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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公园风光秀
郭永生

海棠欲醒水龙吟，垂柳初歇虞美人。
桃红低诵清平乐，杏雪高歌沁园春。这是
我写的一首七绝诗，叫春风初醒北辰园。

北辰公园是天津市和北辰区具有地
理性标志的公众建筑。建成于2004年，面
积76500平方米，由北辰区政府投资，在北
仓村旧村改造基础上拆迁后建成。

从京津公路西侧的正门方向走近北
辰公园，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块巨石，巨
石长460厘米、宽153厘米、厚125厘米，重
约17吨。出自天津蓟州区，为中上元古界
叠层岩，石龄逾13亿年，由海藻、海泥、贝
壳等沉积形成，是目前世界上的稀有岩
石，属国家级重点保护资源。巨石作为镇
园之宝和公园的标志，正面镌刻天津工艺
美院教授、北辰籍著名书画家王超所题写
的园名“北辰公园”，字体刚劲雄浑，气势
磅礴。巨石的背面是由前北辰区委党校
校长、区政协委员徐煜昌撰写的《北辰公
园记》。前行是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大道，
大道中间有24个大花坛，花坛里的古松怪
柏与月季、玫瑰以及串红等鲜花搭配，红
绿相间，香气袭人，争奇斗艳。大道两旁
矗立着白色柱形的景观灯，穿过两条环形
石道和绿地树丛伸向辰舞广场。

宽阔的广场呈圆型，正中耸立着巨大
的银白色的北极星雕塑。也就是北斗七
星：一天枢、二天璇、三天玑、四天权、五玉
衡、六开阳、七瑶光。“北斗居天之中，为天
之枢纽，斡运四时，凡天地日月五星列曜
六甲二十八宿诸仙众真，上自天子下及黎
庶，寿禄贫富，生死祸福，幽冥之事，无不
属于北斗之总统也。人若诚心启祝，叩之
必应。”

北极星雕塑的形状为六颗小星拱卫
着一颗大星，不时会闪烁光芒，向人们诠
释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星共之。”对人们认识北辰，了解北辰的发
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围绕着雕塑的
是十二个天蓝色桶柱状大音箱，从左手开
始，第一个上面立春、雨水，后面的十一个
音箱上分别也是两个节气，箱顶装有照明
灯。北极星雕塑底盘是一个个的喷泉水
眼和地灯。盛夏时节，伴随着美妙的音
乐，喷泉喷出的水时高时低，时大时小，时

左时右，时散时聚；有的像绽放的花朵，有
的像金色的大伞；犹如银河天泻，又似珠
落玉盘。在华灯的映射下真是花样百般，
五彩缤纷。微风轻拂，水珠落到脸上，凉
丝丝爽人心脾，使人忘记了一天的疲劳。

广场以南是棕色大理石地面的太阳
岛，紧靠着它的是叠水墙。叠水墙的背面
就是文化墙。西侧文化墙上刻着北辰区
17位书法高手们的墨迹。其中领衔的是
王超手书的康熙皇帝的《点绛唇》：

前过浙江，桃花放。今回銮至津门，
复见桃花盛开。再见桃花，津门红映依然
好。回銮才到，疑似两春报。锦缆仙舟，
星夜眄辰晓。情飘渺，艳阳时袅，不是垂
阳老。

其后是由我的恩师刘书林老师书写
的元翰林院编修、文学家范梈所作的《尹
儿湾晚泊》：

席压波心正，舟移岸脚斜。夕阳明细
雾，秋树拥荒霞。

问道独如梦，怀京却胜家。客愁不自
整，更苦暮啼鸦。

这些墨迹书写的是元明清等历朝历
代文人雅士讴歌北运河、北仓的精华之
作，记载着北运河和北辰人民昨天故事，
也寄托着北辰人民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与
憧憬。东侧的文化墙介绍北辰区的历史
变迁与沿革，近代北辰的杰出人物与动人
事迹：革命先驱安幸生，登高英雄杨连第，
教育大家张伯苓、温世霖，体育名将穆成
宽、穆祥雄都曾生长在北辰区。在众多的
介绍里自然少不了“北辰”之名的由来：
“前身称北郊，上世纪一九九二年更名时，
为北辰进修学校教科室主任，语文特级教
师赵叔所拟。取自《论语》：‘为政以德，譬
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冠以区名
意喻天津北部一颗璀璨的明星。”

