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季晓涓 ·副刊24

葡萄蕴乡愁
陈虹

那日，读汪曾祺先生的《葡萄月
令》，文章从一月葡萄藤的冬眠开始，一
直写到十二月份再次冬眠，葡萄出窖、
上架、打条、掐须。灵动的画面，一下子
唤起我对葡萄的回忆，没有哪一种植物
让自己那么熟悉热爱了。

童年，住在一处平房，院子中有一
大片空地，父亲用来种葡萄。似乎有记
忆起，院里就有了葡萄架，夏天枝繁叶
茂，秋天果实累累，哪年种的，我不知
道。每年春天，父亲都会带着大哥刨
土，把葡萄藤从黄土中翻出来，搭在用
竹竿制成的架子上，葡萄藤深棕色，梢
头已钻出一点绿芽。然后就是浇水，父
亲用扁担，一担担往家里挑水，大哥和
姐姐力气小，只能拎上半桶，晃晃悠悠
往家走。“水一定要浇足，要让藤梢上滴
出水来。”我心里存满疑惑，这还能滴出

水呀？我始终未见过葡萄藤滴出水。
后读汪曾祺先生文章才知道，葡萄藤中
空相通，从梢头切断过的破口，会往下
滴水。父亲是个工人，不是果农，却知
晓这个道理，应是听人说的吧。

葡萄藤也开花，是淡黄色的小花，
一场雨后地上就会落满葡萄的花蕊。
父亲在葡萄藤下摆上一张方桌，他坐在
凉椅上看书，我们在方桌上写作业，母
亲在厨房淘米择菜，烧火做饭。风过，
葡萄叶上残留的雨滴落了下来，发出沙
沙的声响。雨后的阳光透过枝叶，把葡
萄叶的样子刻在了地上，那种斑驳的光
影迷离，使人忘了时间，忘了自己。

有了葡萄架的浓荫，这里就是我们
乘凉的地方。在葡萄架下，母亲做针线
活，我和姐姐写作业、做游戏、看小人
书。一家人吃晚饭时,葡萄架下更是最

好的地方,傍晚的微风凉爽惬意,饭菜
的香味和着果树的香气在小院弥漫。
小院中、葡萄架下，有父母庇护，有姐妹
相伴，一起摇扇喝茶，听父母说一段家
常闲话。这是一段岁月静好,时光安然
的记忆。

盛夏的夜晚，在葡萄架下乘凉，晚
风习习，月华似水，我和姐姐躺在竹席
上，仰面朝天，看满天的星斗和瞬间划过
天空的流星，母亲一边摇着蒲扇赶走蚊
子，一边给我们讲着故事，听着听着就睡
着了，醒来，已被父亲抱进屋里的床上。

初似琉璃，终成码瑙。攒攒簇簇圆圆
小。到了初秋，小院中的葡萄熟了，在翠
绿欲滴的葡萄叶下,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
萄,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的,无论
是玫瑰香，还是马奶白，个个水灵灵的,看
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入口甘香冰玉寒”，

贫瘠的岁月中，这葡萄显得更加珍贵了。
每年葡萄都会收获上百斤，母亲总

会剪下一串串饱满均匀的葡萄送给街
坊邻居和家里的亲戚，让大家尝尝鲜。
邻居家的红枣、石榴熟了，也会给我们
送过来。初秋的时候，家家院里瓜果飘
香，城市里也有收获的喜悦。
后来，家中平房改造，小院都要拆

迁，葡萄藤已经无处安放，父亲不忍把
培育多年的植物砍了，找了几个同事把
葡萄藤挖出来，迁到乡下奶奶家。似乎
葡萄藤也留恋故里，在奶奶家没有存
活，渐渐地枯萎，望着枯萎的葡萄藤，父
亲黯然神伤。
年少时翻看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画

集，发现葡萄也常常在他作品中出现，
不只因为它们的自然美，也是因为它们
常令他怀念起星塘老屋葡萄架下的生
活，即使离乡多年，不变的是大师对故
乡星斗塘的那种乡愁。
故乡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重要，乡

愁就有多浓烈。一个小院，一架葡萄藤
成为我童年回忆中最温馨的画面，如今
市面上葡萄品种繁多，可怎么也吃不出
童年的味道。我只有在记忆里，一遍遍
重温着葡萄架下的欢乐，宛如父亲母亲
都在身旁，我在旁边嬉闹。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致转逝的青春
赵菁

