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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 盖

义云浮于山顶也忽于山腰，并无道理可言
宋时隐入郓城
仗言疏财，重友轻色，不说也罢
自恋武术济世
据说一身好筋骨状若社稷经纬
酒酣耳热便能唤雨呼风
多年以后，你若随手翻开《水浒》
泛黄的书页上，水泊明亮
那人头扎方巾，脚踏虎椅
手上有一尊宝塔，肩上扛了一座梁山

宋 江

道路由浔阳楼分岔，从此舍得
三十多年的功名权且放飞
经史与权术细细算来，还给帝王家
楼外天地寥廓，总有一处留爷
如问还有什么留恋
唯双颊刺文不能撕下
只恐筵席散场，夜深时分隐隐作痛

吴 用

那时叫智多星，不叫智囊团
聚义厅酒话沸腾，扇面得用明码告示
敛声时刻等于话里有话
而玄机不可泄露
独步是山雨欲来之时
水泊和梁山太小，都在扇上
千万不要轻看书生
倘若摇一摇羽扇，大宋就要起风

武 松

怪就怪，大虫迷恋冈上宋代的黄昏
怪就怪二郎当年英雄
一根哨棒，两只肉拳，满身胆气逼人
又偏偏喝了十八碗酒
想不较劲都难
一句话没说，山东就多出一条好汉
景阳冈跟着一夜成名

林 冲

草料场的大火终究证明来路和人心
山神庙等同山野剧台
千年之后回首，那时风声是高潮章节
枪花代替神谕出场
脚步凌乱是出自美好的愿景
要感谢那枪尖上的酒葫芦
要记住那一场漫天大雪，刷新了浊气与世相

燕 青

从宋朝到新时期，只需一招燕子抄水
手机时代也呼唤一位好青年
穿文化衫，牛仔裤，运动鞋
健身术拉风广场舞
抖音腾挪闪展了网红的快消息
注目礼沸腾好名声
少女们私下频频耳语
她们纷纷自带明月，要你签上多艺的名字

茄子开花，何时最佳，我不清
楚。

如今的菜蔬，打破季节的禁
锢，在多个季节风姿绰约。就如不
同年龄段的女人，借助美颜等科技
的功力，悦人也悦己，反正讨的是
欢心。

经常散步，夏日清晨，一场新
雨后。天色放晴，凉爽的风迎面吹
来，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路边的小
菜园。这些小菜园，不知是谁打理
的，随意性很大，品种不一，黄
瓜、辣椒、丝瓜、葫芦、瓠子，一
色“家常菜”等，聚在一起，争强
好胜。

那茄子，花果满枝，紫莹莹
的，一派生机。

茄子深褐色茎秆上，有茸茸的
绒毛，叶片油绿肥大，上有露珠或
雨滴滚爬过，痕迹犹在。叶子下，
藏着盛开的茄子花，五瓣小紫花舒
展，躲在秧茎中，默默地结果。有
的茄梗上，挂着紫色茄子，长短不
一，粗细不同，歪着脖子，似笑非
笑，油亮油亮的，光滑沉稳，等待
人们来摘取。

我不知道茄子的种类，究竟有
多少，常见的，多为紫色茄子，其
他颜色的少。虽然也知道“茄有团
如栝蒌者，长四五寸者。有青茄、
紫茄、白茄”。这紫茄子的紫，为浓
赤的酱紫，紫得特别，紫得特立独
行，有自己的风格。好像只有这个
季节的茄子，才配有这样的紫色，

才能卓然不群。
这个季节的菜蔬，如无花果般

谦逊隐忍的少，都要展示一下自己
的花容。黄瓜、葫芦、丝瓜、南
瓜、番茄、辣椒等，不甘寂寞，争
先开花，赶趟似的，生怕错过这良
辰美景。特别是南瓜，拖着长长的
蔓藤，疯狂地扩大自己的地盘。大
大的黄色花朵，如张开的喇叭似
的，十分张扬。其门户大开，任蜜
蜂自由来去，嘤嘤嗡嗡。可不知为
什么，它们中竟然有不少是“谎
花”，开的花多，结的果少。

