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往事一隅

音心情随笔

音歌声嘹亮

沧海退，马陵出，连苏鲁，分沂

沭。迤逦八百余里，峰起壑伏。山势

北来而南下，直抵淮渚。明清官道，

顺势辘辘。十里一岭，百里一峰；形

若奔马，奋蹄南征；苍松翠柏，嵯峨

掩映。巍巍焉，朦朦焉，峰回路转，

数不清其几多层峦。主峰五华，拔

起钟吾；五峰环抱，湖光盈天；幽谷

游龙，赤石盘桓。僧寺尼庵，错落其

岩；仙洞神窟，隐约其间。三步之

瞥，五步之观，而景象各异焉。

司吾清晓，吴牛喘月，幽僻藏

胜，龙泉雨夜，莲池听蛙，瑞璇悲

歌......凡此常景，前人述备耶。然叹

马陵之雄，不壮也；传马陵之仙，不

神也；描马陵之秀，不工也；赞马陵

之奇，不衷也；探马陵之幽，远不及

其邃也。及至朔气凝结，山岚猎猎，

苍穹欲坠，漫天飞雪，陵山上下，银

装素裹。马陵道遁形，黄巢关萧索，

大龙沟挂冰，小龙沟走蛇，三仙湖

封凌，五华顶一色。云怒松吼，鹰巢

狐穴，折木仆道，僧门紧锁......此时

进山，则有天苍地茫，山空人微，返

古归真，飘然欲仙，其四季之美，独

享大成者也！

梦得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五华高不盈

百丈，阔不过万顷，奈何名列千秋，

声震五湖？上追远古，花厅先祖，打

石成器，织草结庐；钟吾故国，位扼

吴楚，依山筑城，养老育雏；齐魏争

雄，兵戈相触，山隘夺命，泣风血

雨；三仙盘洞，对弈消暑；七真修

道，遗世避俗；泉潮律院，梵音广

布；乾隆三幸，题诗赐福......故事传

奇，数不胜数，马陵名至，尚需赘

述？最是大雪过后，山瘦色朴，放眼

故土，幽思怀古，难禁情志，潸然肃

穆！

嗟乎！回溯马陵百年，饥荒匪

患，庙宇失修，遗存遭践。最恨倭寇

焚山，典籍尽毁，生灵涂炭。然脊梁

不屈，斩妖除魔，重获新天。今观其

盛状，仙山琼阁，八方来仪，此乃

享物华天宝，被先祖荫庇者乎？

试看百万儿女，秉承花厅遗风，

逐浪时代大潮，上下同欲，筑梦

致远。“剩喜满天飞玉蝶，不嫌

幽谷阻黄莺”。飞雪迎春，润泽陵

山，万物峥嵘，势冲霄汉。闻听

松涛涌起，空谷传响：

罡风怒卷九重天，

素抹陵山一夜间。

水走银蛇惊雁阵，

原驰白马纵前关。

五华抬首图腾跃，

古道低眉济世艰。

信有良辰生彩翼，

终得远抱震人寰。

地皮菜

彩舟之歌

因陈焕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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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生写的

诗歌不多，但留传下来的每一首诗

歌，都是精品。笔者每次品读、欣赏

总理的诗歌，总是被诗歌中的真挚

而又深刻的爱国感情，高尚而又庄

重的风格，精炼而又生动的笔触深

深打动。下面选录几首总理诗歌，

略加赏析，与大家共享。先来看《春

日偶成》中的第一首———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

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春日偶成》共两首，是总理

在 1914年写的诗，发表在天津南

开中学进步学生刊物《敬业》创刊

号上（1914年 10月）。上面所引是

其中的第一首，历来被人们传诵，

忧国忧民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前两句写的是：放眼四望青青

的城外，烟雾尘埃密布天空。这是

写实，更是隐喻祖国正在受难，人

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两句诗

与孙中山先生也写于此一时期的

《立志》诗意象相同：“万象阴霾扫

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二十世纪

的一二十年代，外寇肆虐，军阀混

战，煙霾密布，九州呻吟。青年革命

家周恩来目击如此现实，感从中

来，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这里用了两个典故，很有概括性：

一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曾用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之语，来