提起青春，“青春”的字眼慢慢地觉得陌生，年轮总是很轻易地烙下苍老
的印记。总是以为长久的东西，其实，就在转身与片刻间便不在身边了。曾
经深爱、思念着的人便轻易的变成了曾经熟悉的陌生人。曾经纯真无邪，曾
经美丽梦想，随着四季轮回也会慢慢的散尽……这就是青春，在岁月里的转
身，从一个熟悉到另外一个陌生，再从陌生转变到熟悉，直至一场场的青春
的帷幕渐渐的落下。在青春浇灌的酸甜苦辣里孩儿时稚气的幻想会随之慢
慢的褪去。

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拥有的时候觉得厌倦，失去回首时又觉得酸
痛不已。得到了很多，同样的，失去的也不在少数，只是希望抵达安稳的心
灵，找到内心的慰藉。人们往往很喜欢小孩，因为他们有着人类心灵最纯正的
东西，他们的人性是最美的，最纯的。人们还喜欢亲近老人，因为可以感触到
他们内心的平和，脸庞的安详，也许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尽量地用他们自己
觉得最舒适的方式过完余生。很多人还非常喜欢猫，只因为它们慵懒而自在，
有一种踏实感和幸福感，使人们从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中抽离出来，获得内心的
宁静与平和。

生命里太多的东西太容易地散去与破碎，所以，人类学会了习惯性的冷漠
与淡然，也许，更多的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不愿随便托付他人，只愿相信
自己，孤军奋战，因为生活里，没有永远的唯一，所有的东西终究有一天都会离
我们而去。有时不是世界抛弃了我们，是我们自己先抛弃了世界，因为我们学
会了习惯性的否定，习惯性的抵制而让许多的东西与我们擦肩而过。太多的时
候，我们自己更愿意相信是生活伤害了我们，是生活的艰辛和困苦磨掉了我们
年轻时的锐气，而不愿去接受是我们对于某个人或是某件事的态度出了问题，
没有全面的接纳事件原委，更没有理解和包容他们，甚至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
想问题。最终缺失伤害了我们，我们似乎已经忘了：“生活是面镜子，你笑它就
笑，你哭它就哭”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年轻，年轻的生命有的是活力与时间。我们总想方设法的去
改变自己的命运，设法让身边亲近的人过得更幸福一点、更舒服一点，设想
着哪一天可以抵达理想的彼岸，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可是，发现很多东西
是那么的难，所有的东西要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也许需要时间的沉淀，需
要天时地利人和，也许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太长，很多的东西容易变质，
而且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未知的因素，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永远。所以，更
多的时候沉默也许是自己回答所有问题的最好方式，既然承诺不了，何必多
言，万事还需自己努力的经营和等待最好的时机。

逝去的青春留在心底的东西有太多太多。生活，就像手心里的鸡蛋总是小
心翼翼地捧着，生怕摔碎了；生活，又像手中的流沙，握的越紧，越容易流失。我
们应该珍惜着每一份真诚与感动，尽量原谅每一个善意的谎言。学会微笑，乐
观积极的面对生活，踏实严谨，努力拼搏才是王道。只有这样，幸福才会离我们
越来越近，内心也会越来越宁静，我们也会变成最好的自己，也才能给他人带来
幸福和快乐。

无论什么地方，园田葱绿的
条件必要有这两项，一是需充足
的水源灌溉，另是有钟情它的庄
稼人侍弄。北辰运河西岸的刘园
村因上天的泽厚，曾经的园田种
植显得轻而易举。
运河流经北辰，在历史上

彰显漕运繁华地段的不是域内的起点也不是终点，而在中段。此处的刘园
村，当年有一个码头，名为刘家码头，那时的菜农摘下带着露珠的蔬菜，挑着
箩筐到码头卖个好价钱，硬挺挺，油绿绿的菜果就随船而去，当天就可摆上
不知谁家的餐桌。水运的繁忙带动了商业的发达，物质生活相对殷实的刘
园村，渐渐的，人们熟视无睹，惯于忽略了村子的地肥水美，而欣欣于欢愉的
法鼓表演。

