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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杜是一种卫矛科小乔
木，在南方地区极为常见。
叶子为椭圆形，叶尖像是一
个逗号的尾巴，叶叶相连，
把整株树点缀成一个“绵绵
无尽期”的长句。白杜虽是
寻常植物，开花时节却有其
独特魅力：浅绿色，淡黄
色，素白色，紫红色，枝头
上，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
近看时，一朵朵小花迎风而
立，娇俏可人，远看时则似
一团团棉絮，将秀色含在其
中。

白与杜组合在一起时，
是一种植物，分开来时，则
是两个湖泊——白洋湖与杜
湖。有意思的是，词语分合
之际，意义相去甚远，而美
是相同的。

白洋湖很美，像西子浣
纱，小家碧玉般清纯。

白洋湖形成于两汉时
期，古时也称“旧阳湖”，
论面积，它不及杜湖的一
半，但小与大并不是决定优
与劣的关键，白洋湖虽小，
亦有其吸引人的地方。

白洋湖边有金仙寺，亦
有革命烈士陵园。前者为古
迹，有千年历史，而后者因
为埋葬着近百名为国牺牲的
烈士的忠骨而万古不朽。山
寺钟声，日日敲响，拂动着
白洋湖中镜子般的水，也拂
动着往来此间的人的心弦。
湖水御风，卷起涟漪千层，
似在为世人祷祝平安，又似
在举酒凭吊那些牺牲的烈
士，让空气里多了些哀愁，
也多了些思念。

在湖的另一边，还有近
代著名的爱国侨商吴锦堂先
生的墓园和墓庄。锦堂先生
是观海卫镇东山头村人，自
幼出身于耕作之家。因是家
贫，他仅仅读了两年私塾，
就不得不弃文务农，与父亲
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
栖”，而当时他还尚未成
年。为了谋生，他在宁波的
豆腐店里做过小工，也在上
海的油烛店里当过帮佣，并
以其吃苦耐劳的品性赢得了
掌柜和客户的尊重。1885
年，吴锦堂在友人的资助下
东渡日本，由此开启了他的
传奇人生。事业有成后他又
发扬“闯荡世界，造福桑
梓”的宁波帮特色，在家乡
办学兴教，大修水利，使观
海卫乃至慈溪一地的百姓得
到了大实惠。仔细回想，当
地许多 70后 80后小学时候
的老师都是从锦堂先生出资
创建的锦堂师范里毕业的，
而于白洋湖和杜湖而言，
1905 年开始动工建设的水
利工程更是意义深远。

锦堂先生有首题为《独
建漾塘》的诗，字里行间流
露着对故乡和故乡人的深
情，诗云：“年来夜夜梦家
乡，上祷玄穹莫降殃。愿筑
石堤捍闾里，西流水不祸我
庄。”这漾塘的修建是整个
白杜两湖疏堵工程的其中一
部分。当时，那些古老的堤
坝年久失修，几无可用，白
洋湖与杜湖之间群山绵延，
山中又多溪涧，遇到汛期河
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吴
锦堂返乡时，听到乡邻诉
苦，当即决定出资整治水
患。除了修建漾塘，他还对
白杜两湖的堤坝进行了加
固，对通往江海的大浦进行
了疏浚，方便水之蓄纳和流
通，并通过增设减水坝控制
水位高低……整个工程规模
与声势之巨，一时无两。据
称，等到工程完工，吴锦堂
拢共花了五六年时间，耗费
了七万余金钱。而今，锦堂
先生当初的一番心血虽历百
年仍在泽被乡里，不由得不
令人感叹，也不由得不令人
追思。

白洋湖畔，锦堂先生安
息的墓园里，有清朝最后一
位状元兼实业家张謇题刻的
墓碑，墓碑两侧有一副吴锦
堂先生自撰的对联：“为爱
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
心。”这一十四字所彰显的
境界，无疑远胜于今天的许
多人。因为时间遥隔的关
系，今人对于先生的事迹知
道得并不真切，只是隐隐约
约地听老人说过，自书本里
看过，不像自己所亲历的那
般熟悉。可即便有这疏离
感，即便知道的事迹不足本
人的十之一二，我们对于锦
堂先生仍感十分敬佩。这敬
佩也如白洋湖中的水，浩浩
汤汤，生生不息。

