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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天津围田的楹联
刘景周□

北京图书馆馆藏有明天启三年
（1623）天津“十字围”略图，其绘制草率
而简约，略记位置而已。图绘沿海河南
岸自上游而下游，顺序画出。沿河标注
的地名有：福建营-王家圈-新开河口-
寇家口-土城-陈堂庄-河-初民北庄-
何家圈。这些地址之间，都有段落距
离，各成范围。

海河南岸何家圈以下依次为十字
围田。排列顺序即：前五围，求字围、
人字围、诚字围、足字围、愚字围；后五
围，食字围、力字围、古字围、所字围、
贵字围。前五围与后五围隔渠浍两两
相对。即求对食、人对力之类。求与
食之间的渠浍上有桥，标注有“西成
桥”字样。

求字围为围田机构所在地，围中有
屯田衙门，衙门前牌坊上书“求字一
围”，款识，天启秋，同知卢。牌坊楹联：
“邀惠苍穹，在在皆不贷之罔；乞灵后
土，人人庆大有之年”。意思是，向老天
要恩惠，不会贷给你，全是虚妄之举。
向土地要温饱，人人都能获丰收。这一
联，专写求字。很深透地解释了求字的
意涵，又旨在劝人务农。衙门正门题额
“屯田衙门”，门楹上书“西围田号，求人
诚足愚；东围田号，食力古所贵”，正堂
题额“至喜堂”。堂前，养鱼池、影壁，影

壁上题“淑载南亩”，款识，屯田察院，
赵，天启二年春立。正堂厢房，左为车
辆房，右为农具房。正堂后为经历司。
也有正房、厢房。周围是水塘一、谷场、
围田一、水塘二、牛房、火房、围田二、屯
军左伍、屯军中伍、屯军右伍。

人字围同样有屯军左中右三伍。中
伍是管理中心，牌坊题额为“人字一围”，
款识，天启二年经历，赵。牌坊楹联为：
“绿野望中东击毂；清溪村里袂成荫”。
这一联说种田的人多。阐释人字。东，
指地亩的领种人，毂，是车轮的轴头，击
毂即两车相蹭，轴头相碰。成语有毂击
肩摩，形容人车拥挤。这里指领种的地
东相邻众多。袂成荫的意思说劳动人
的袖头挥舞，遮天蔽日，也是说人多。
左伍、右伍各有牛房、火房，三伍各有一
塘泊。

诚字围中伍牌坊题额：“诚字一围”，
款识，天启二年，经历，赵。牌坊楹联为：
“守常业以行实事；制恒产以毓真心”。

行实事，毓真心，诚也。
足字围中伍牌坊题额：“足字一围”。

款识同上。楹联：“东作自饶三百里；西成
更羡亿千箱”。东作即春种，西成即秋
收。这是说广阔的土地收获丰足。

愚字围中伍牌坊题额：“愚字一
围”。款识同上。楹联：“不识不知顺帝
则；无虞无诈惕皇风”。他把愚解释为
不识不知，但却无虞无诈。

食字围相对于求字围，也是五围之
首，中伍牌坊题额：“食字一围”，款识，
天启秋，同知卢。牌坊楹联：“饮水茹毛
叨圣泽；含哺鼓腹乐丰年”。

牌坊后有谷坛，谷坛门前有月牙
池。谷坛牌坊题额：“春祈秋报”，款识，
天启二年，经历，赵。谷坛楹联：“农家
事业，起于炎帝开辟；教民稼穑，本自后
稷相传”。

这两副联，都和吃，和粮食有关。
谷坛在屯军右伍驻处，左伍处有火房、
牛房、塘泊。

力字围中伍牌坊题额：“力字一
围”。款识，天启二年，经历，赵。楹联：
“念彼东南角，务兹沟洫深”。可能是力
字围所处的位置，需要加大引水力
度。三伍各有牛房、火房、塘泊。

古字围中伍牌坊题额：“古字一
围”。款识同上。楹联：“击壤兴歌，复
见唐虞景象；分田制禄重新周夏规模”。

古代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唱的
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
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周夏规模便是
井田制，每种田九百亩，交公一百亩的
收成。此联典故，都是因古字而兴发。
三伍各有牛房，火房，塘泊。

