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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交融 ◆

在多彩的季节里
一朵朵鲜花绽开笑脸
映红了大好河山

嘹亮的国歌传遍四方
雄壮激昂的词曲
回荡着中华儿女的呐喊

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
五星闪耀着
凝结着革命先驱的血泪

捧一缕花香
沁满您的心扉
迎一阵暖风
轻抚您的脸颊

这是您的七十华诞
亲爱的祖国
伟大的母亲
让儿女们为您许下美好的祝愿

献给
祖国母亲

□汪亭

◆◇ 心情寄存

近日，读到一篇记录太湖南岸湖
塘面貌变迁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乔
溇。“乔溇”两个字触动了我记忆深处
最柔软的地方，我的心怦然而动。

太湖南岸，三十六溇七十二港共同
拥有千年古道湖塘路。“乔溇”在浙江，
是我的外婆家；我家在吴溇，属于江苏。

外婆家门前有一条青石板路，因
为在路的北面，被称为北张，路南则
被称为南张，南张的标志性建筑是一
座建于清代中后期、保存较为完整的
苏派三进院落。

大姨，就是我母亲的姐姐，从北
张嫁到南张，夫家与婆家之间只隔了
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

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做客人”是最
开心的事了。母亲带着我，要步行六里路
才能到达外婆家，在没有车子的年代，那
是一段遥远的距离，所以去外婆家是一
件仪式感很强的事。

外婆会给我煎荷包蛋，给我买零

食。祭好了“五脏庙”后，我最盼望的就
是到大姨家的大宅子里去玩了。从门厅
进去，要经过一个高大的墙门，然后是
一个院子，过了院子是一个大的厅堂。
我最喜欢躲在厅堂里高高的柱子后面，
和我同年的表妹常常找不到我。

第一个天井西侧有一丛茂密的南
天竹，据说有避火的作用。穿过厅堂就
是第二个院子了，里面有一棵百年牡
丹，每年都开花。据说女主人，就是表妹
的奶奶，每年都要在它的根部埋一副收
拾干净、煮熟的猪大肠作为“谢花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牡丹食荤”的说法。

最后一进是两层楼的后宅，木楼
梯最令我着迷，我和表妹跑上跑下，
蹬出很大的声音。

表妹的奶奶有些严厉，奶奶来了，我
们会放低声音。但是如果是新年的话，奶
奶就没那么严厉了，她会用盖碗泡甜茶
给我吃。那一套三件的盖碗，上面有百子

图里那样的胖娃娃，现在想来，应该是粉彩。
最开心的就是晚上留宿大姨家，我们

住楼上，我和表妹讲话讲到很晚。大姨家真
的太令我着迷了，我不止一次地问母亲：

“为什么我家不去造个楼房？”这也算我童
年不懂事的一种表现吧。母亲只是含笑不
答，而大姨总是疼爱地叫我多住几天。十年
后，我家造了三楼三底的水泥楼房，这是自
然村里第二座楼房，在一片平房中非常显
眼。这座楼房，凝结着大人们多少辛劳的汗
水啊！

大姨家砖雕门楼上的字对刚读小学的
我来说，真恍若天书，读了这篇文章后我才
知道其中有一处门额上写的是“笃实辉
光”，仿佛一个多年未解的谜被解开，我一
下子豁然开朗。

时光匆匆，一晃，大姨和母亲都已
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她们总是那样温
和谦让，而调皮捣蛋的我们，也早已生了
华发。

老宅

□子衿 立秋过后，梦里如果存放
着菱香、稻香、桂子香，最为
喜悦。

小巷里，总能见到席地而
坐的小贩，他们手里掂着一杆
细细的铁秤，面前摆放着一两
只竹条编成的小箩筐，枇杷上
市时卖枇杷，板栗上市时就卖
板栗。“六月鳊鱼，七月鳗
鱼，八月鲃鱼”，现在吃鳗
鱼、鲃鱼的人少，路边喊卖
野生黄鳝的居多。八月最常
见的，自然是卖菱角的了。

“阿要买热个和尚菱哦！”一
路上的吆喝声，软软的，柔
柔的，酥甜到人的心窝窝
里。周围邻居买得多了，一
来二去，和小贩熟络了起来，
经常有人远远地喊道“挑碗阿
大的菱”。