比喻秦朝灭亡，各派政治力量均忙

着争夺政权。这也正是当时国内的

政治状况。二是张良刺秦的典故：

战国时，韩国被秦国所灭，韩国贵

族张良为了报仇，重金聘请一名猛

士，用大铁锤狙击巡游在外的秦始

皇，惜未果。诗人用这两个典故，一

来概括当时混乱险恶的政治形势，

二来表明自己要投身革命，救人民

于水火的决心和志向。

《春日偶成》中的第二首，写的

清新可爱而又意蕴深沉，不少书画

家采做题材，流光溢彩，传布也较

广：“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

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樱花柳

叶，红陌绿池，取景鲜亮，画面活

泼。相思一年的燕子，找到了属于

它的春天；可是，中国人民的春天

又在哪里呢？一派忧国忧民之情满

含在无限的诗意中。细细品读，韵

味悠长。

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大江歌罢

掉头东》一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

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

英雄。

1917年 6月，青年革命家、才

华横溢的诗人周恩来在南开中学

毕业，决定东渡明治维新后迅速强

盛起来的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

道。此诗即写于此时。

“大江歌罢掉头东”，领头一

句，刚健有力。“大江”，祖国的长

江，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词，千古

绝唱。作者唱罢雄壮激越的诗词，

掉头不顾，毅然东去，一股雄豪之

气扑面而来。诗圣杜甫的《送孔巢

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诗中有

句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

随烟雾。”古今两位诗人，都用“掉

头”一词，毅然之心，决然之态，溢

于言表。读来令人神旺。

“邃密群科济世穷”，“邃密”，

意为深刻精细。“群科”，本指各种

学科，这里特指社会政治学。当年

南开中学校长提倡四育：“德、智、

体、群”。“群育”即指社会政治教

育。作者当时认为这是一门深刻而

精细的学问，他去日本，一心想攻

读社会政治学。他认为要解决中国

问题，政治不改革不行，因此，他两

次报考的大学，都是政治系。这里，

也可以看出，年轻诗人选取的志

向，总是紧紧地扣住救国救民这条

红线，青年政治家的心怀气魄可见

一斑。

第三句用典：据说，禅宗的开

创者达摩大师曾在嵩山的少林寺

面壁修行，苦度九年，终于大彻大

悟，功德圆满。作者借用这个典故，

意谓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一门科

学（即政治学），务必学深学透，并

且学以致用，用来打破当时反动黑

暗的墙壁。

末句“难酬蹈海亦英雄”，意为

研究学问，改造中国，虽然没有像

蹈海而死的英雄人物那样轰轰烈

烈，但也是英雄事业。战国时期的

鲁仲连义不帝秦，说宁愿蹈海而死

也不做秦的子民；清末留日学生陈

天华，抗议日本反动当局倒行逆

施，投海而死。这些壮烈行为，诗人

当然是佩服赞扬的，但埋头苦干，

志在事业的成功，也是值得肯定和

赞扬的———这是一种更深刻的英

雄观。作者一生的实际行动，生动

地实践着这一英雄观。

周总理还有一些新诗，也很

生动深刻，请看《雨中岚山》：雨

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

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

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

雨，雾濛浓；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

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一点

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首诗发表于天津觉悟社的

机关刊物 《觉悟》 创刊号 （1920

年 1 月 20日）。1979年，邓颖超

同志在日本岚山周总理诗碑揭幕

典礼大会上说:“岚山的樱花对他

追求人间真理给予很大启示。他

把当时的感受写入几首诗中，借

描写岚山景物的姣妍，抒发自己

思想境界中看到光明的喜悦。”邓

颖超同志把总理这首诗的思想内

涵、精神境界解释得深刻入微。

我们只要好好体味就行了。

请大家在中华腾飞之日，炎

黄圆梦之际，好好学习，认真领

会伟大的革命家、我们敬爱的周

总理，他的优美绝伦、光照千秋

的诗歌，必定获益很多很多。

轻轻摇摆健美的燕尾，

频频点动俏丽的凤头。

碧清小河中野鸭戏水，

荡起鲜活的可爱彩舟。

时而游成水上飘逸的雁行，

时而荡出浪中生动的圆周。

这数只如鱼潜游戏水乐，

那几只似鸟飞起又回头......