民俗说：“茄子不开虚花，真人
不说假话。”在菜蔬界，这茄子是实
诚厚道者，不出虚招，开花必结果。

在茄子果实发育过程中，有现
蕾、露瓣、开花、瞪眼、果实成熟
到生理成熟等阶段。那花蕾，在主
茎顶端悄悄出现，只有细心的农人
才能观察到。露瓣，也只是它的笑
脸初绽。你别看它初开的花儿，青
涩，腼腆，如初过门的小媳妇，过
不了几天，便显出泼辣的性子来，
三三两两的小茄子，渐次生出，油
光发亮，悬挂在枝杈上，在枝叶的
掩映之下，慢慢肥硕起来，给人一
个小小的惊喜。我还有些纳闷，你
看它憨厚的模样，没有歪瓜裂枣的
邪性，哪儿是茄子的眼睛呢？莫名
地，就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人
不敢小觑。它在看什么呢？是在守
护果实吗？

门茄长到瞪眼时，就是食用的
最好时节。

茄子是家常菜，烧、焖、炖、
炒、炸，吃法很多。春夏天的茄
子，口感好，籽细，肉白，鲜嫩，
而且无苦味。“青田藏紫玉，润糯满
盈皮。欲把真德见，清蒸蘸蒜泥。”
这一吃法，原生态，适宜这个季
节，消暑纳凉，清心凉肺。

淡紫色的茄子花，一茬一茬地
开，花开不断，而且一茬比一茬茂
盛。李时珍曾介绍过：“自夏至秋，
开紫花，五瓣相连，五棱如缕，黄
蕊绿蒂，蒂包其茄。”

据说，茄子第一茬花叫“门茄
花”，一棵秧只开一朵；第二茬花叫

“对茄花”，一棵秧对开两朵；第三
茬叫“四母斗花”，一棵秧开四朵；
四茬花叫“八面风花”，开八朵；最
后一茬叫“满天星花”，一棵秧开十
六朵，从上到下繁花似锦。不知是
谁总结的，可谓茄子的知己，知根
知底。

看来，这茄子的花花世界，门
道着实不少，但不会“乱花渐欲迷
人眼”的。

因为它的果，是真实的存在，
任谁也掠不去。

人之一生，考试缠身；升学求
职，概论考分。然一考见乾坤，一
分定终身者，惟每年夏季之高考也。

高考者，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之
谓也。举全国之力而为之，牵全民
之心而兴之。十年寒窗苦读，三日
沙场角逐；一朝张榜公布，万家欢
笑愁苦……莫说贫贱，遑论贵富；
笔下春秋，自衍定数。知识改变命
运，高考助跳龙门；素质决定前
程，择优何问出身！岁月如海，勤
勉弗怠；时光若筛，懵懂不再……
成长和成熟，青葱与青涩，流淌在
笔墨，驰骋于法则，瞬息间粲然独
放异彩！

余之青春，随风而逝；告别高
考，已逾卅载。时不我待，白驹过
隙；应试场景，梦绕魂系……“曾
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非亲历高考，无以一往情深；非身
临其境，无以镂骨铭心。成也高
考，败也高考；怕也高考，盼也高
考；爱也高考，恨也高考……高
考，世界瞩目，华夏聚焦；高考，
青春之风景线，时代之风向标。报
国须有门，龙飞犹待时；倾心磨一
剑，脱颖恰可期！越过高考，越过
炎夏；走向理想，走向天下……

尘封的记忆，悠远的往事；高
考的胜绩，青春的贺礼。大江东
去，一望无际，几番沉浮浪淘尽；
夕阳西下，极目天涯，几多蹉跎光
消隐……难忘一九七七，国家百废
待兴；高考率先重启，神州柳暗花
明！不沐春光，万物何以生长；不
怀希望，青春何以飞翔？高考恢
复，举国欢畅；教育公平，人心所
向。知识青年，欣喜若狂；重操笔
墨，题海鏖战……吾辈虽后，亦明
方向；勤奋学习，无负时光！