与文化墙相邻的是朱漆长亭，长亭的
方形石柱上张贴着 12位北辰区道德模范
的事迹与照片，一个个平凡的名字、一张张
朴实的笑脸，一段段平凡中忘我的选择与
承担，一场场朴实中闪光的经历与坚守，书
写着北辰人的光荣与梦想，传递着北辰人
的担当与信仰。文化墙与长亭之间是一条
围绕中心广场的水磨石环形道。它紧挨广
场并且高于广场五层台阶。站在这条环形
道上望去，广场之景况，尽收眼底。紧贴着
朱漆长亭的是花草树丛带，再往外又是四
五米宽的环形道。外环形道与内环形道之
间虽隔着花草树丛，但却有十八条丁字小
路沟通，丁字小路掩映在花草绿树丛中。
虽然长短有别，但同样让人有别致、巧妙、
深幽的感觉。由于相互隔开，又少有人打
扰，丁字小路成为喜欢安静、独处的健身者
独有的乐园。沿着外环形大道往东行有一
座铺设着木板的小铁桥，桥下是一条上百
米长的小溪。岸边垂柳依依，桥下溪流缓
缓，溪水中红鱼嬉戏，大道上人行款款，好
一派祥和安宁！

广场北侧毗邻雄伟的北辰大厦。这里
的环形道两旁是绿草茵茵，树木葱茏，花红
叶绿。园灯、景观灯、草皮灯一应俱全。广
场西侧立一巨大的电视屏，与东侧进口处
“北辰公园”的巨石遥遥相对。从这一侧拾
阶而上，就是健身园。这里的运动器械十分
丰富：吊环，单双杠；滑梯，跷跷板；一应俱
全。活动腰的，活动腿的；儿童的、成年的样
样俱全，当称老少皆宜。

每天清晨和傍晚，人们都会到这里散
步，休闲。一边健身锻炼，一边欣赏景色。
心情畅快，身怡体爽。

公园内植物品种繁多，真正做到三季有
花、四季常绿。

小溪旁的柳树，一夜春雨过后，柳枝

上鼓出了无数个黄茸茸的嫩嘴儿；柳枝初
生，如美人睡眼初展。柳腰轻摇，柳眉轻
扬，柳眼舒展。“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轻
黄惹嫩条。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宫先骋舞
姬腰。”

柳树的花骨朵，也称“柳苞”，与柳叶几
乎同时钻枝而出。当柳叶舒展为化做一片
柳烟时，柳苞也由小变大渐渐绽开了笑脸。
那曼长披拂的枝条，丝丝下垂，在春风吹拂
中，有着一种迷人的意态。极似美人苗条的
身段，婀娜的腰肢。难怪贺知章称其“碧玉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李商隐会有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朝佩皆垂地，仙
衣尽带风。”让人感受着“色浅微含露，丝轻
未惹尘”的轻柔，曼妙，恬静……

转瞬间，柳絮洁白，似八月的芦花，正月
的雪花，纷纷扬扬、飘飘洒洒，漫天飞舞。正
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
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从正门偏南的方向，有一条小径通向公
园。踏入小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行海棠
树，此时正值海棠开放的时节，红海棠一如
曾觌的“雨过风微。温泉浴倦，妃子妆迟。
翠袖牵云，朱唇得酒，脸晕胭脂。”谢薖的“绿
云影里，把明霞织就，千重文绣。紫腻红娇
扶不起，好是未开时候。半怯春寒，半便晴
色，养得胭脂透。”白海棠恰似曹雪芹在《红
楼梦》中大观园诗社借贾宝玉、薛宝钗、林黛
玉之口咏出的“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
一缕魂。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
神。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秋
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引来众
人“谁恨无香，试把花枝嗅。风微透。细熏
锦袖。”

夏天时，小溪应该是北辰公园里最让人
惬意的所在：清晨，朝阳初升，空气里似乎带
着露珠的清凉，让晨练的人们心怡舒畅。午
时，骄阳高挂正空，清亮的溪水倒映垂柳的
身姿，几丝略长的柳枝探入溪水纳凉，一片
蝉鸣唱着柳丝的清爽。入夜，清风袅袅，清
新而恬静, 月色洒满四周苍翠的林木，也让
小溪多了一轮明镜。

或许你应该亲身来到北辰公园，你会感
受到更多的快乐，也可以来领略这里秋的韵
味、冬的厚重。

手抄本的“绝唱”
郑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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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许多已形成规律的活动大都
有一定的道理，甚至还很有哲理，只是没
有察觉，没有理解，比如研墨即是一例。

我童年时，每天在家长的督促下，必
写大小字各一篇，习字必先研墨，研好后
才能写字。那时心浮气躁，总以研墨为
苦，后来写小字用墨盒方便许多，但仍需
将墨研成墨汁，再灌到盒中，且写大字仍
要研墨，觉得还稍有不足。再以后，市场
上有了整瓶的墨汁，给写字的人提供了方