每年的中秋前后，野河的
浅滩处都会探出一个个硕大的

“菱盘”，尖尖的菱角细长，密
密麻麻的菱叶，叠了一层又一
层，仿佛乡间集会高挂的把把
油纸伞。祖父撑着长竹篙，划
着家门前停泊的小船，带上祖
母和我们去翻菱角。只见祖母
弯下腰，格外小心地从水中提
起一丛菱叶，菱角小姑娘般怕
羞地躲在菱叶下，倒翻起来，
才能全部看到她。难怪，这菱
角有一个很美的名字“水中落
花生”呢！祖父用竹篙轻轻地
拨开水草，继续向池塘深处划
入，那里的菱角个个饱满，争
渡，争渡，惊得几只野鸭扑腾
开去。躺在船里的我们，剥开
浅绿色的菱角，剥着，尝着，
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祖父把捞上来的菱角倒在
木桶里搬回家，嫩菱角的菱肉

不大，剥开可以直接吃，咬起
来像是在生吃荸荠，粉嫩粉嫩
的。祖母把稍老一些的菱角洗
净，放到大锅灶里煮熟，还没
等揭开锅子，菱角的香气就迫
不及待地钻了出来。我们坐在
门口的爬爬凳上，一面咬着热
腾腾的菱角，一面听祖母讲着
里下河民间传说故事。祖母常
把煮好的菱角小心摆齐，平平
整整地装在竹篮子里，吩咐我
们送一篮子给隔壁张家奶奶，
送一篮子给村西头本家徐二
爷。余下的菱角，留着自家中
秋的晚上“敬月光”。一炷
香，一碗香茶，一碟月饼，一
盘香菱是不可少的。

古来多悲秋，诗人白居易
说“闲立秋多思”，秋天免不
了感物伤怀，抒写一番漂泊无
依、羁旅客居之感。家乡有个
叫曹庄的村子，入秋后用胡萝
卜刨成细丝，再搀和上很多切
成细丝的佐菜，下锅炒成，别
村叫做什锦菜或十香菜，曹庄
人却叫做姑苏菜。据说曹庄蒋
姓明末为避战乱迁入，祖祖辈
辈不忘故土，在曹庄蒋姓“姑
苏菜”叫成了规矩，更成了守
岁菜。

按农历，八月廿四是稻的
生日，田地里的早稻应该已经
收割上来了。这天，倘若一家
人围在炉灶旁，煮上一锅子
香喷喷的糯米饭，搓着赤豆
团子，大人们忙着举行“稻
生日”仪式，孩子们也跟着
玩得不亦乐乎，是一件多么
幸福的事呀！辛苦忙碌的日
子悄悄过去了，闲下来的稻
香老农以相斗蟋蟀为乐趣，
甚至把“斗蟋蟀”叫做秋
兴。聒噪的蝉声不见了，村
外的老黄狗已不在那里吠，
美滋滋地睡上一宿觉。

风吹起来，田里的杂草又
长起来了。人们该出工的出
工，盖房子的人家多了起来。
这时，夏才算真走了。

躺秋

□徐浩

1903年6月30日，震惊中外的苏报
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捕，邹容向巡捕房
投案，苏报馆和爱国学社被查封。事发当

时，柳亚子并不在上海，闻讯之后，十分
震惊，也非常心痛，章太炎是他敬仰的老
师，邹容则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时之
间，心急如焚，无奈家里因上海局势之严
峻，将他看管甚严，那时尚在同里自治学
社读书的柳亚子真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一颗心早就飞去了上海。

第二年暑假，柳亚子终于找到机会去
上海探视章太炎和邹容，那时，两人已被
投进提篮桥监狱足足一年，分别被判了三
年和两年的监禁，罚做苦工，待期满释
放，逐出租界。监狱发放了一张探视证，
一个月可以去探视一次，但一次只能探视
一个人，为了方便大家，这张唯一的探视
证就放在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处。为了
先探视章太炎还是邹容，柳亚子颇费了一
番脑子，从心而论，两个人他都很想念，

