时机，
在南 者宜思之”
“
。小满”
，
乃人生的一个参照，
方则是水稻插秧的指向标。
“ 立夏到小 将熟未熟，还有期待。为人不宜过
“满”
，
满，种啥都不晚”
“立夏小满正栽秧”
“秧 应当虚怀若谷，适当留白。所以，越有本
奔小满谷奔秋”。小满时节若能水土合 事的人，
越不张扬，
行事越为低调。
宜，便预示着风调雨顺，
一年丰收在望。
天候刚过小满，每个人的生命中也
关于小满的习俗，现代画家、诗人吴 会有小满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应向
藕汀《廿四节候图》中的第八幅《小满》， 大自然汲取一些人生的智慧呢？
用画配诗的形式，作出了直观明确的表
题图摄影：
王淑珍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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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岁是喜寿

小回放下绣绷子，没看大金牙，
突然抄起这鞋拔子就在他脑袋上给
了一下。这一下不是砸，也不是打，
是抽，横着来的，啪的一声，这大金
牙从耳朵根子到腮帮子，登时给抽
出一道通红的血檩子。
大金牙一下给抽傻了，酒也醒
了，捂着腮帮子看着小回。
小回放下鞋拔子笑笑说，这是我
们武清的一个偏方儿，专治喝了酒嘴
没把门儿的。说着又转脸看看牛帮
子，说，你这朋友下次再敢这么说话，
我就不用鞋拔子了，用顶门杠。
说完，就拿起绣绷子扭身进里边
去了。牛帮子在旁边咽不下这口气。
这大金牙再怎么说也是自己朋友，
小回
这么干，
也太不给自己留面子了。越想
越有气，就转身来账房找来子，要给小
回告状。来子听了放下手里的账本，
抬
头看看牛帮子说，我要是小回，这回就
不用鞋拔子，
直接拿顶门杠。
尚先生是 1860 年生人，这一年整
七十七岁。七十七岁叫
“喜寿”
，
也算是
有说道儿的大寿。来子的心里一直记着
这事，
一进四月，
就问尚先生，
这个大寿
打算怎么过。尚先生摇头说，
眼下天津
又沦陷了，
街上到处是日本兵，
出门一看
太阳旗，
就想骂街，
哪还有心思做寿。
来子说，甭管大办小办，该办咱还
得办。在来子的坚持下，
尚先生生日这
天，就还是在门口饭馆儿叫了几个菜，
就在账房，
吃了一顿饭。尚先生把包子
铺的少高掌柜也请过来。但来子去请
王麻秆儿，
王麻秆儿推说有事。来子知

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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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王麻秆儿的心思，上次请他来吃饭，他
就很少说话，
一直低着头喝闷酒。他是看
见来子身边的小回，
又想起自己的儿子王
茂。这次王麻秆儿不想来，
来子也就没勉
强，
只把马六儿请过来。马六儿这两年添
了个头晕的毛病，走道儿经常摔跤，也就
不出去打帘子了。他有个寡妇闺女，
在南
门外开着一爿小食杂店，
就让闺女养着。
来子按尚先生说的，没弄得太复杂，
只叫了四个热菜、俩凉菜，又让后面的伙
房打了个鸡蛋卤儿，
煮了一锅捞面。少高
掌柜的开玩笑说，
今天我就别让伙计送包
子了，尚先生是七十七岁的大喜寿，心里
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再吃包子，岂不成
了气包子？
这一说，
大家就都笑了。
小回问，
这七十七岁，
为嘛叫喜寿？
尚先生就用中指蘸着酒盅里的酒
在桌上写了一个字，问小回，这个字，认
识吗？
小回在老家时，
张同旺曾让她去念过
几天村塾，
一般常见的字都认识。但这时
看看尚先生写的这个字，端详了一下，
好像没见过，就摇头说，不认识。
尚先生说，这是个“喜”字。
小回说，
不对啊，
喜字我认识，
不是这
么写。尚先生说，
这是草书的写法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