所字围中伍牌坊题额：“所字一
围”。款识同上。楹联：“士可依，农可
依，须识生涯有地；读于斯，耕于斯，不
须务业多方”。耕读在围田，士农各得
其所。联中不失所字之意。三伍各有
牛房，火房，塘泊。

贵字围中伍牌坊题额：“贵字一
围”。款识同上。楹联：“五谷种田美作
玉；万宝登场变却金”。以金玉显示贵
字。三伍各有牛房，火房，塘泊。贵字
围之下，还有出、作、入、息，四围。图中
还标有守备屯、千总屯、郭家庄、冯家
口、马集庄、旱地、灰堆、双港、还民地、
兵田、水营等。

会馆村那些绿油油的稻田如同棋
盘一样整齐地排列着,一直平铺到目
光的尽头。风吹过来，能听得见季节
的脚步，恍然间，稻田里的一片一片的
碧绿就像池塘里的一波一波的水纹，
一圈又一圈荡漾开去，偶尔远处有鸟
儿的叫声，让你的想象一下子就扩展
开来，清晰的看得到岁月的足迹。

这里是小站镇，开中国近代陆军
操创之先河的“小站练兵”，不单让一
众风云人物从小站走进了历史的中
心，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
影响，也自此让天津小站声名远播。
而会馆村是小站镇历史上永远也绕不
开的村落。

会馆村因清末淮军的会馆设置于
此而得名。由周盛传、周盛波兄弟两
人先后统领，他们大力垦荒种稻，是小
站稻的拓植者，建于1890年的周公祠
就在会馆村。这是天津津南一处安静
的村落，站在这片土地上，想起一粒稻
谷的前世今生。

词汇里孕育的旷野让一粒稻谷
如同一首诗里最触动神经的句子，让
血液里的冲动,了却亘古不变的心
愿。深埋心底的文字，平平仄仄，让
一辈又一辈的述说闪亮容颜，那些远
去的历史被眼前的景色覆盖，田野
里，呼啦啦作响的是前世的经幡，一
粒稻谷的故事沿着蜿蜒的记忆，时代
迁徙的步法缓缓掠过四季，回眸，那
些释放在田野的心绪穿越了生命的
起点，灵动而空濛。

光阴，绕过了一粒稻谷今生的门
坎，风雨唯美了农耕时代的故事，飘散
了岁月铭刻的遗迹，骨髓里遥远的呐
喊在山河水之间刺痛了神经，让斑驳
的诗词在光阴的链接处瞬间散落。将
那些断片细细地收好吧，呼吸也凝固
在半空了，花开花落，一粒稻谷婉转的
吟唱，在历史的长河里荡漾，成为中国
田野里最美的风光。

这几年，会馆村着哩力改善村居
环境，使这个曾经稻花飘香的村子重
新释放出独特的魅力。平坦的柏油
路，整齐划一的绿植，处处给人以洁
净、清爽的感觉。与那些稻田相伴的
是随风轻摆的一塘荷花，绿意盎然地
为村舍庭院增添了勃勃生机。荷花翩
翩，流水潺潺，稻香阵阵，如今的会馆
处处皆景，步步入画。

会馆村不能没有小站稻，小站稻
也离不开会馆村。这个静于一隅的小
小乡村不断发挥资源优势，赋能产业
发展，绘制出富民蓝图。夏秋时节，田
垄间，稻草扎制的形态各异的人偶成
了充满田园情趣的风景线;稻田间新
建的千米栈桥，也成了游客们纷至沓
来的网红打卡地。

在稻田里行走，追忆那些远去的
历史。

周盛波、周盛传所率练勇被编入
淮军后，组成盛字营来津驻防，周盛波
因老母无人侍奉，辞官回籍，卒于家
中，盛字营由其弟周盛传统领。

周盛传对大沽海口的防务形势进
行了仔细踏勘，为方便新城至马厂间的
往来，还开辟了一条马新大道，沿途分
设驿站，每40里有一大站，每10里有一
小站，马厂、新城间共设大站4所，小站
11所，今日的小站即因此得名。