便，于是砚成了观赏之物，除书画家外，很少
再有人用，特别是学生，更不知如何研墨。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用毛笔
写字（书信往来）已是凤毛麟角了。

我研墨的体会是，研墨之前先把砚摆
好，倒上清水，开始研墨。不论这之前有什
么事，一研墨，心就慢慢静下来，这是静心最
好的办法。其次，研墨是一种手指、手腕和
肘的整体活动，即是运动，又对写字有益，多
研墨能锻炼指法。

再有，研墨时边研边思考，待墨研好，要
写的内容和间架结构已经基本考虑成熟，信
笔写来十分惬意。这种构思方法省时省力，
也算是胸有成竹了吧！《新唐书·王勃传》载：
“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
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字。时人谓
为腹稿。”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甚有文采，从
这段记载来看，他作文前研磨、酣饮、蒙头睡，
都是构思过程，所谓“腹稿”，仅此而已。可
见，古人研墨也是在构思，再有自己研墨自己
写字浓淡所需，更觉自然，研墨真是一举数
得，意味深长，乐在其中。

我小时尽管学校已少用毛笔，但回家
后还要时不时得给家父研墨，后来父亲不
写字了，我也停止研墨了（当时心里还挺
“高兴”）。现在回想起儿时的那段往事，还
记忆犹新，其乐无穷。

走进回忆

走进神秘的梦幻之地

时间铸成生命的黄金

我感恩又惊奇

中年以后，独自静处的时候，或在不经意的瞬间，那早年
生活的画面会突然显现，让我领略到一种特异的美，获得不
一样的幸福，激动而颤栗。随着这些画面的频频呈现，仿佛
在我的脑海里展现出一个无尽的画廊。我感慨和惊叹，时间
（记忆）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它默默无闻地把我经
历的岁月和生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创作成一个个如电
影蒙太奇般的艺术画面存放在我的心中。

记忆中那些感动我、给我以美的是一幅幅画面，而不是
概念、对话、情节、事件、逻辑。它是以我早年真诚的生活为
素材和以当时的心灵幻想为素材创作的，是一种对美的创
造，而不是真实生活的再现。它无情地删掉非美的琐屑无聊
的东西，加工创作成光彩夺目感人至深的美的作品。

真诚的生活是日后记忆酿成艺术作品的原料。你所
经历过的往事实际是你所经历过的感受和心境。我若在
当时当地怀着一颗纯真实在的心灵去生活，毫不夸张扬厉
就如同一个孩童一样去感受从事一切，不存机心和世俗功
利，不矫揉造作无聊寻乐，那么这样的场景才能成为记忆
作品的素材，日后变成动人的艺术。真诚生活对生命何其
重要！

这迫使我进入记忆的写作。随着写作一步步的深入，我
生命中曾经接触过的人、物、场景一一复活了。我曾经偶然
遭遇的一个人，栽种的一颗小树，触摸的一块石头，看到的一
本书，姥姥讲的一个故事，我做的一个实验，那些作古的人或
者从未使我想起的人都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而且
我曾经看过的书中的人物、情景、也复活了，已不是书中虚构
的情景，而仿佛是我生命中真正经历存在过的东西。这些都
在我的写作中获得了新生，使我的生活获得了无限。他们与
我血肉交融，成就了我的生命。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个画廊，这是自身人生所赐，
是自己唯一珍贵的文物，必须及时抢救，否则时间一长，就会
残缺不全、模糊难辨，以至永远遗失，而抢救和保护的办法就
是及时进入回忆，通过加深印象而获得保留。而“写作”是真
正进入和保存这一画廊的最佳途径。

当你完成的时候，就可以于须臾间进出于你的艺术画廊
之中，欣赏和体验到艺术精品，而不要任何门票，不受时间的
限制，想享受留连多久就多久。或徘徊沉吟或驻足凝神或涕
泪交流，一切任我心愿。并且随着我每一次的进入，我的硕
果仅存的作品就不断地被加固，受到保护，不再担心会因年
深日久而被风雨剥落，残缺模糊或遗失。

我们自己过去的真诚生活是素材，时间（记忆）是艺术
家，每一个自我都能创作出一幅幅杰作，创建一座艺术宝库，
再经自己的回忆（写作）引导进入宝藏去掘宝，供自己享用。
这是多么奇妙啊！天堂无它求，就在自己身上！