小河碧波为你洗身润翅，

河畔鲜花是给你的奖酬。

岸柳上百鸟为你高歌助兴，

水下的鱼虾给你增力加油。

再没有惊吓你的声声巨响，

更少见浸害你的筐筐污垢。

河畔那“河长制”的铭职巨牌，

确保你与人同享四季绿流。

畅游吧可爱的戏水彩舟，

你是人类忠诚的亲朋好友。

欢游吧大自然的骄子，

定游得天蓝蓝河清清气悠悠......

故乡，是我永远的愁

人生就是一次长途跋涉，

走过艰难的千山万水，

越过沧海桑田的巨变坎坷。

故乡似一处心灵停泊的港湾，

能将遥远的乡愁慷慨收容，

伴游子渡过风兼程雨的岁月。

即使我在遥远的边关巡逻，

尽管眼前弥漫无边风雪，

依然能望见故乡的风姿绰约。

我于是将钢枪紧紧在握，

让故乡安享一轮皎洁明月，

父老乡亲们哼唱甜蜜的村歌。

当我在松花江上驰援灾民，

亦或在鸭绿江里泅渡弄波，

就仿佛在骆马湖上荡舟，

在大运河驾帆迎接日出月斜。

水面上的渔舟来往穿梭，

一艘艘船舱里升起袅袅炊烟，

似能闻见故乡饭菜香依然浓烈。

虽然戍边身处于异地他乡，

仍如在故乡港湾里安然停歇。

故乡是我永远抹不去的愁，

有时是一股骤起飓风，

荡起心中从未停息的浪波；

有时是一阵沥沥细雨，

让我心中的诗兴顷刻成河；

有时是一支悠扬的夜曲，

使我在睡梦里把故乡高歌......

一旦脑际出现故乡的港湾，

寂寞的心就跳动的无比热切！

我听到了童年的乡音俚语，

恍然觉得故乡就是归鸟的巢窝。

我何尝不是一只漂泊的船?

在流浪里穿过多少漫长星夜。

历经远航过江趟河后才会彻悟，

人生如水永远不可能倒流，

船的前方只能是陌生的江河，

不经过波涛哪有无限风光掠过！

望着湖面缓缓而行的点点帆影，

我祈祷远去的风帆别把故乡忘却。

没有故乡的港湾等待着游子，

漂泊的心怎么会得到慰藉熨帖？

当灵魂被旅途的涛声熏陶麻木，

故乡的婵音也许是一曲催眠的音乐。

无数诗人咏唱过游子的思乡之情，

只有离乡的人才清楚怎样难以割舍......

每次在饭店或朋友聚

餐，我都主动推荐地皮炒鸡

蛋这道菜。当菜上来之后,

大家一边津津有味品尝着

润滑柔嫩、味道鲜美的地皮

炒鸡蛋，一边赞不绝口：“好

吃！好吃！”