淮军在驻防的同时还负屯垦之
责。为此周盛传往来于天津、静海间
勘察地势，见这里“一片沮洳，芜废可
惜”。他认为，若自马厂附近的南运河
至新城附近的海河间开挖减水河，既
可消除水患，又能通过“石水斗泥”的
南运河水，引淡涤碱，使滨海数百里斥

卤尽成膏腴。
周盛传总结了明代以来畿南屯

田的兴废教训，首先宽掘深挖马厂减
河，掘出之土筑成河堤，形成复式河
槽，从而加大了河身的水流量和储水
量，也减轻了河水对堤岸的冲刷。其
次做好闸、桥、涵洞的施工，以附近丰
富的蚌壳掺入碎石，拌以糯米汁，经
锤炼浇灌于闸底，以御水流冲荡。闸
板以铁条、螺钉连为整体，或用生铁
浇铸;上板装有滑轮，下板固定;上板
开启，水流通过，泥沙被下板挡住，既
便于捞泥肥田，又避免灌渠淤塞，此
法一直沿用至今。

当年以新农镇为中心的整个垦
区，有盛军稻田6万余亩，民营稻田13
万余亩。清末葛沽文士苏之銮写有
《小江南》诗，吟咏这里的旖旎风光:
“地处津东入画堪，此间曾谓小江南。”

周盛传的功绩，不仅在于拓植了小
站稻、建立了小站新农镇、创建稳定了
海河南岸农田水利结构、把六万亩海滨
沮泽变为沃土良田，他还在是当年中法
战争时，迫使法国侵略者和中国签订
《中法停战条约》的一个重要筹码。

如今，小站镇会馆村的两幢周公
祠保护完好，成为小站不可磨灭的历
史，代表了当地群众百余年来对他们
的深切缅怀与追思。

当地的老人告诉我，历史上，逢农
历三月二十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小
站地区群众于小站稻下种和收割前都
会在周公祠内举行庙会，开锣演戏，商
旅云集，贸易活跃。

屈指算来，小站从光绪元年(1875)
建镇到而今，已经130多年了。今天的
小站正以历史名镇的身份，朝着天津
旅游胜地的标高大步迈进。而作为天
津小站稻发展之源的会馆，更是成为
很多人慕名而来寻觅乡愁的地方。

那些稻田悠悠的，是放大了的盆
景，是缩小了的仙境。面对童话般稻
田美景，我们把脚步放慢些、放轻点
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碰碎了稻谷迤
逦的梦。

我去会馆村的时候，正是稻子成
长的季节，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丰收
的景象，当深秋的风微拂那些饱满的
稻穗，层叠稻浪就顷刻间绘就出金黄
的画卷。

稻田是美丽，它凝结着农民的辛
劳结晶和对未来的渴望愿景。看着这
里的稻田，想起丰收的喜悦，在沉甸甸
的季节收获，这该是怎样的幸福和感
慨呀。

闭上眼睛，那些缠绕过来的气
息，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片土地的
深情，在原野上长长短短横横竖竖
的构图里，所有的随意其实都混合
着太阳与泥土的气质，一代一代的
亲人让汗水和收成就这样和他们手
中脱落的镰刀一起变钝，或许就以
一种高不可攀的寂寞，和一粒米一
起把根须扎进泥土，然后等待着一
次亲人的收割，然后享受骄阳一样
的父爱和月光一样的母爱，然后就
让这里所有的温暖扩散四方，那些
承载在梦想的稻谷，经历了多少星
辰多少风雨多少汗珠。

吆喝一声，那稻海上的旗语如经
幡挥动，经历岁月书写成最原始的爱
的表达，一粒米在静静等待生命的美
丽，远去的人物演绎时代睿智演绎叱
咤风云。此刻，夕阳的脚步正迈过稻
田，每一粒稻谷都可以化作成一个生
命，在起伏的记忆里和稻草一起跌入
泥土，然后书写成风吹稻花香，这个叫
会馆村的分行文字。

“会馆”稻情
□ 胡庆军

在小桥菜市场卖菜的老吴最近发
现，一名以前从来没来过的女人，这几
天几乎天天来他这里买菜，老吴感觉奇
怪的是，这女人一来就问有苦瓜没有，
当老吴说有时，女人就会从口袋里掏出
些钢镚或毛票来，让老吴给她称一两根
苦瓜，却从来不买别的菜。