婆婆今年75岁,因为她所住的平房要
实施拆迁改造,于是就搬到我家居住。

初来乍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先带
着婆婆熟悉周边环境。这是小区健身场
所，这是菜市场，这是花园，这是超市，婆
婆认真地记着，频频点头，“是比老家方
便。”婆婆情不自禁地说。

我们三口是典型的早出晚归的上班
族，除双休日外，白天只留婆婆一人在家，
只有晚上才能享受其乐融融的温馨。过
了两个月，婆婆独自坐在沙发上一动不
动，神情木然，我忙问原因，婆婆说：“这白
天见不到一个人,太寂寞了。”我愣了一下，
心里一阵自责，本以为受苦受累一辈子的
婆婆搬过来可以享清福了，可偏偏忽略了
婆婆的感受。

夜里，我辗转反侧，回想以前婆婆住
的平房门口是宽阔的马路，每天车水马
龙，热闹非凡，周围有相处三十年的老邻
居，这家串串那家呆呆，虽然公公离世早，
但婆婆没有感觉到寂寞。现在婆婆搬到
这里，没一个认识的人，啥爱好也没有，大
门不出二门不迈，能不寂寞吗？婆婆的苦
恼让我放在了心上，我决心改变婆婆惯常
的生活方式。

早上我去买早点，看到我家后门花园
内歌声缭绕，打兵乓球的、打太极拳的、跳
广场舞的热闹非凡，个个脸上绽放着笑
容。我停下脚步，只见一位70多岁领舞大
娘带着十几个姐妹一起锻炼。我不由停下
脚步，如果婆婆能和大娘们一起锻炼多好！

回到家，我把所见及我的想法说了，
婆婆先有些惊讶，然后迟疑了片刻：“哎，
一辈子没跳过舞，也怕难看，再说也跟不
上节奏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不就是运
动吗？”我拉着婆婆来到小区，看到大娘们
尽情舞蹈的快乐，婆婆看入了神。几次下
来，婆婆主动自己来公园了。

一次，我因工作路过公园，看到婆婆
认真地跳舞，虽然动作不协调。每天早
上，婆婆早早收拾好自己，来到花园。渐
渐地，婆婆精神状态好了，话也多了。看
到婆婆的变化，我由衷地高兴。我又开始
因势利导，教婆婆学会生活。开始给她灌
输怎么保护皮肤，怎么化妆，怎么穿着得
体，如何搭配服饰，大半辈子没有抹过护
肤品，不知道爱美的婆婆在我不断熏陶下
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每天来了精神。大娘
们都说：“你婆婆变化真大，现在不但学会
了跳舞，还喜欢和我们聊天，关键还越来
越美了。”

婆婆转变了，不再孤单寂寞，逐渐适
应了新生活，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现在的婆婆爱说爱笑，精神状态很
好，我又给她买了个智能手机，不厌其烦
教婆婆怎么用，渐渐地，婆婆会打电话，会
使用微信和我们交流，还会用手机拍照
片，记录生活的点滴，这让婆婆的生活充
实起来，现在的婆婆每天都很高兴，人也
仿佛年轻了不少。

如何让老人老有所乐，我这个媳妇一
直在探索。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俩高一时就
开始恋爱了。

女孩阿珍成绩不好，但在男孩阿福鼓
励下，学习很用功。后来，女孩考上了一
所医科院校，男孩却选择去部队当兵，这
一去就是八年。

女孩家里其实并不同意她和男孩在
一起，因为男孩家是农村的，家境贫寒，但
女孩却坚持守护着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爱
情，直到后来的上班、结婚、生子。

生下儿子不久后的一天下午，在医院
上班的阿珍接到了老公阿福从部队寄来
的信。阿福在信中说，他归队已半个多
月，一切都好，勿挂。阿珍捧着信心里像
小白兔一样蹦蹦跳。

晚上，儿子已经睡着，阿珍躺在床上，思
绪万千。

窗外，月光如水。阿珍用手支着枕头怎
么也睡不着，她又想起了恋爱时和阿福在一
起的那些日子，心中不禁荡起阵阵涟漪。
“珍，到部队后，我一定好好努力表现，

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当工作累得筋疲
力尽时，阿珍便会闪现出阿福那可爱的脸
庞，温柔的目光，浑身顿时有了使不完的劲。

夜已深了，阿珍辗转反侧，又想起了阿
福临走时殷殷期待的眼神。
“珍，前不久，咱们老乡战友彭归侨的妻

子李巧云带着孩子来驻地了。”阿福从床上翻
身坐了起来，推了推阿珍，眼中放着光，“你也
请个假吧，趁部队每年有一个多月让家属来

队的机会，带咱孩子来驻地看我，好吗？”
“我、我也想……可我们医院活多、走不

开啊！”阿珍低下头，小声抽泣了起来。
“辛苦了！都是我做得不好……”阿珍

从床上坐起，阿福一把将阿珍拥入怀里。“我
保卫人民、为国尽忠，你救死扶伤、呵护生
命，我们从事着这世上最美好、最高尚的工
作，我理解你，还是我探亲回家吧，你就安心
工作吧！”