斗转星移，忽至一九八三；春
风夏雨，又届高考决战。静谧的校
园，洋溢蓬勃生机；紧张的教室，
弥漫拼搏气息……吾乃补习，弃理
从文；前车之鉴，感触良深。大战

在即，无暇喘息；咬紧牙关，坚持
到底！七月六日，吹响号角；大军
集结，开赴如皋。集体食宿，驻扎
党校；“如师”试座，默念“安
好”……是夕，班主任逐室巡视，
笑容可掬，冀望众弟子“横刀跃
马，轻装疾进，万里疆场任驰骋”，
勉励同学们“内心沉静，从容淡
定，天生我材必有成”！先生深情的
话语，抚慰了满屋焦躁心绪；在美
好的期盼中，我等沉沉睡去……

七月七日，清晨睡醒。天色向
阴，而心境自晴。首日上阵，精神
振奋；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七月
八日，早早起床。天气闷热，而考
场清凉。次日再战，斗志犹酣；沉
着应对，冷静答卷。七月九日，照
常起居。天空晴碧，而幽径迂曲。
用罢早餐，返回寝室，照例查点文
具。仔细查找，反复翻检，惟准考证
不见踪迹。余大惊，急火攻心，大汗淋
漓。室友闻讯，齐助找寻。床上床下，
室内室外，几经搜索，一无所获。无奈
之下，跑步前进，禀报班主任。班主任
和颜悦色，好言相劝，嘱我“定下神
来，稍安勿躁”，准考证“补办不
难，即刻办到”。班主任大将风度，
举重若轻，似春风化雨，霎时消解
了我的烦躁焦虑。余之心绪，渐归
平静。顷之，班主任疾步走来，面
含微笑，将新准考证静静地递于我
手，轻轻地拍拍我肩，挥手而别
……最后一仗，虽有波澜；然凌波
而上，顺利过关！

班主任者，吾师郑开明先生
也。幸得恩师，余始能处变不乱，
发挥正常，乃得投笔从警，升入

“公专”，晋身预备警官……人生苦
短，世事浮华，得一良师足矣！“不
为良相，即为良医”；“不为良医，
则为良师”……先生之教诲，情深
意长，虽历经卅载，然言犹在耳，
永志不忘；先生之仪容，大家风
范，虽历经沧桑，然清晰如昨，永
刻心上……

秉笔直书，口急心快，借景遣
怀，感时伤世。《离骚》 记述了理
想、理想的破灭与修复、修复无果的
历程，彻悟人生，皈依自然，凸显着
个性抗争的刚烈与无奈。而后人读
《离骚》，如赏析汨罗江雾中挺直的桅
杆。屈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

“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而成 《九
歌》，通过楚国祭神乐歌，承继南楚
文化传统，寄托自身澎湃情感。

我在独醒亭小憩，清风自四面八
方向翘檐涌来。“月亮光光，照我渡
江，救出忠良，地久天长。”汨罗山
歌随风溢来，据说，那是屈原的老宅
被大水冲垮后，附近农民连夜荡舟营
救时哼唱的歌子。玉水是一条小溪，
浪花如珠似玉。濯缨桥像一把弯弓，
当年有洁癖的诗人一日三濯，水清濯
缨，水浊濯足。我头上没有官家的缨
帽，也不曾“脚著谢公屐”试图“身
登青云梯”，便无需濯漱，也不去厘
清《沧浪歌》究竟是倡导出世还是入
世的意蕴了。