刘园村在清道光年间产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音乐——祥音法
鼓。河对岸的近邻北仓村，每年都有皇会表演，十里八乡的人们簇拥相携来观
看，可说声势浩大。祥音法鼓原是北仓村娘娘出巡皇会的随驾法鼓，每次出会
表演人数可达100多人，沿街而伸展转换的表演动作，粗犷而风趣，在节奏上有
磅礴之势，后演变为一种祝福性的民间表演形式，庆贺喜庆、祥和、安康。其中
的“祥音”二字寓意吉祥、和谐。

时不待人，时光也不留物。凡是人为的存在都在被磨蚀，曾经的繁华
成为历史，在少得无法串起想像的史料里，运河边原始方式的园田种植，
该是怎样的景象呢？番茄的红，黄瓜的绿，茄子的紫跟北运河的波光相互
映衬，河水涟漪中倒影的天空跟菜地挨得很近，在一片虚拟般的园田里浇
水、摘果儿，菜农的劳作是不是很惬意呢？没有凭据的想像是脆弱的，200
多年的时光流逝，记忆的口传也在变迁中消散。还好，有刘园祥音法鼓的
实物与表演。

刘园祥音法鼓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就
在那个时候，刘园村拆迁，从河边的平房，搬入高楼。新居社区里一间不起
眼的平房，祥音法鼓的物件被保留在了这里。传承人说：“祥音法鼓属法鼓
中的武法鼓，表演时，节奏鲜明，动作多为高难度的武术套路。”当今的刘园
人如同他们的先辈把曾经园田丰收视为当然，传承了几代的祥音法鼓后人，
觉得法鼓就是刘园村，刘园村就是法鼓。口口相传中，当年盛况时的截会，
最为津津乐道：截会的多为商家，街道中间摆上八仙桌子，放上茶水、吃食，
出会人累了，歇歇脚，大口喝茶，那叫一个畅快！这样的场面再不能见，已经
保留了200多年的表演道具、曲谱，伴着几代刘园人口口相传了很多关于祥
音法鼓的故事。让他们自豪的是先人留下来的一幅对联：“祥音闻名传世
界，法鼓雅韵震乾坤”，据说这幅对联已经有200年了。200年里，对联内容
所彰显出的豪爽与自信，潜移默化般的渗透在刘园人的举止言行里，形成健
康向上的乡风。

刘园祥音法鼓的传承，留下来的不单是精湛的表演技艺，更重要的是通过
表演让人看到了先人们那种无拘无束的，张扬而又友好的生活情态。每年的正
月十五，北辰公园的万民同乐花会展演中，祥音法鼓总会因着道具的原始、韵律
的古朴成为最吸引人的老会。每年为了这一天的表演，刘园人背后都要付出太
多的辛劳。乐在其中的刘园人，没有了园田间的劳作，却又为祥音法鼓的传承
劳作着，今后，还会做的更多。

运河扬波

运河西岸的祥音法鼓
杨波

蛙在很远的水塘里聒噪
蝉声被覆盖在繁星的光影里
风偶尔窜进屋子
窗外，走过的人低声谈论着
让我想起小区刚刚发生的事
忽然有人哼着小调，脚步很重
一定是喝醉了，声音划破夜的

