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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行板

风物杂谈

启蒙的铃声

寻访桃花潭
■孙叶

■殷红坚
丁零零，丁零零……兴福寺学堂
新来的赵老师摇铃上课，比吹哨子喊
话新鲜而有节奏，如奏乐似的，乐坏
了小伢儿。 这是 1950 年初夏的一幕。
赵老师是从镇江来的，我至今仍
清楚地记得他刚来学堂那天的情景。
学堂位于当时的常州市武进县魏村
公社三号里村。 当天，学堂里穿长衫
的朱先生去魏村接赵老师。 正当大家
猜测新老师何时能到时，我猴儿般爬
上了白果树，手拨树叶远眺，好抢先
发布“新闻”。 谁知，我还未看到赵老
师的影子，朱先生已走到树下，呵斥
道：“讨债鬼，你快下来，当心吃你老
子的生活（方言，指挨打）。 ”我眨了眨
眼，正准备往下落，可朱老师身后一
位拎着小皮箱的“大胡子”操着镇江
口音说：“小把戏，你再往上攀，就会
看到长江了。 ”一听这话，我迟疑起
来， 同学们起哄：“殷纪福 （本人原
名），你就往上爬！ ”我看看朱先生，又
瞧瞧“大胡子”，心一蹦跶，索性爬上
了白果树顶，向北一眼望去，呵！ 真
的，长江像一条黄色飘带，由西向东
远远地延伸开去， 一直飘到天上去
了。 从此，这“往上攀能看得更远”的
教诲，便和着那清脆的铃声，鞭策我
向上，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
眼看快过年了，我们这些农村伢
儿，不光手上黑黢黢，脚跟更是裹了
一层灰，自从穿上棉袄后就没有洗过

澡。快要放寒假的时候，“大胡子”赵老
师带着我们走了 3 里多路， 到魏村东
街的小澡堂去洗澡。 这对我们来说可
是头一回，同学们嘻嘻哈哈抓抓挠挠，
不亦乐乎。 澡堂池子里又闷又热，对
面不见人，互相打闹，谁还顾得上洗
澡呀！ 当我们被催促上来时，赵老师
挨个检查，看洗得干不干净。 等到我
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来，他用劲在我脖
颈一抹，又在后脊梁一搓，再一捏小
手， 笑着对我说：“你在玩闹的吧，怎
么还有这么多脏东西！ 快到池里洗
洗，自己身上的脏要自己搓！ ”我只好
转身回池，浑身上下前后左右搓了半
天。 赵老师说这句话时也许就事论
事， 可后来我在经历诸多事情后，时
常想起“自己身上的脏要自己搓”这
句话，觉得挺有哲理。
我从小父母离异， 是奶奶拉扯大
的，家境虽贫穷，却也备受宠爱，任性
调皮。 上学时踢倒人家干土堆， 到学
校与同学打架嬉闹， 有时上课还要捣
乱，家长到学校告我状的不止一两个，
气得薛校长要处理我。 下课的时候我
上厕所回教室路过办公室， 正听见薛
校长与赵老师对话——
—“这个殷纪福
同学，不处理不行。 ”“给什么处理？ ”
“不开除也得记大过。 ”“开除？ 那不就
没书念了？ 记大过，操行品德吃零分，
他才初小， 上高小滨江中心校还会要
吗？ ”“那你说怎么办？ 随他去？ 让他继
续闯祸？”“教训教训他吧，我看这小伢
儿犯错的花样也挺新鲜， 你看他那么