老吴还发现，女人每次来菜市场
时，一只手上总提着个蛇皮袋，每当看
到地上有扔弃的易拉罐壳或空饮料瓶，
就会随手捡起来放进蛇皮袋里。

敢情这女的是拾荒的啊，要不买苦
瓜付给老吴的总是些钢镚和毛票呢。不
过老吴不明白的是，这位妇女为什么总是
买苦瓜，而对别的菜却不屑一顾呢。

这天女人照例买了一两根苦瓜，她
前脚刚走，大家就议论开了，老吴的西
邻卖调味品的王嫂对老吴说：“大兄弟，
你说这女人天天来你这里买苦瓜，是不
是有苦瓜瘾啊？俺娘家就有个女的吃
生姜上了瘾，听说每天要吃二斤多生姜
呢？”老吴听了摇摇头说，不像。

王嫂见老吴摇头，就开玩笑说道：
“要不是这女的看上你了，你要有意，我
可以给你当月老啊？”老吴已经离异两

年了，一个十来岁的儿子跟着他过。
一天，女人又来买苦瓜，老吴说不

巧苦瓜已经卖完了。女人听了，脸上立
刻露出难过的神情，老吴实在过意不
去，就从身后拿出两根苦瓜，对女人说
这两根苦瓜本来是给他儿子留的，因为
最近他儿子老上火。女人一听又把苦
瓜放回老吴手中，老吴用手挡了回去，
说这两根苦瓜就送给你了，谁让你天天
来照顾我呢？女人听了朝老吴感激地
一笑，拿起苦瓜急匆匆地走了。

晚上老吴提着礼品走进了王嫂的
家，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后，王嫂一拍
胸脯说，你就等消息吧，在咱这儿没有
我打听不到事。

果然第二天，王嫂就把女人的情况
打听清楚了。原来女人的丈夫出车祸
去世不久，女儿又得了尿毒症，为了给
女儿治病，她把家中的房子卖了，因这
里离医院较近，她在这里租了间小房，
一边照顾女儿一边靠拾荒度日。

女人想把自己的肾移植给女儿，可
医生说她血糖太高，应吃点苦瓜胶囊降
糖，可女人一听药价不菲后，就想出了
这个天天买苦瓜吃的办法。

吃苦瓜的女人
舒一耕□

◆小小说

它从《诗经》中走来
风凝

我曾读到一篇故事。有一个
人，叫许月华。一岁丧父，十二岁丧
母。失去母亲不久，她又被一列飞
驰而来的列车压碎了双腿……她就
用两个小板凳支撑起弱小的身躯。
18岁时，她去孤儿院恳求院长，让她
去照顾那些孤儿。最后，院长同意
了，她成为了那么多儿女的“妈妈”。

我跑步一直很差，放暑假爸爸每
天陪我跑步。一开始，我跑得很慢，不
到一圈就已经气喘吁吁，甚至还磨破
了脚。眼泪夺眶而出，脚下一软跌坐
在地上，这一下我便哇哇大哭起来，
再也不想跑步。本以为爸爸会批评
我，他却蹲下身体，抚摸着我的头说：
“孩子，没事吗？你看，你要坐着一直
哭，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勇敢地站起

来，调整跑步姿势，你会跑得很轻
松。”我鼓起勇气，站起来，忍着疼痛，
迈开腿，跟着爸爸慢慢地跑起来，真的
不像刚才那么累，不知不觉跑了3
圈。就这样，短短几天，我的跑步能力
突飞猛进。这就是我的勋章。
每个人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虽

然有痛苦，但也有好的一面。也许，
它会带你来到另一个“国度”，让你尝
试新的事物。挫折，是苦的，也是甜
的，只有你剥去苦的那一层膜，才能
品到里面的甜。成长的过程就是破茧
为蝶，挣扎着退掉所有的青涩与稚嫩。
跌倒，让我感悟——它是一种信念与坚
持，让我懂得凋谢的是经不住风雨的花，
但绝不会是春天。
（作者系津南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