安静

一架飞机闪着五颜六色的信号灯
划过

在视线里投下斑驳的画面，或大
或小

活生生的历史之外，我被一些细节
迷住了

于是，闭上眼睛装睡
星星的线段、角度，舒展了心情
树木、庭院、田野，组合成城市和

村庄
如同一个一个蹲着吸烟的老人
一点，两点，三点。那亮光闪烁

不定

月亮下的故乡

罩着一层轻纱似的雾霭，故乡
在月亮下睡着了，田野里的庄稼
闯进父亲的梦，是丰收的场景
那些树，一棵棵站立着托举起点点

星宿
寻不到锈迹斑斑的印记，一些过往
是灵魂深处遥远的失落，却重重地
碰到了心底的最柔软的部分

忽然想，若干年前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透过书本里

的文字
窥视故乡外面的世界。如今
我将故乡的变迁、传统与现代
如相册般一帧一帧地展现开来
成为我对故乡朦胧的回味，陈旧的

味道
我知道，无论我身在哪里
母亲都会一直注视着我，如同这

月光
那么慈祥、那么温柔、那么纯真

家乡的月亮

总觉得家乡的月亮比他乡亮
在家乡，没有了忧伤也没有了顾虑
日子质朴的如泥土一样
而我，像一个婴孩

每到夏夜。我总看见一颗星向我
微笑

那是陪我无忧无虑度过童年的那
个老太太

很多年前，奶奶会把我抱在怀里
用她那苍老的声音给我讲着月亮

的故事

如今，在偶然的某个瞬间
透过密集建筑物的缝隙，我看到
月亮低低的挂在一角楼寓
我那？怎么没有了年少的情韵

月光

月光，透过树荫漏下了一地闪闪烁
烁的碎玉

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打破夜的岑
寂

满月仿佛受到惊吓，一头钻入深厚
的云层里

伤感或者幸福,都敛收成生活中月
光的静波

走在乡间小路上，脚步很轻
不经意间却惊动了夜的精灵，夜像

极了某种收纳器
为我收纳一切美好的声响，然后慢

慢地明晰

看时间一点一点腐蚀成发亮的日
子

很多人很多事的前一部分已经开
始生锈

而后一部分在憧憬里正得到拉伸
此刻，故乡属于我、我属于故乡

孽龙狂舞害中原，暴雨倾盆泻九天。
遭患军民急拯救，贻灾器物速驰援。

激流水惧英雄胆，闪电雷牵战士肝。
遥望商都呈霁日，欣观华夏万民安。

建军94周年感赋

举戟兴军史册留，丰功伟绩万国讴。
灭顽寇败功劳著，憾美苏输魍魎忧。
亮剑环球彰我策，筑垣赤县震敌酋。
何人不晓长城固，保卫人民护九州。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
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昨夜春雨淅淅
沥沥，今早特意起个大早，来到公园，
探一探花落知多少。春日雨后，泥土
里掺杂着淡粉色的桃花花瓣；春日雨
后，空气中有泥土的本味混着淡淡花
香；春日雨后，树上多了许多新绿；春
日雨后，晨练的老人在微寒中武剑练
拳；春日雨后，孩童绕着水洼追跑玩
耍；春日雨后，年轻人迈开大步亲近

自然。
春日雨后，大自然呈现出出浴后

的清爽。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
是那样干净。捧一捧湿润的泥土，闻
一闻淡淡的花香，舒展一下身体，放
空一下头脑，放飞一下心情，真是惬
意。

一场春雨，唤醒了沉睡的树木，唤
醒了路边的小草，唤醒了湖水，春水荡
漾，生机勃勃。好个别样的春天！

在公园里悠闲地行走，散步于花与树之间。春天里，迎春、桃花、海棠等花
竞相开放，白得像雪，红得像火，粉嫩得像孩子的小脸儿，真想上前掐上一
把。人们拿出手机、相机留影，远景、特写，拍不尽花儿的妩媚多姿。

春天里，树也在复苏，绿叶重生。湖边的垂柳已有新绿挂上，白蜡也
在一点点吐露绿色的嫩芽。绿叶成了花最好的背景，将花衬托得更加娇
艳欲滴。

花抢眼，叶内敛。花短暂，叶依旧。春风绵绵，大自然一片五彩缤纷，花与
叶呈现出各自的美。夏日炎炎，大自然满眼绿色，叶为人们遮阴避暑。秋风瑟
瑟，叶落归根，大自然睡眼朦胧。白雪皑皑，大自然表面上干干净净，但并未沉
睡，在为下一个春天蓄力。

花与叶，自然的馈赠。感受自然，融入自然。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韩祖鹤先生为美籍华人，是美国国
家游泳队教练员，2008年作为美国国家
游泳队教练，带队到北京参加第29届奥
运会，取得优异成绩。2013年，韩祖鹤
担任国际泳联名人堂年会组委会成员和

翻译。
1986年王冠民被评选为全国十佳优秀游泳教练员。1995年受国家体委委

派，赴泰国作为援外专家一年。2000年退休后，王冠民在游泳教练工作的同时，
还从事游泳运动史和游泳理论研究工作，著有《儿童、青少年游泳训练与竞赛文
集》《竞技游泳训练法》；发表论文《少年运动员郑忆鸣的训练》《从郑健的基础训练
谈起》；曾在中国第一部游泳技术教学片“《走向未来》——现代游泳技术和选材”
中担任编剧、导演。