多错，没有一桩是重复的！ ”沉默一
阵， 只听薛校长说：“你是他班主任，
怎么教育你看着办吧！ ”想不到的是，
放学时赵老师给我们讲了孟母三迁
和周处除三害的故事， 最后对我说：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把你的聪明用
到怎么做人上来，别老犯错误，那不
是本事！ ”一句话击中了我的要害。 我
常以为自己有本事，觉得调皮不落俗
套也是一种创新。 跳出了误区，从此
以后我便把心思用在了正经事上。
赵老师大名赵同友，镇江人，满脸
络腮胡子。 他迎着解放的曙光踏上三
号里村土地，走进兴福寺学堂，在教育
岗位上一口气干到退休， 村里老少几
代人都是他的学生。 后来他虽当了三
号里村新德小学的校长， 学校里也只
有两个老师、六七十个学生。 学校坐落
在两横两竖的沟河中央， 被誉为“井
（锦）上添花”。 校舍四周没有围墙，更
无大门。 那是赵老师特意所为，以方便
四周社员收割栽种节省时间， 无须走
冤枉路。 农忙时，学校一摇上课铃，学
生从四面八方直往教室跑， 放学了又
四散奔向田头帮大人干活， 又读书又
劳动，德智体全面发展。 学生的这种素
质是实际生活磨炼出来的啊。
赵老师自己呢，不但精心侍弄个
小花园，还在岸坎辟有一小块菜地自
给自足。 空闲辰光，除了帮社员干农
活，他还头戴斗篷，身披蓑衣，找个树
荫，品着茶，抽着烟，间或与路过的村
民闲聊几句，优哉游哉。 这真是水甜

甜、江悠悠，一根钓竿解忧愁。 可是，就
在他百岁寿诞将近，村干部、学校老师
和当年他的学生为其张罗百岁宴时，
他却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谢世了。 噩
耗传来， 滨江中心小学原校长潘邦联
先生等前往吊唁。 他回来后告诉我，说
赵老师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三号里
的水真养人”。 是啊，那是他奉献青春
和毕生精力的地方。
1990 年 3 月 24 日赵老师曾给我
来信说：“我老了，不能出门了，可还
想到魏村去玩玩，看看老朋友。 三号
里样子变了，都是楼房，矮小 的 草 房
不 多了 …… 我 觉 得 矮 草 房 子 家 出 人
才……有真实才学比漂亮的楼房更可
贵。 ”我就是他所说的从矮草房子里走
出来的。 当我把出版的第一本书《草帽
集》寄给他后，他看后鼓励我说：“你写
的杂文，从实际出发，抱着善意进行尖
锐的批评，非常叫我敬佩。 ”当然，作为
老师， 他更加高兴的是我还记得他这
个启蒙老师。
想不到， 我的启蒙老师在百岁寿
诞前突然走了， 但少年时学堂的铃声
仍在我心里回响。 这铃声清脆激越，为
我擂响攀登的战鼓；这铃声悠扬顿挫，
为我吹响奋进的号角； 这铃声舒缓温
婉，为我演奏翻新的丝竹。 赵老师，你
一路走好！ 学生决不辜负你摇响的铃
声。 因为这铃声在我心头弹唱，孕育了
人生理想；这铃声在村舍间回荡，耕读
传家，带来乡村兴旺；这铃声营造了三
号里欢乐和谐的幸福景象。