杜湖也很美。杜湖之
杜，有木有土，湖中有水，
有古时月，足可牵惹人的情
怀。

与白洋湖不同，杜湖有
里外之分，因着湖中央一条
五公里的长堤隔成两半。杜
湖的边上皆是山峦和村庄，
放眼望去，看得见山清水秀
的样貌，也想象得见人杰地
灵的赞赏。云山苍苍，湖水
泱泱，水可包容万物，也可
汇聚风景，在这微波粼粼的
湖水四周，有山，有兽，有
草木，有虫鱼，有村庄，有
人家，还有凝聚于史册中的
荟萃人文：湖的南面有凌烟
阁上重臣虞世南的旧居，湖
的北面则有越国公袁韶的青
冢。余外，拉拉杂杂的还有
许多。

杜湖风光无限，且清晨
的杜湖、晌午的杜湖和傍晚
的杜湖，景色各不相同，但
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
值得一看再看。春夏秋冬，
朝朝暮暮，每一个季节，每
一个时间段都适合来这里。
当然，最好还是选择秋天的
黄昏来——落霞，孤鹜，秋
水，长天，萧萧风与潇潇
雨。难以想象，就着这样的
湖光山色，诗人可以作多少
的诗和词啊？堤上的垂柳，
湖中的倒影，都是诗词里的
美好意象，它们以不同的姿
态呈现，却烘托着同一种意
境。

绕湖而行，你当会发
现，在杜湖的近旁，连电线
杆和变压器都变成了一道道
风景。电线杆的底部被涂上
了一层与周围草木相近的颜
色，变压器的周围则围着古
旧的木质栅栏。不管你粗看
还是细看，它们与大自然都
是那么地协调，并无现代化
的东西惯有的突兀感。

游客若是走得累了，
可以在岸边找一个挂着旗
幡的山水人家，尝一尝地
道的农家小菜。然后静坐
片刻，边吃边看。极目骋
怀，湖间的十里长堤上，
外圈的环湖公路上，车来
人往，川流不息……

时光荏苒，在人不经意
间流逝，许多往事也在不经
意间被遗忘，而杜湖是一本
拥有无限容量的词典。百年
之后，湖上走过的人都消失
了，但湖还会在，它记着我
们的故事，一如记着曾经在
湖边走过的所有人的故事。
在无垠的时间长河里，人是
如此的渺小，渺小到错身的
刹那就会错过，可湖泊不一
样，它能记住一切。

作为慈溪的第一大湖，
杜湖还是地方百姓饮水、排
灌的重要源头，因而是严禁
垂钓的。

湖山之间多有传奇，如
今濒临绝迹的燕话便是其中
之一。明朝初年此地修建卫
城，起名时化用了秦始皇东
巡时所留的“海之大观”的
赞叹，后来又以卫名镇，沿
用至今。据传，当年建卫时
征调的士兵、匠人中有部分
来自福建，他们带来的闽南
语与地方方言互相融合，形
成了闽语方言岛，也就是所
谓的“燕话”。不过，也有
说是戚继光抗倭时形成的，
到底为哪一种，现今已不可
知。由于缺少语言环境和传
承者，当地能讲燕话的人已
经不多了，一度有失传的风
险。湖山间的另一处传奇便
是越窑了。我曾多次与观海
卫供电所的线路工人巡线至
此，看到山间有许多破碎的
陶瓷碎片，还有一处碑迹，
因是隔了许多年，碑上写些
什么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有
破碎的瓷器是确凿无疑的。
只是不知道这些碎片为后人
所制还是前人所留？如今，
杜湖白洋湖越窑窑址已被上
林湖越窑遗址合并了去，成
了一种统称。

若将湖泊比作诗人，且
以湖名为姓，白洋湖当是白
居易，而杜湖则是杜牧。诗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诗
风，于湖亦然。白居易的
诗，语言平易近人，却能为
时而著，为事而作，有国之
大爱，似吴锦堂的拳拳之
心，似烈士陵园里的具具忠
骨；而杜牧的诗，古风题材
广阔、笔力峭健，律诗文辞
清丽、情韵跌宕，似古意尚
存的“东边话”，似杜湖上
随波流转的风光与遗韵。动
静之间，同样令人难忘。