王兆增，1942年1月出生，河北游泳队总教练。连续三届被评为全国优秀
教练员和全国优秀游泳工作者。发现并培养出郝树凯、王大力、刘海涛等优秀
运动员和教练员。王大力1981年入河北省游泳队，1984年入国家队。1986年
获第十届亚运会获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4×100
米自游泳接力冠军。1987年在泛太平洋游泳比赛中400米、1500米自游泳双破
亚洲记录。第六届全运会上将1500米自由泳成绩提高到15′32″32，400米
自由泳提高到 3′57″22，再创亚洲纪录。1988年第三届亚锦赛，获400米、
1500米和4×200米自由泳接力三枚金牌。1992年第四届亚锦赛获200米自由
泳和4×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刘海涛成为亚洲冠军，后成为国家游泳队金牌
教练。

段成业，1942年12月出生，杭州游泳队总教练，杭州体校游泳教研组组长，
浙江省游泳跳水协会和教练委员会委员。段成业从1952年开始跟穆成宽学游
泳。1959年，杭州市体委向天津求援，要求穆成宽支援一个比较好的教练。因为
浙江省参加全国游泳比赛成绩是零，杭州看到穆成宽从天津给国家队输送了那么
多队员，而且上海队的好几位教练都是穆成宽培养出来的，并且成绩非常优秀，便
也来找穆成宽要教练。穆成宽首先想到了段成业，他对段成业说：“小段啊，你跟
我这么多年，我是看着你成长的。这次杭州来求援，我准备
派你去。我相信你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希望你好好干，给咱
天津人争口气，给国家多培养些人才出来。” 连载

干一样的活儿，拿一样的薪酬，不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吗？至于
特殊困难，咱可以特殊解决。”几句话说得六叔没了词儿。杨连第知道后，就抱怨
说：“咱刚到部队，这事怎么能公开找领导呢？显得咱多落后啊！”六叔说：“又没让
你找，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呀？你好脸面你留着，以后有什么事就往我身上推！”

连队指战员可没有因为杨万生、杨连第叔侄提了意见而对他们另眼相看，仍
是热情有加。连里怕他们刚来部队不习惯，专门收拾出一间洁净的房子，让他们
单独住。战士们抢着给他们送饭，晚上抢着把炕烧暖，一有空闲就来找他们谈天，
问长问短，向他们学习技术。他们好比孤儿忽然投到了慈母的怀抱，真是做梦也
想不到啊！杨连第整天欢欢喜喜的，晚上躺下兴奋得睡不着。他想：“革命队伍多
好啊，可是自己刚随军，对革命没有贡献，受同志们这么大的尊敬和照顾，还为薪
金的事闹情绪，真惭愧！”指导员徐翔是一位博学的人。他给大家上政治课，讲革
命人生观，讲目前形势，讲解放全中国，都是家常话，通俗、具体又好懂。杨连第越
听越对劲儿，恍惚间想起了上学时老校长讲的“校训”。平时，徐翔指导员也常找
他谈话，给了他很多帮助。杨连第很快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越懂得多就越
和战士们亲近，越亲近越觉得同志们个个都是亲兄弟！他在那间洁净的房子里坐
不住，没事就到伙房去，帮助炊事员挑水、劈柴、做饭；也主动替各个班里的战士出
公差、背粮、背柴。战士们感谢他、赞扬他，他说：“部队就是家，咱就是兄弟。我年
长几岁，身大力不亏，为你们做点事我打心眼里高兴！”后来他除了睡觉，一刻也不
愿意和战士分开！当杨连第编到二班的时候，他早已和二班班长刁树贵等成为知
心朋友了。

对于这段经历，记者吴大中在1950年发表在《十月文艺丛刊》介绍“登高英雄
杨连第”的报告文学中指出：“杨连第同志的遭遇和前半生，是苦难的中华人民中
极其平常的一例。旧社会里他吃不饱穿不暖，不被有钱的人当人看，十几年来他
饱受敌人的欺骗和蒙蔽，脑袋里也曾存在过不少糊涂认识。因此随军工作以后，
他也曾要求过较高的薪酬和待遇；为薪俸问题，他也曾有过一些牢骚和不满。但

当他一接受到党和上级对他的爱抚和教育，与人民军队对他
的温慰和照顾以后，他立刻觉悟到这就是自己的家，也使他
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前途。”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花与叶

盛夏的夜
胡庆军

春日雨后
乔欣

七律·河南抗洪灾

刘宝起

虚怀若竹

（外三首）

（外一首）

书法 师彦俊

（外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