闲庭随笔

直面日历
■江苏省兴化中学

刘永福

我的桌上有一本台历， 它每天都在等待我打开
它，开启新的一天。
在讨论购买什么式样的日历的时候，我与妻子产
生了分歧。 她要的日历是每一页的正面是老式的黄
历，带有每天的生肖运程，反面印刷着美食美容保健
等小常识。她希望我们每一天恪守时间，身安体健，甜
美滋润。而我要的日历每一页的反面最好印刷着百科
知识、哲理警句、幽默笑话，让生活有思考有品质有欢
乐。 日历正面上部是日期，下部最好留白，好让我记下
生活中不该忘记而又容易忘记的重要事情，比如家人
的生日，或者记下待办的日常事项，留下我生活工作的
印记。 即使我什么也不写，我也会用对新生活的期盼，
用充实向上的生活去填满时间的空洞。
结果，家里的日历是妻子需要的那种，我办公室
的日历是我需要的那种。 选择什么样的日历，其实是
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当然，有形的日历可以按我们的意愿印上各种文
字图案，而用我们生命刻录的无形的日历上面，似乎
只有朝九晚五，似乎只有两点一线。有时看起来，我们
生活得很被动， 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全凭生活的安
排。 我们的日子和日历一样慢慢发黄变老，像一片片
秋叶飘然落下。 回看岁月流逝的脚步，品味生活留下
的印记，岁月的匆匆和虚无会苍凉地爬上心头。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我们被生活
所选择，但我们也可以选择生活，就像我们选择使用
什么样的日历。 我们不能改变昨天，但我们可以改变
明天；我们也许不能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选择快乐呢？
消极是过，积极也是过，为什么不选择积极面对呢？
也许我们不能记住已逝岁月的每一天，但只要我
们不甘于平庸， 不甘于沉寂的日历被木然地翻过，我
们就应该认真地思考，理智地面对，智慧地生活。工作
会有清苦，旅程会有艰辛，情绪会有低落，但只要我们
不忘思考，思考应该怎样度过生命才有意义，思考怎
样将每一件有意义的事做得尽善尽美，就能将每一个
平凡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时间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财富，一年之中我们
的日历都是 365 天。我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但可以
增加生命的厚度。我们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日历上留
下印记，生命的意义也会在我们的努力中得到强化。翻
动的日历会越来越薄，生命却因此更加厚重。
旧的日历被整理好， 它们和旧书报堆放在一起，
我也许永远不会再去碰它们。过去的时光让我留恋和
不舍，过去的生活让人意犹未尽，但它们只会在我的
记忆中偶尔闪现。 记得作家冯骥才说过：正像保存葡
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为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
是致力于把岁月变为永久的诗篇或者画卷。
新的日历让我们充满新的希望，只求这本日历最
末一页翻过的时候，我可以骄傲地说：这一年我没有
虚度。

春燕展翅

陈顺源

摄

生活浪花

母亲的什锦菜
■费永学
前两天，我下班回家，刚迈
进家门， 一股浓郁的菜香扑面
而来。 只见母亲端着一大盘氤
氲着热气、色彩斑斓的菜肴，从
厨房走了出来， 边走边说：“快
来吃饭吧， 尝尝你最爱吃的什
锦菜。 ”母亲难得到我家来，依
然不舍得闲着。旁边，女儿开心
地说，“老妈， 今天我给外婆做
助手，也学会烧什锦菜了。 ”
盘子里，胡萝卜的红，金针
菜的黄，莲藕冬笋茨菰的白，木
耳香菇的黑，芹菜叶的绿等，看
着都是美美的享受。 我迫不及
待抓起筷子， 夹了一口送进嘴
里。冬笋脆嫩鲜香，百叶木耳劲
道爽滑，好吃。 再夹一口，香菇
浓香软糯，蘑菇平菇极鲜，香芹
爽口，真是美味。 再来一筷子，
茨菰鲜糯， 莲藕清脆， 荠菜清
香。各种滋味弥漫在整个口腔，
合着脆崩的声音钻进了鼻子和
大脑，唇齿含香中，一部色香味
俱全的交响乐上演了。
很久没有吃到母亲烧的什

锦菜了。 记得小时候，每到腊月
下旬， 母亲都会烧一大锅什锦
菜。 由于年前特别忙，腌腊肉、
灌香肠、磨豆腐、蒸包子、给孩
子们做新衣、 扫尘、 置办年货
等，有时候来不及做菜，这时什
锦菜最为方便，随吃随取。
母亲做的什锦菜， 总是受
到家人的一片赞叹， 大家爱不
释口。 这道色彩缤纷、 入口清
香、满口爽脆的素菜，不输任何
一道荤腥大菜，让味觉、视觉、
听觉都是满满的享受。
母亲选择什锦菜的原料颇
为讲究。 什锦菜又名“十样菜”，
当然也可以选十二样或十六
样。 每样菜都有个好口彩。 这其
中，黄豆芽形状像如意，有“事
事如意”的说法；荠菜是“聚财”
的意思；芹菜就表示“勤快、勤
劳致富”；黄花菜代表“花样年
华、前程似锦”；豌豆头呢，表示
“平安”；香菇意为“和和美美”；
笋表示生活水平“节节高”；百
叶千张，有“千秋百代、代代兴
旺”的说法；胡萝卜代表日子红
红火火的意思……所以， 什锦