望爷墩是屈原的爱女翘首盼望父
亲归来的地方。慈父遗体打捞上岸
后，女儿请人为那被鱼虾吞噬的半边
脸按上金脸。“九子不能葬父，一女
打金脸。”乡民嘲讽楚怀王虽然有九
个儿子却不能安葬命丧他国的先王。
顷襄王大怒，派人前来意欲掘墓鞭
尸，强夺金头。女儿用罗裙从山脚下
兜土上山，赶筑疑冢。土地神闻知
后，挥舞赶山杖，连夜筑起了十一座
如同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坟头。之后，
女儿连续十天十夜，穿针引线，绣成
了父亲的遗像，这便是绣花墩地名的
由来。有了传说，有了孝道故事，这
泥土堆积的墩，便有了山的体量和重
量。

两千年风云跌宕复归于天高云
淡；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功德碑，业
已被秦时风、汉时雨、唐时雪、宋时
霜侵蚀得字迹模糊；壮士的长啸，文
人的吟叹，艺伎的铮铮弦音，早已声
息剧终；条石、糯米汁堆垒的长城塌
了再修；一石水六斗泥的黄河，也留

下不断删改涂鸦的故道一条又一条。
而屈子那随风长高了的骨、顺气拔长
了的节，那爱国、忠贞、求索、拼搏
的精神，矗立成一座不朽的丰碑。

楚国被“虎狼之国”的强秦所
灭，而那一群高呼“大楚兴，陈胜
王”的义军兄弟抻长了的脖子，为
秦军一剑封喉。之后，秦国搭了十
四年的“戏台子”又被他人拆毁。
历史的舞台上，总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但是，厚厚一摞 《楚辞》 还
在，楚国的文化还在，后世文人总
是把阅读点击量的记录一回回刷
新，并侧身在汗青里，体察探究渐
去渐远的楚风楚韵。

仕途的窗户关闭了，而文学的
大门洞开，屈原成了诗歌殿堂的

“门神”。其实也没有几步路，从政
治的边缘走向文化的中心，屈原的
转身是无奈的，但也不失为华丽。
后人都在为屈原因谗言中伤、惨遭
流放而鸣不平。作为政治明星的左
徒若是干得顺风顺水，那么，汨罗

江便不是他的，端午节便不是他
的。一个纯粹的诗人，能享受到把
忌日列为后世节日如此高大上的礼
遇，当是何等的荣耀！

“惜往日，楚榭秦台，千秋故事
随波渺；思美人，江离辟芷，一卷离
骚与世长。”相隔着两千多年枯枯荣
荣的岁月，我再一次虔诚捧读牛皮绳
捆束的《楚辞》竹简：屈子的吟哦，
依旧裹挟着腾腾热浪的湖湘风情；屈
子的篆字，清晰镌刻着楚国由“牛
市”跌入“熊市”的没落轨迹。洋溢
着江离与辟芷的气息，隐逸着民风、
民情、民怨，蕴藏着政治、道德、伦
理，《楚辞》俨然是一部塑造品格的
教科书。今人翻阅《楚辞》，“像水银
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
依旧有美人”，依旧有“叮当”环佩
的琅琅声响，依旧有香草从鼻翼转一
个S弯沁入心脾的馨香，依稀遥见那
个孤独而饱满的灵魂由远及近。

我居高临下，但见：汨罗江渚，
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

这个夏天，来得一点也不
矜持，尽管整个春天都让人有
点战战兢兢，夏天的脚步却显
得豪放不羁。油菜籽收获后，
气温一直居高不下，不远处的
公园里，许多知名的和不知名
的树木和花草从嫩绿到深绿，
恍如少女眨眼间就发育成了大
姑娘，身材凹凸丰满，精美标
致，空气中到处充满着一股清
新而又鲜湿的味道，夏天的到
来，就是这样匆忙而令人茫然。

其实，夏天的来临，早有
许多预兆。夏天的声音早就透
过那色彩浑厚的蝉声、蛙鸣声
直至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向
人们展露她狂野而又妖娆迷人
的魅力，虽然那炽热的气息里
夹杂着对春的眷恋和不舍，更
多的却是对未来的期盼和向往。