看着左右为难的柳亚子，蔡元培出主意
说，邹容年轻，刑期又短，很快就能出狱
了，还是先探望章太炎先生比较合理。柳
亚子听从了蔡元培的意见，谁知道，就此
造成了终生遗憾。

探视那天，蔡元培陪着柳亚子雇了两
辆洋车前往提篮桥，上海的夏日酷热难
当，到了监狱门口，两人已是大汗淋漓。
蔡元培在门口等着柳亚子，柳亚子独自走
向那深黑色的铁门，这是他第一次来监狱
这样的地方，特别是进入大门之后，监狱
里特有的那种阴森恐怖气息一下子笼罩住
了他，令他思绪空白，手脚冰凉。在狱警
的带领下，柳亚子来到了一个小窗洞前，
隔着窗上的铁直棂，柳亚子看到了日思夜
想的师长和朋友章太炎，一时之间，两人
都讷讷无言，令柳亚子感到安慰的是，章

太炎虽然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千言万
语，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柳亚子只得道
了安好，又嘱他代问邹容安好，探视的时
间也就到了，柳亚子起身离开，重新走过
幽长的走廊，直到走到大太阳底下，柳亚
子仍然觉得身上冰凉。等在外面的蔡元培
心里也很不好过，一来是天实在太热了，
二来，他也担心章太炎和邹容不知道怎么
样了，一抬头，刚好看到面色惨白的柳亚
子恍恍惚惚地从里面走出来，连忙上前唤
了他几声，把他拉上了洋车。

1905年4月，邹容暴卒于狱中，蔡
元培听闻，如遭惊雷劈过，痛哭流涕，想
起半年前与柳亚子前去探监，不由得后悔
无穷，早知道，就该让柳亚子先去探望邹
容，没承想，这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邹
容亡故之后，葬于上海华泾。

探监

□李红梅

◆◇ 南社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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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读书故事

我的爷爷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
是家中的独子，自幼入私塾习 《四书》
《五经》。爷爷读书非常刻苦，字又写得
好，时常得先生夸赞，爷爷也愈加勤奋。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了躲避战
乱，爷爷不得已中断了读书。我小时候就
听爷爷讲，日本侵略者进村，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人们都吓得躲起来，更没有人
去读书了。爷爷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读
书人，虽然只读了几年，却算得上是村上
的“秀才”了。

爷爷写得一手好字，每到过年过节、
红白喜事，村里人都会找爷爷来写春联、
记账，还有人请爷爷代笔写信。每到这
时，爷爷就会戴上他的老花镜，规规矩矩

地摆好桌子凳子，认认真真地写，不厌其
烦。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总是很有耐心，
对于别人的困难也是有求必应。奶奶说，
她当时就是看中了爷爷识字有学问，那时
候婚姻都是靠媒妁之言，但是见面后她对
爷爷却是一百个满意。

爷爷喜爱看“大部头”，抽屉里放着
好多本，都是爷爷从二手书店买来的，两
块钱一本。《隋唐演义》《隋唐英雄传》
《三国演义》《水浒传》……每一本爷爷都
如数家珍。每到冬季，农忙结束，爷爷家
里是最热闹的。村里很多不识字的“老伙
伴”就会聚集到爷爷家里，一边晒着太
阳，一边听爷爷“说书”。爷爷戴着老花
镜，绘声绘色地讲着，“哪里跑？”每次讲

到这里，爷爷都会拖长声调，像是唱京剧
一样。每到紧要情节，听书的老人们也都
屏气凝神，不许我们小孩子打扰。“欲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每次，爷爷
都是以这句结尾，然后喝杯水。太阳下山
了，听众们依依不舍地回家了，约好第二
天继续。

爷爷自己没有读过几年书，把希望寄
托在父亲身上，遗憾的是“文革”时期错
把爷爷的成分划成了地主，经常挨批斗，
父亲只读完了小学，连初中都没有机会
读，就回生产队干活了。那时候因为父亲
兄弟姐妹多，叔叔腿又残疾，一家人经常
吃不饱，想吃饱饭要挣工分，父亲读完了
小学就像大人一样，在生产队里赶马车拉