地皮菜，又名地皮耳、

地衣，是我国最古老的原始

野生藻类，是真菌和藻类的

结合体,一般生长在荒野的

洼地、山坡的山角下，背阴

潮湿地方。有时不被人注

意,常常被认为是青苔类苔

藓植物，无根无梢，一旦下

雨过后,它迅速生长，圆圆

的紧贴在湿地上，大的直径

有七八厘米。若天晴，凉干

之后，变缩成一个个小小的

团球球。泡发过后，地皮呈

透明薄薄的、深深的墨绿

色。它含有大量的人体所需

要的氨基酸、矿物质和微量

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

的野菜，清热解毒,利肠胃,

有很好食疗和保健作用，如

用地皮菜配合其它食材炒、

烧、煲汤，尤为好吃。

小时候，只要遇到连阴

雨或瓢泼大雨之后，立马想

到，到老沂河西岸天齐庙后

的洼塘地带，捡拾地皮菜。

因为那时年龄较小,不敢出

远门,只有和小伙伴们搭伴

前去，洼塘四周长满了芦苇

和水草, 岸边绿树浓阴，空

气清新，心情舒畅。

水鸟在芦苇丛中来往

穿梭、高声欢唱。我们用手

拨开芦苇，寻找地面上的地

皮，后来发现只要有空白的

地方，就能长出满满的地皮

菜。一上来我们用手专挑大

的捡，后来找到多的地方，

干脆用手把地皮菜胡噜在

一块，再捧到篮子里，不一

会儿，就满载而归。

回到家后,清洗地皮比

较麻烦,因为它身上沾满泥

沙和腐草，我就认真地把树

叶、杂草一一捡出来，再用

水把地皮里泥沙掏洗干净，

晒干后,保存起来，以备后来

食用。

在当时物质贫乏的年

代，地皮菜成了稀罕物。特

别五八年经济困难时期,老

百姓吃上顿无下顿，就靠地

皮菜充饥，填饱了肚子，活

了过来，成为人们救命的食

物，度过艰难困苦岁月。

现在，乡下基本见不

着地皮菜了，甚至小孩和

年轻人，更不知地皮菜为

何物？在什么地方长出来？

只能在菜谱上看到地皮菜。

让我不能忘怀的是，虽然

我离开了曾经生活的土地，

失去了童年捡地皮菜的乐

趣，但脑海里一些记忆，

仍永远存在，时不时地出

现在面前。

早晨开门，我突然看

到，门旁放着一袋垃圾，垃

圾虽然被塑料袋裹扎得很

严实，没有散发出异味，但

这令我既奇怪又气愤。谁干

的呢？

不过，我也没有多想，

拎起那袋垃圾，急匆匆地下

楼，把它扔到楼下的垃圾桶

里，就上班去了。

由于单位产品技术革

新，作为研发部门的工程

师，我每晚都要加班到很久

才回家。回家后，草草吃了

点东西，简单洗漱后，便倒

头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晨，我出门上

班时，又看到门旁放着一袋

垃圾。提着那袋垃圾下楼，

我心头之火“噌噌”地往上

冒。我决定，非抓住这个朝

我门旁放垃圾的人不可。

由于楼道口没有监控，

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我

便早早地起床，守在门后，

透过“猫眼”，一眼不眨地朝

外瞅。

五点刚过，随着房门

“吱呀”一声响，对门住户有

人走了出来，我一看，是那

家的男主人。再仔细一瞧，

他拎着一袋垃圾。接下来，

他弯下腰，把那袋垃圾放在

我的门旁。见他做完这一切

准备回屋时，我猛地打开房

门，怒不可遏地朝他吼起

来：“这两天，我家门旁的垃

圾都是你放的？”男子显然

受到了惊吓，嗫嚅着说：

“啊......你......你回来了？”

“大家都是街坊邻里的，你

为什么这么做？”虽然，我平

常和那男子没什么交集，但

有时上下楼遇着，都习惯性

地点头打个招呼，觉得他人

挺老实的，没想到......

“我在你家门旁放垃圾

都好多天喽......”男子冷静

下来，微笑着向我解释，“前

些日子，我了解到，你要到

外地出差好长一段时间。你

走后，考虑到你家中无人，

为了防止小偷光顾，我就采

用了这个办法———而且，垃

圾袋的颜色也隔三差五地

变换哦。”我这才想起，前两

次，垃圾袋是红色和蓝色

的，再一瞧，今天的垃圾袋

又变成黄色的了。

“我确实到外地出差

了，你怎么知道？”我满腹

疑惑。“有一次你打电话，

无意中被我听到了。”男子

轻轻地说。

“放在你门口的垃圾袋

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被物

业的保洁员收走了呢，没

想到，是你回来了，回来

就好，也省得我每天‘多

此一举’了。”