想到这里，阿珍的泪水在眼里直打转，她
攥紧手中的信，闭上眼睛，迷迷糊糊睡着了。

半年后，阿福在一次执行反恐任务时右
腿受伤，不得不截肢。阿珍得知消息后，马
上飞往军区驻地医院探望。
“珍，你怎来了？”躺在病床上的阿福使

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又用力掐了掐自己的
胳膊。

阿珍点点头，走过去抚摸着他黝黑的脸
颊，含着泪说：“我们14年如一日，为国尽忠，
上级特批给我一个月的假期，让我来陪你
吧，你好好养伤，部队上的事还等着你，家里
的事交给我！”

我国著名作家王昌定从上小学以后，就对书籍有特殊的
缘分。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
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王昌定把书籍当成了驰骋宇宙翱翔蓝
天的翅膀。他和他的“书友”有一段故事，可谓是手抄本的
“绝唱”。

王昌定高中在河南内乡夏馆的学校读书，这是学习环境
较好的学校，校内有藏书比较丰富的图书馆。青年人都喜欢
诗歌，王昌定也不例外。凡是能够借到的新诗，他都一读再
读。有一天，借到一本孟十还翻译的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
的叙事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立刻让他爱不释手。在那
个时代，这样的书是无处买的，于是王昌定下定决心，用当地
自制土纸订了个本子，在课余的晚上，点上菜籽油灯，拿起毛
笔将那部长诗一行一行抄写了一遍，等到高中毕业，他便把
这个手抄本带回故乡。

他回到故乡结织了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诗朋文友，这些
青年文友中有一个是汝南园艺学校的学生叫苑正光，他因家
庭生活非常困难，无奈临时休学挣钱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在
一所小学代课。他的家与王昌定的家距离很近，只隔一条
街。他们俩很快熟悉起来，爱好志向相同，相互间经常交换
各自认为珍贵的书籍阅读。苑正光对王昌定那本《严寒，通
红的鼻子》手抄本同样爱不释手，一遍一遍地认真阅读，最后
也想手抄一本，当时他的经济状况很差，就利用印有空白表
格册子的背后，非常认真工整地将王昌定那本《严寒，通红的
鼻子》手抄本又重新抄了一份。

在抗日战争胜利时，王昌定与苑正光都远离了家乡，随
着时间的流逝，王昌定离家之前交给朋友保管的书籍和那本
珍贵的手抄本已杳如黄鹤，而苑正光那手抄本竟保存得完好
如初。

1947年，王昌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苑正光
和杨书林俩人考上了南京剧专。三位青年时代的好书友、文友
就此分手，后来偶有书信来往，但遗憾的是从此再也未见过
面。后来才知道苑正光不幸逝世……1983年秋季，王昌定因
公出差路过南昌，顺便探望了一别多年没见过面的好书友、文
友杨书林。见面之后自然激动一番，更叫人意想不到和激动的
是，杨书林当场把早已准备好的苑正光那本《严寒，通红的鼻
子》手抄本非常庄重地双手捧着，说：“这件遗物，还是由你保存
最合适。”王昌定心情既悲愤又震撼双手接过，也顾不得细细地
追问这本珍贵的遗物是如何转到杨书林手中的，急忙从头至尾
翻了一遍。他的两眼湿润了，心不觉沉下去了，眼前又一次浮
现苑正光当年那英俊的身影，以及他朗诵《严寒，通红的鼻子》
“献诗”时激情的嗓音……

王昌定把这个手抄本包了一层又一层，恰值南京有个学
术会议，他便把它从南昌带到南京。开会之余，他独自探访
了他们当年常去的玄武湖，又独自喝了几杯闷酒，一股悲凉
的情感不觉涌上心头，以诗代哭，写了一首七律：

梧桐落叶风丝丝，记否悲歌慷慨时？
三十六年天地换，两千里路重来迟；
哭将杯酒奠亡友，忍对墨香诵译诗。
踏遍玄武湖畔草，金陵何处觅书痴？
苑正光可以说爱书成癖、嗜书如命，不然，哪能演绎出手

抄本的“绝唱”。

走进你自带的画廊
雁 雨

让我来陪你
黄志伟

婆婆来我家
杨柳

童年的记忆——研墨
许壮楣

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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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