货，勉强维持生活。后来拨乱反正，重新划
分成分，爷爷“地主”的帽子被摘掉了，但
是父亲也错过了读书的好机会。

三代人的读书梦
黄朝侠

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篇刊发的文章就
落户在《吴江日报》，我记得那是2009年
9月份的一天，那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村
官。十年弹指一挥间，从写作小白到写作

“能手”，我见证了《吴江日报》的发展，
而《吴江日报》也见证了我个人的成长。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和发展，历经经
服、招商、组织、团委、党政办、人大办
等多个部门岗位的历练，兜兜转转又回到
文字岗位上，并成为最大兴趣爱好，更上
升为人生第二事业，我又开始与书、与报
刊打交道。10年来在《吴江日报》上刊
发的百余篇文章，就是在各个阶段的所学
所思所想，甚至个人发展的“足迹”也能
在《吴江日报》的各类新闻报道中找到出
处。

写作是非常吃力的一门活，这10年
我经常是“一天当作两天用、一周七天连

轴转”，把晚上作为学习思考写作的“黄
金时间”，才得以消化所需要吸收和学习
的知识，从中感悟道理、探索真理，从理
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升华为理论，我的

“思想库”不断丰富，总结起来主要得益
于《吴江日报》给我提供了尽情发挥和勇
于表现的三大舞台。

《吴江日报》可以让我更好开展社科
研究。10年来，正是有了这个平台，我
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聚焦党中央政策精
神，结合本地实际，关注工作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并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建言献策。这10
年，我从农村一线转战党委政府部门，从
经济条线再到党政人大机关，可以说工作
跨度大、角色转换快，这种不断的跨界让
我的知识更丰富、更立体，让我对政治、
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触类旁通、融会贯

通，更好地服务于社科理论研究。
《吴江日报》 有助于我写好时事评

论，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这些年，我的
写作始终聚焦社会问题、民生福祉，传递
基层之声，表达群众之需，发挥好桥梁纽
带作用，以我文字服务人民，提醒党委政
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哪些方面需要及时
改进，让民声通过《吴江日报》及时传达
给上层领导。只有把“站在天安门想问
题”和“走到田埂上找感觉”结合起来，
才能找到创作的最佳坐标。评论文章就是
要做到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说出这个时代需要说的话，说出解
决这个时代问题的话。

《吴江日报》可以宣传新时代各个领
域理论创新的成果。围绕新时代政治、经
济、社会、城乡发展、民主法治、党的建
设六大方面主题开展理论写作与宣传，针

对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给出方法路径，并
以大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模式，丰富了文章的
主题，让文章具有了一些独特阅读感，达到
解疑释惑、振奋人心之目的。政论文章看似
空洞却比较难写，要深刻领会中国意识形态
的特点、政治语言的风格、地方发展的特
点，只有多维度学习、多方面调研、多角度
思考，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与人民群众“同频共振”。

今后，我将更加注重从理论文章到实践
文章的转变，由学习向研究转换，从政论文
章向散文时评转型，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丰
富写作的内容和题材。通过学 《吴江日
报》、用《吴江日报》，学用相长、思而进
取，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发展和事业进步。尽
管我现在还很渺小，但我想只要以人民为中
心、以美好生活为追求，哪怕声音再小也会
让读者默默地感受到舆论的力量。

与《吴江日报》同进步共成长
钱振华

◆ 好书推荐

《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
著者：董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推介语：作者别出心裁截取了

1949年1月至10月这段时间，集中
围绕新中国筹建这一主线展开叙
述，清晰地描绘了新中国从萌芽、
发育，到成型、诞生的过程。本书
角度新颖，史料丰富，写的是故
事，反映的却是规律，是经典的

“国史教育第一课”。

3

《中国震撼》
著者：张维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推介语：“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

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
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作者通过自己走
访100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
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
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
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

“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4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
逻辑》
著者：王义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推介语：中国提出“一带一

路”伟大倡议，可谓古丝绸之路的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体现中
国崛起后的担当；也预示着，文明
的复兴非单向度的，全球化才是世
界大势所趋，以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五通”所代表的互联互通，才
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著者：习近平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推介语：本书收录了习近平在

2014年8月18日至2017年9月29日
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
话、演讲、批示、贺电等99篇。全书
分为 17 个专题，每个专题内容按时
间顺序编排。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
辑时作了必要的注释，附在篇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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