菜不仅色香味俱全， 更有寓意
生活五彩缤纷、十全十美之意。
记忆中的美味， 总能将人
的味觉唤醒，让人追寻。 有了自
己小家庭后， 我也学着做什锦
菜。 虽然女儿爱吃，但她总说：
“你烧的什锦菜没有外婆烧的
好看、好吃。 ”这次母亲来，我正
好请教。
母亲说，我知道原因，主要
是你太忙了。 其实，烧菜和做事
一样，都不能着急。 不仅原料要
精挑细选，买回的干品，如笋、
香菇、金针菜等，都要花时间泡
发好。 莲藕、木耳等均需切细才
入味。 每一道菜的熟制时间不
一致，要分别下锅煸炒。 母亲还
特地说， 调料只需要放盐和少
许糖，不用放味精、酱油等，每
样菜才能显示出它独有的颜
色、香气和口感。
难怪母亲常常一忙就是半
天，不马虎，不嫌麻烦。我现在终
于明白，之所以母亲烧制的什锦
菜如此味美鲜爽，是母亲把她对
家人的爱，对生活的仪式感和美
好向往，都融入了菜肴中。

徐鹏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一千多年
前的这首《赠汪伦》，流芳千古，安徽泾县桃花潭镇也
随之声名远扬。
其实，桃花潭镇不仅仅“因诗得名”，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秀美的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才是它的“内核”所
在。 诗仙李白为此也流连忘返，先后留下 12 篇佳作，
让它完全担得起“中国第一诗意小镇”的称号。
初春时节，笔者随同江苏省专业报记协采访团由
泾县县城出发，一路驱车西行，沿青弋江溯源而上。 两
岸山色好似水墨入画，映衬着古老的白墙灰瓦。 在距
县城近 40 公里的桃花潭风景区内，既有清新秀丽、重
峦叠翠的自然风光，山川之间尽显灵气，又有保存完
整、风格独特的古代建筑。
进入桃花潭风景区，对当地文化颇有研究的景区
管委会主任肖春树热情相迎，为我们揭开了李白“桃
花潭之约”的幕后故事。
《赠汪伦》这首千古绝唱，故事缘起其实一开始并
非汪伦，而是一个名叫万巨的泾县人。
据传当年桃花潭西岸的万村有一豪士名万巨，与
李白同考进士结为挚友。 万巨考取进士后，不愿在朝为
官遂隐居家乡桃花潭，过起了悠然自得的耕读生活。
唐天宝年间，李白因官场失意而辞官后，决定寻访
万巨。 其间，李白途经歙县，歙县县令为泾川桃花潭汪
伦之兄凤思。 汪伦世居桃花潭，对李白诗风人品极为仰
慕，生平最大心愿便是与李白对酒吟诗。 凤思便告之李
白行踪，于是汪伦修书一封盛邀李白来泾川游玩。
“信中有这么两句话，‘先生好游乎， 此处有十里
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 这两句话使李
白欣然前来。 ”肖春树说，李白被信中描绘的景色吸
引，但他到达小镇时却并没有看到信中所说的“十里
桃花”和“万家酒店”。
这时，汪伦面带歉意地解释，“十里桃花者，潭名
也；万家者，乃酒店主人姓也”。 李白听后放声大笑，不
仅没有丝毫责怪之意，反而被汪伦的盛情感动。 李白
在桃花潭流连了近半年时间，他不仅与老友万巨相处
甚欢，也和汪伦结下了深厚友谊。
临别前，为了不再叨扰友人，李白本打算悄然登
舟离去，没想到，当船起航时，岸上却传来悦耳的踏歌
声。 肖春树介绍，在古时的桃花潭，人们送别时最隆重
的礼节就是“踏歌舞”，歌舞里饱含着对亲友的不舍与
祝福，李白就在这歌声中告别岸上的汪伦，心底越发