最先向我传递夏天般火热
情怀的是好友、老乡，在苏州
工作的宋继高先生，他的一篇
佳作《枇杷熟了》在西乡情韵
网站和 《如皋日报》 推出后，
引得读者一片好评，也“勾
引”得我馋意顿生。枇杷秋
萌、冬花、春实、夏果，吸天
地日月四时之气韵，是不折不
扣的“百果之王”。知我者，先
生也。之后，宋先生专门托人
捎来东山枇杷，让我品尝解
馋，着实令我意外而又感动。
宋先生与我，论年龄当为长
者，论军旅生涯当为前辈，论
学识应为老师，他在小城享有
较高声望，但为人十分低调谦
和。这个夏天，东山枇杷让我
感受到满世界浓浓的爱意。

因为笔拙，文字是不能确

切地表达我的心情的。这个夏
天，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还有
老宅的庭院，位于顾庄生态园
区的一处普通农家小院。小院
不大，但却是网友们的向往之
地，一半是因为秀丽的景色，
一半是因为庭院的主人老宅。
老宅有学者的睿智，也有师者
的敦厚宽容。采菊东篱下，悠
然于庭院。在这里你可以听品
月星的故事，可以观赏那一株
五色的月季花朵，笑声可以恣
意飘荡。“细雨茸茸湿楝花，南
风树树熟枇杷。”到老宅庭院摘
枇杷则是年前就定下的。某个
周日，众人相约在老宅院内，
扶梯的扶梯，采摘的采摘，装
篮的装篮，众人皆不亦乐乎。
小院内充满了欢笑声，这时再
论本土枇杷的味道如何已在其
次了，大伙儿更多的是在这庭
院里享受这“物外之趣”了。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
塘处处蛙。”南宋诗人赵师秀的
诗此时最为应景。在这缠绵的
雨季，你可以隔着玻璃静静地
欣赏，天空被罩在蒙蒙烟雨
中，雨水淅淅沥沥地下，有时
如瀑布般壮美，有时如溪水般
轻柔；耳听雨滴和大地的呢
喃，眼看玻璃上如串珠般的雨
水时而上下跳跃，时而蜿蜒如
蚯蚓般扭曲着身子，此时，惶
论雨水的猛烈与否，世界与你
都会显得异常安静，心灵也变
得格处空灵与纯粹。

有人说“人之幸福在于心
之幸福”。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
会给你一个惊喜。就在黄梅雨
下个不停的时候，来自省城的

一则消息则在瞬间惊爆了小
城。全省开展“十佳阅读推广
平台”评选，公众号《西乡情
韵》 有幸入围“三十五选十”
网络投票活动。五天时间，一
场游戏，见证了亲情、友情、
深情、激情，古稀之龄的长
者，睿智英武的首长，浓厚情
谊的战友，忠实的读者、作
者、铁粉，凝聚起超强力量，
把深情厚谊从大江南北、长城
内外，通过网络淋漓尽致地传
递给了公众号。三十五选十最
终进入前三，结果虽未必最令
人满意，但游戏之后，无问西
东，情意无限，令人感动满满！

这个夏天，遇到的人和事
有很多，灿若繁星。这些遇见
百转千回，让生命的故事更加
精彩纷呈。肖伯纳说：我们一
定要把人生燃得十分光明灿
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回
望人生，曾经有过很多向往、
希望，时至今日，这些希望、
向往实现的很少，大部分的依
然在路上。与公众号作伴，与
公众号的新老“铁粉”毗邻，
就像重新拥有了一个美好的梦
想。余生一天天缩短，一些向
往、奢望会一天天消失，唯有
学会快乐生活，做自己感兴趣
的事情，把自己的灵魂滋养得
有趣些，思想保持得鲜活些，
再相识相遇一些有品有味的
人，倘若能影响一些人，那此
生也算得上有点意义了。

“自古江南多苦雨，飘零眼
底洒梧桐。”身子散埋在时光
里，生命便舒展在云彩里，今
夏有点忙，但心却一点不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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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汨罗 循诗脉（五）

□江东瘦月

水泊明亮（组诗）

□刘东宏

虎 娃 陈耀剪纸

盲 夏
□黄文龙

高 考
□杨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