湖间白杜
潘玉毅

我对下雪的冬天深怀好感

那些年冬天时常大雪封门
麻雀院中盘旋
来年吉兆，令人喜溢言表
一大家人团团围坐，一个不缺

仓廪粮食富余
马灯中央，光焰欢欣雀跃
灶头炭火热烈
温暖仿佛会恒久远

下雪真好啊
惟愿，一直下不停
一大家人，团团围坐
谁都不会离开谁

送别

我们穿过收割之后的水稻田
鸟雀衔着稻粒，从容盘旋而去
你静静看着这掠夺之美

我们穿过正在落叶的树林
有人坐在伐倒的圆木上促膝交
谈
你在林间空地坐下来
你挑选其中一截矮树桩坐下来

有的树桩慢慢朽烂
有的树桩孕育细芽
有的长出蘑菇……
你静静看着这杀戮之美

痛苦的何止我们
何止这些草木
我们还要习惯惊艳于思念和荒
凉
习惯身边突然空出来

像梦中失足
坠入深渊的慌乱
像送别的滋味，一样秘而不宣

偶尔

沿着黑白照片般的时间
我一次次回到老屋
父亲和祖父在偏厦里鼾声大作
妹妹和弟弟睡着了

豺狗在村口轻吠
寒风将门缝和窗洞糊住了

我在作业本上造一些长句
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补
这使我安心，我知道
母亲一直陪着我

她低声哼着歌
针线偶尔掉落
灯花偶尔炸裂
我偶尔走神

月亮偶尔走神
黑暗在刹那间
淹没了外面的世界

火车与轮船

我老去的父亲。蹉跎半生
山水渐渐荒废
驼下去的背，寡淡的口舌
都在向苦难表达敬意

当我向他道别
仿佛一列火车

从沉厚的黑暗即将驶出隧道

当我的父亲顶着一头白发
离开我视线
阳光端端正正照临
仿佛捧着斑驳的染发剂
正在给他的头发着色

他背影踉跄
仿佛一艘轮船
就要驶进一段
漫长而幽暗的旅程

火车上

星辰在砂砾间投影
可以预知的远方，让我
眼睛焕发神采

像往事被孜孜不倦地追述
列车在翻山越岭
逝去的光阴如汽笛声的循环
经久不息。心绪如不倦的火车
沿着我的内心，寻找到光源
沿着我的眼眶，寻找到泪水

桥边的傍晚

那些运沙船风尘仆仆
仿佛年老的游子还乡
高压线的阴影时而纷乱
时而有序地跨过楼顶
仿佛在复制我
昨夜的梦境

我们并肩而坐
看夜色覆盖江岸，灌木
鸟巢，桥墩……

无数灯火，一次次
猛然把江岸环绕的一座小城
推开又搂紧……

多么像我们。也像每一对
尚未懂得惺惺相惜的小夫妻
激烈地争吵，相爱

此刻，我们突然集体沉默

那一年，哼着离歌，我们去
车站。路旁蜂蝶穿越春天
密匝的林带与草丛
我们穿过陌生的人群
送你出远门

这一次，集体沉默，我们去
陵园。穿过坟墓和哀伤的花圈
仿佛一群哑巴
去看望，一个哑巴

彼时，遥远的他乡曾让一群
年轻人欢欣雀跃

此刻，逼近的死亡让一群
中年人学会了闭嘴

暮晚记

晚霞撒满院子
瓜藤挂满果实

我怀着喜悦
给植物们浇水

夕照移到墙脚
那里的苔藓蓬勃，寂静，明亮

妻把孩子送到
隔壁琴行

我抬头，看到星辰
掠过天空
转身，我看到
阳台上的爬山虎
不知何时 长到了屋里

仿佛陌生人都有一张熟稔的脸

孩子们在长椅上仰望天空
星星应声从远处的楼顶升起
暮霭里，仿佛陌生人
都有一张熟稔的脸庞

在匆匆走出超市的人群中
我像每一个赶回家的儿子，丈夫
和父亲

我的购物车里
有父亲的药酒和茶叶
妻子的裙子和口红
儿子的漫画书和玩具

我对每一个
擦肩而过的人点头微笑

在寒冬的傍晚，每个夜归人
不仅向往一盏
温暖的灯火，还应有
陌生人善意的笑容，和祝福

陈德根诗歌新作选

桑梓风物

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寝室
的同学经常牙疼，长吁短叹，
捂腮咧嘴，倒吸着冷气哟哟呻
吟。我和另一个室友经常买了
一大堆吃的在她面前大吃，动
员她“以毒攻毒”，招来她的
一顿白眼。