感动，挥笔写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绝唱。
后人为纪念李白来桃花潭，在送别李白的地方建
造了“踏歌岸阁”，在桃花潭西岸建造了“怀仙阁”。
当年李白诗别汪伦的桃花潭，位于风景区东园古
渡西岸，垒玉墩、彩虹岗峭崖下。 站在踏歌岸阁极目远
眺，阳春三月的桃花潭水清冷净洁，烟波无际，两岸葱
郁的山林间透露着峭石。
桃花潭四周点缀着众多自然人文景观，屹立千年
的垒玉墩、深藏奥妙的书板石、李白醉卧的彩虹岗、踏
歌声声的古岸阁、青砖黑瓦的古民居……波光粼粼的
水面与春意盎然的岸边景色相得益彰。
就是在这样一个怡人之地，李白写下了这首《赠
汪伦》。 桃花潭，也成了众多文人骚客追逐诗意梦境的
地方。
住在桃花潭的日子，李白、万巨、汪伦常在一起饮
酒、作诗、游山玩水。 肖春树说，“不大为人所知的是，
包括《赠汪伦》在内，其实李白在桃花潭一共留下了
12 首诗。 ”这 12 首诗中有 6 首入选了《唐诗三百首》，
它们是：《赠汪伦》《扶风豪士歌》《下泾县陵阳溪至涩
滩》《过汪氏别业》（其一、其二）《赠豪士词三十韵》。
当然，除了诗仙着墨描绘的美景外，桃花潭“诗
情”与“画意”相融才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桃花潭镇历史悠久，其中翟、万、汪、李、陈、查等
江南望族都留下大批祠堂、厅屋、义学和居宅等古建
筑。 资料显示，桃花潭镇古建筑共 400 余处，单体建筑
物 300 座，建筑面积 80000 多平方米。 现存明清建筑
物多数保存完好，包括翟氏宗祠、文昌阁、水东老街和
万村老街等，具有较高的建筑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万氏南迁泾县后，将陕西郡
邸文化带到皖南，故而独创了“客家会馆文化”，万氏
营建的“扶风会馆”首开皖南客家文化之风。
因此， 桃花潭镇古建筑虽具有徽派文化风味，继
承和采用了徽派建筑“粉墙黛瓦马头墙”的主元素。 但
又不完全是徽派建筑的翻版，具有明显的自身特色。
肖春树说，经考证，桃花潭的古民居在继承徽派
建筑精致典雅的基础上，兼具了北方宫廷建筑的雍容
宏大和南方园林建筑巧拙自然的风格，是桃花潭在历
史、人文环境影响下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从而形成
了特有的“源于徽派，别于徽派”的建筑风格。“徽州人
趋向于‘学而优则仕’，房屋大多是精雕细刻；而这里
的建筑多很朴素，体量一般都很大。 ”
笔者观察到，青弋江边的桃花潭畔诗意山水主题
酒店，将自然山水、诗书画与徽派建筑结合在一起，像
是一幅隽永的江南水墨画。
“桃花潭”是这里的独特景致，据肖春树讲，怀仙
阁下江面陡宽，形成弯角，江心有一座小洲，水流在此
经过会产生漩涡。 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花瓣落入碧
波，随着水流出现一圈圈繁花入水的独特景致。
又快到桃花盛开的时节，何不踏春而行，像诗仙
李白那样，徜徉在花海碧水之间，赴“桃花潭之约”？
（本文系江苏省专业报记协采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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