跌倒是成长的勋章
韩思懿

李平凡原中国版画家协会
副主席，《版画世界》主编。1922
年生于高庄子村。1938年，考入
天津进修中学、天津画馆西画科
学习。1943年7月，应聘到日本
神户华侨学校教书。秘密组织
神户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其
间编写了《鲁迅与木刻运动年
表》《版画史年表》。1945年9月
15日，串联组织日本华侨新集体
版画协会。

1946年，以协会名义在华侨
界发起基金募捐活动，创办协会

机关报《版画文化》。1947年 2
月，发起主办了《中日初期木刻
展》。同年，主持编辑《中国初期
木刻集》和《鲁迅与中国木刻运
动年表》。1948年夏，中华全国
木刻协会理事会决定成立日本
联络站，促进中日版画交流。
1949年编辑出版《半年集》等10
余种版画作品辑，在日本形成了
中国版画热。

1950 年回祖国举办展览。
周恩来总理前往观看。他是中
国最先搞水印木刻的版画家之
一，在全国十几个省市传授过水
印技法。1990年协助家乡成立
兰色画会、平凡画苑，并携津南
区作者的60幅油画和中国画到
神户市展出，纪念神户—天津结
为友好城市 10周年。

1993年，在津南区建成平凡
友好画院。

本栏长期征集“津南印记”

篆刻，投稿箱：jnqrmt03@tj.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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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层一次，从山掩微云，遥遥直
贯到词的收拍一句“灯火已黄昏”，你看
这是何等的章法分明，何等的笔致有味
——而讲者几乎无人给学词者多在这
方面启牖灵慧。只讲死字义，老套话。

我并且向聆者指出：你大约久为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倾倒
神驰了吧？确实，这写得太美了，令人
心醉，令人击节——你又以为这还是
“写景能手”，并没讲错……要细想，如
仅仅是那样，这个“景”孤零零地“写”在
此处，又所为何来呢？

我发了此问，等待回答。半晌无音。
我这才再讲：这正是反衬之笔，此间

村落人家，日落灯明，安憩团聚平静生活
——而我？我却要远离是地，远山全暝，
高城严闭，只一杯别酒，暂作依依留恋难

分之情，倍形凄怆。——这方是词人的妙
笔，哪儿又是什么“写景”的事呢！

我以这种讲法给聆者做了一番引
路的试验。

结果反响十分强烈，看出听众面上
露出的喜悦之色。坐在头一排的多数
是青年女教师，其中一位在讲演结束时
向我（也像是自语）说了一句话：“若是
给周先生做助手——那多好啊！”

这表明她是喜欢听到这样讲词的。
能听到口讲的人毕竟太有限了，倒是印
行的“笔讲”诸篇反响更多。如今也略录
一二，可以代表读者的一般感受。

例一，一位亲戚在大学教物理课，
因弄电子计算机，故买了一本《电脑选
购与配置傻瓜书》阅读。无意中在其
第14页上发现了这么一段话：电子出
版物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阅读不
再局限于本书。通过计算机，你可以
看到丰富的图片、声音、动画、视频片
段等，可以通过分类检索和全文检索

技术快速地在全书中找到你需要的东
西……当我阅读《宋词鉴赏词典》这本
书的时候，看到红学家周汝昌为李白
的《忆秦娥》撰写的赏析文章非常喜
欢，就想把他撰写的文章从书中都找
出来，这可难了！1000多页，除非一页
页翻遍，否则就有可能漏掉。如果是
电子图书，那就简单了：要求计算机检
索撰稿人是“周汝昌”的文章，就什么
都有了！

这种读者反响出现在科技书中，倍
感有趣。没有任何用意，纯属信手拈举
例子，反而更具真实性。

例二，《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第8
册上重登了我在1964年给电台讲杜牧
《清明》绝句的整理文本，后面跟着一篇
署名“村夫”的文章，他称赞了拙讲，并
表示自己少时能背诵多篇古诗佳作，但
只能“囫囵”接受，倘若能得像拙讲那样
逐篇为之解说，那该多好。

这都表明喜爱诗词的不仅仅是文艺

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我讲的与别家有不
同的特色。很早一位四川读者投函就为
了表示这一点，他感受很深，说读了些讲
解文，总觉泛泛不切于心，只说原作怎么
怎么好，“艺术性”如何地高——可是除
了浮言套语，什么也没讲出来。