几年前和同事面对面吃
饭，他忽然扔了饭碗，神色也
瞬间黯淡下来，一双手捂在一
侧脸上，痛苦在他的脸上迅速
集聚，双眉紧蹙的他艰难地吐
出了几个字：“不小心触到了
蛀牙。”平时每天神彩飞扬的
他，竟被这牙疼不费吹灰之力
地降服了吗？我在那里纳闷
着，偷笑着，手扶着饭碗，一
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过了不惑之年，传说中的
牙疼，我是切切实实地经受
了。是的，一切致命的邂逅都
不在意料之中，那次开心地啃
了一大截甘蔗，大嚼了两个话
梅后，突然，似乎一个话梅核
在牙隙间打了个滚，像无意中

解开一个古老魔咒，一颗牙终
于造反了：像绷足了劲儿的皮
筋，一跳又一跳，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牙疼不算病，疼
起来真要命”，果然说得不
错！一边感叹着曾经的偷笑是
多么的不道德，一边纠结到底
该不该去看牙医。在某个半梦
半醒的瞬间，牙疼忽然消失
了。我就是如此地奇怪，当牙
疼骚扰我时，恨不得立即拔
掉，但是当它远离我时，又开
始幻想或许下次就不疼了。周
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因为我
忽略了一个事实：生病的牙并

没有真的痊愈，暂时的平静只
是又一轮疼痛的前奏。

前不久，牙疼在消停了一
段日子后，又复工了。那次把
菜送进嘴里的时候，没记性的
舌头想当然地就把它翻到了蛀
牙的旁边。感觉到菜与蛀牙的
接触，已经追悔莫及了。芝麻
开门般唤醒了沉睡的岩浆，一
场痛苦的井喷又开始了，能量
超出了我的想象。下定决心去看
了牙医，连牙医也觉得折磨我多
次的蛀牙到了朽木不可雕的时
候，叹口气，说:“还是拔了
吧。”

如今，当我托着脸，想念着
最早离开我身体的小零件，无可
奈何而又懊悔之至地回顾曾经大
块朵颐、美食口福、拿牙们不当
一回事的时候，终于意识到：健
忘，并且自欺欺人，的确是我的
缺点。“好了伤疤忘了疼”之
后，会更疼的。从今以后，我要
好好善待我身体上的其他零件
哦。

牙 疼
可 乐

伏龙山，七律，平水韵

海隅百里立孤峰，
独压溟波逸势纵。
云绕崔嵬临梵宇，
涛横浩渺卧蛟龙。
孟诸剑有英雄气，
弘一书无俗世踪。
俯瞰沧桑惊巨变，
新区遍地见葱茏。

达蓬山，七律，平水韵

秦皇驻跸气何雄，
徐福扬帆渡海东。
凤浦彩霞兰馥郁，
岩崖佛迹径迷蒙。
石湖居士知交意，
蓝水渔人遗老衷。
山麓春来如蜃景，
清漪倒映蕊珠宫。

诗两首
俞 强

读书人，大凡有一个共通
的特点，就是爱囤书。

这个“囤”字，不免让人
联想到，漫长的农耕社会遗留
给我们的心理习性，似乎占有
才是安全的。无论是短缺经济
年代的囤积居奇，还是现在还
经常看到的“囤衣”“囤奶
粉”“囤古董”，其内在都有一
种对未来的显性期待，谋求一
个特定目的，或为了日后消
费，或为了物品增值，或为了
谋取更高的利益。否则，今日
的囤积行为也就失去了明日的
意义。

纸质书籍，其流通性，决
定了不可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
的稀缺品。流通，就意味着谁
都可以买到。当前高度发达的
出版市场，大概率消除了一夜
之间出现“洛阳纸贵”的技术
可能性。除非能破天荒购得一
些善本、孤本、珍本，这又非
一般读者能力所能及。

有人曾做过分析，撇去收

藏意义以外，读者囤书的目的不
外乎三种：追逐心态，名人效应
和预支需求。我认识一位仰慕文
化的朋友，家里古今中外各类名
著汗牛充栋，他本人却连“四大
名著”都还未读完，姑且算是一
种“天下书尽入我吾彀中矣”的
追逐经典心态。名人效应则比较
常见，像金庸、李敖、林清玄逝
世后，他们的著作就开始脱销，
下单的大部分还是拥趸多年的读
者粉丝。我有一本王沪宁的《比
较政治分析》，薄薄一本小册子
现在只能在旧书网上淘到，而且
价格高到离谱。这是读者、出版
界、包括作者本人都始料不及
的，拿一句当下的时髦用语，叫