望着这个为我“多此

一举”的邻家大哥，我心

里涌起一股暖流。我快步

走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

手。

谁放的垃圾

男儿壮志，爱国情怀

因孙继岭 因顾士忠

早上听广播，正在分享贾平凹

的《秦腔》，有一段讲到哑巴拾粪的

场景，一下子让我想起近三十年前

的乡下，我奶奶拾粪的场景。

我们姊妹仨还小那会儿，夏天

的早上，爸妈早早地下湖干活去

了，留下我们仨自顾自地睡到自然

醒。因为夏天的太阳烈，容易中暑，

所以爸妈四五点就去给玉米撒化

肥，或者去给黄豆芝麻除草，亦或

者是拔稻田地里的稗子，等回来已

经日上三竿了。爸妈下湖干活之

前，都会把我们都锁在家里，没人

给我们做早饭，所以睡醒后的我们

就等着拾粪结束的奶奶给我们送

吃的。

我家和奶奶家都住在村子的

最南边，距离一碗汤的长度。我们

家西边，隔着一条河就是满眼的园

田，早上的很多时候，村庄都被从

河上田园飘来的雾气笼罩着，如果

再有炊烟升起，也是很醉人的，可

我们小时候不懂得欣赏和感受，只

是睡醒了，就在院内等着奶奶的敲

门声。

五十多岁的奶奶，每天都会起

得很早，背起粪箕子，拿起粪勺夹

在腋下，迈着小脚，出了家门。低着

头，沿着河，顺着田园边上，最后是

每家每户家前屋后，像排雷兵一

样，借着晨曦的光就拾起粪来。

沂河西没有太多的驴子和骡

马，不像东山道路崎岖不平，要养

这些牲畜来拉运东西，我们沂河

西，鱼米之乡，一马平川，最多的牲

畜是猪牛羊、鸡鸭鹅，还有就是场

上那几户姓宋的人家养的黄牛和

老水牛。这里面除了牛粪是很可观

之外，奶奶粪箕子里最常见的就是

猪粪了。看到一坨猪粪，奶奶“扫

雷”的火眼开始笑起来，放下背上

的粪箕子，左手托粪箕子的把，让

粪箕口对着猪粪，右手拿着粪勺，

铲着猪粪，用力一勾，猪粪就飞进

粪箕子了。

到了我们父母这一代，就几乎

不拾粪了，除了自家猪圈里，茅房

里攒下的土肥外，都用上新沂化肥

和复合肥了，而奶奶一直保持着一

年四季“铲屎官”的活儿，所以奶奶

家门口的粪堆子是整个南园庄子

里最大的一个，所以每年爷爷奶奶

家种的西瓜、瓠子也是最畅销的。

奶奶拾完了一粪箕，折身回家

把粪倒了，回家洗洗手，拿块笼布，

就会在路口等着溜乡卖热馒头、热

油条、热潮牌的人，花上几角钱，给我

们买了热乎乎的美食用笼布包着。

我们家的铁门，有一个小窗

口，那个小窗口打开的声音是我

们仨童年清晨听到最美的音乐。

奶奶敲敲铁门，就像妈妈平时喂

猪之前，用铁勺敲敲猪圈门上的

铁环或者是手里提着装满猪食的

桶壁，让猪知道要吃食了。我们

仨听到奶奶的敲门声后欢快地跑

向大门，顺着小窗口，接过笼布

里包着的美食后，看到奶奶温暖

的脸，依然是背着粪箕子，腋下

夹着粪勺子。

拾 粪
因刘银屏

因张长青

马陵山大雪赋

因吕洪义

因夏同宪

音书香一瓣

音闲情雅致

题释：作者在臧圩河市内段堤上散步时，喜见

一群野鸭如“彩舟”飘游河中，足见市区生态

环境之好。触景生情，欣然命笔。

———周恩来总理诗歌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