当年给唐诗、宋词鉴赏大辞典撰
文，山西的《名作欣赏》要捷足先“登”，
而沪上编者汤君不给，说“舍不得让人
先发表了”。

以上事例，聊见一斑。但我也写
过，说老杜名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文心之事，至微至妙，我们千载之
下，要想尽得古人名作之“心”，本不可
能，最多也不过略明大概而已。所以，
我的讲皆是以个人之心去与古人之心
寻求契合；而读者观我之拙文，又要以
他之心来与我之心寻求契合。这至少
有三层关系，契与不契，合与半合，也会
夹有似是而实非，误读而错说，也会有
过求深解和“未达一间”的缺点。这就
不再是学识的高下之所致，而是交会的
不相及了。

诗曰：
说法登堂古最尊，笔宣有利亦多屯。

爱词耽句同谁诉，三契心缘一寸存。

(待续）

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学诗与讲诗

它从《诗经》中走来，一生与水相
伴。湖泊、池塘、沟渠、沼泽，以及河流
缓流带，常常能见到它的身影。
“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

它是东周战士的念妻情结；“有蒲与荷、
有蒲与蕳、有蒲蒸萏”，它是水泽女子的
念郎之苦；“鱼在在藻，依于其蒲”，它是
君民同乐的和谐；“其蔌维何？维笋及
蒲”，它是韩侯迎亲的铺排。

它，便是香蒲。
在北方，春天最动人的不是百花齐

放的争奇斗艳，也不是杨柳拂面的春风
十里，而是冰川开裂、春水初生的大地
回暖。因为用不了多久，香蒲便在水底
悄悄萌发淡黄的幼芽，于一片枯黄中抽
出丝丝缕缕蓬勃的绿意，仿佛能够以肉
眼看得见的速度疯长，然后呼啦啦长满
泽塘，那翡翠般通透的春水，便显现出
无限生机。风起时，它柔韧的腰肢连同
碧波一同摇曳，美不胜收。更为可贵
的，是它散发出的独特蒲香，清清淡淡，
却入骨入髓。

芒种前后，一片蒲林便会孕出花朵
来。香蒲的肉穗花序，起初指头粗细，
逐渐长成火腿肠一般的模样，居住在这
里的人称之为：蒲棒。红花黄粉映衬着
碧绿的蒲林，在暖阳下，在清风中，明丽
动人。这时候，偶有一二长者，在一旁
静静地垂钓着时光，平添几分闲适与安
然。香蒲同岸边的垂钓老人一样，享受
慢下来的时光，又或者它的时光从不曾

快过。有雨的日子，那些小鱼、小虾从
梦幻的涟漪中钻上钻下，撞得香蒲酥酥
痒痒，左摇右晃。

秋风乍起，硬绑绑的蒲棒就温软成
了另外一个模样，软绵绵、肉嘟嘟。轻
轻一撮，眼前立刻飘满缤纷的蒲棒花。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深秋，我同友人在
一个渡口，头上、脸上、毛呢大衣上，沾
满了蒲棒花时的样子。这像蒲公英像
柳絮的绒毛，乘着风，将整片泽塘染成
白色，美丽极了!

我最爱的，是冬天大凌河湿地里的
香蒲。这个时节，碧波荡漾的大凌河面
已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而香蒲，白里
透黄，一片苍茫，它叶老腰弯，唯有那一
柱蒲棒似要擎起一片蓝。蒲叶褪去那
份柔韧，显露出刚直来，宛如一柄利剑，
凛凛然，透出一股侠胆之气，让人心生
敬畏与欢喜。它是坚守岗位的士兵，凝
固在那里，护佑着一方水泽的安宁。我
想，它久居于此，定有属于它的理由，就
像这世上很多事情的发生，都并非无缘
无故。

一时兴起，折下两枝握在掌心，在
冰面上翩翩起舞。舞着，舞着，我就仿
佛变成了《诗经》中的某一位风鬟雾鬓、
荆钗布裙的小家碧玉，纯情且长情。又
或者，我更乐意与那香蒲合二为一，临
水而居，寂静悠然，生活充满了禅意。

愿长成一株香蒲，守护属于自己的
一方水泽，世世代代，岁岁年年。

◆作家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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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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