做“只可从容不迫遇到，不可兵
荒马乱寻到”。对绝大多数读者
来说，囤积书籍还是第三种意
义，仅仅是一种纯粹的阅读需
求。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
一个普遍的感受是读书的速度远
远跟不上买书的节奏。汉朝人东
方朔吹嘘“三冬文史足用”，唐
朝杜甫说自己“读书破万卷”，
在现在愈发显得陌生、渺远和不
可捉摸。书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多过！虽然这其中不乏鱼目混
珠，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留给我们的“人生余额”越来越
少，想看的书，却在以一种令人
瞠目的速度繁衍、扩充，这组矛

盾似乎永远无法调和了。读者望
着书架上如渊似海的书目，在陷
入选择性迷茫之余，只能发出一
声嗟叹，“先买了再说，等空闲
了再慢慢啃”。这道表白，也只
有爱书到骨子里的资深阅读迷才
够资格，气定神闲地把书买好，
似乎离读完这本书近了一步。

这些年，随着购书途径增
多，家里的书就像这个星球上的
人口，任何鼓励或节制，都阻挡
不了绵绵密密地膨胀。以前，我
是专挑出版社买书，比如古籍选
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人文哲学
类选北大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
外国文学选上译和译林。现在，
网络时代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
刺激消费的手段层出不穷，书商
也千方百计搞营销，出一些“年
度好书”“十佳出版物”之类的
荐书榜单，更有一些苦口婆心的
荐书、荐读声音不绝于耳。让你
充分感知到，在这个炎凉的世态
里依然还有那么多读友，想与你
抱团取暖推心置腹。

书囤多了，首要面对的问
题，它会无限度挤占你的生存空
间。书架满了，搁在写字桌，写
字桌容不下，再放在床头。记得
早些年，我家曾用一个玻璃隔子
的橱柜做书架，密密匝匝的书
堆，远远超出橱柜的承载能力。
以至于在一个隆冬清晨，全家人
被一阵沉闷的夹杂着玻璃清脆碎
裂的巨响惊醒，毫无悬念，是书
架垮了。即使我们对这场必然到
来的“意外”早有预估，也免不
了父母的一顿臭骂。为了吸取教
训，家里添置了几座实木书架。
不出几日，书籍又像一群来自五
海四海的燕雁候鸟，瓜分多出的
地盘，筑巢安家，繁衍生息。书
香，成为我家一道特有的色调，
弥漫在空气里，蒸腾在岁月中，
如同光阴流逝的时钟滴答声，平
凡、随性，又不可或缺。

如何处理看过的书，又是一
个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除了典
籍、史料、工具类书外，其他书
籍基本上看完一遍就束之高阁。
只是我向来舍不得扔掉，也不能
当二手书卖掉。看过的书里有一
大堆“没头没脑”的批语、阅读

感悟，甚至是摘抄下来的句
子，这种书估计书贩子也看不
上。对于那些经典书、名著，
喜欢的书，更是万万抛弃不
得。比如安置于书架最顶层那
套上世纪九十年代岳麓书社版
的四大名著，纸页泛黄，字小
如蚁，成为我小学近视的“殊
勋”。现在偶尔拿起翻翻，想起
二十多年前父亲帮我买这套书的
情景，心里就颇感温暖了。买书
读书，其实颇像交朋友，读过这
些书，便是将这种交情珍藏于
心，并不会随岁月流逝而世易时
移，感情反而会如窖藏的美酒一
般，愈发精醇绵厚，气泽芬芳。

书囤多了，家人一直苦口婆
心劝我，不能再买了；购置一个
电子阅读器，既方便又节省空
间。可是，我对于市面上流行的
电子阅读器，总有一道绕不过的
隔阂。书一旦脱离了纸，空气里
丧失了流溢的书香，好比哲学家
丢掉了独立思考的大脑，哪怕观
点再独到，言辞再犀利，似乎总
缺少那种恰到好处的文化表达与
传承。毕竟，人类千百年文明
史，就是靠纸张和大脑承载、流
传、加工与创造开的。我还是喜
欢静静把头埋在纸质书籍里，细
细婆娑文字，品呷着书香，默默
体会那种僧尼诵经前必先沐浴更
衣、焚香斋戒的仪式感。当把一
本书捧在手心，再一页页翻过，
空气里顿时会布满旷达晶亮的气
息。这是一种揉和着纸页与岁月
的香气，像春天里绵延盛开、轻
俏秀润的花骨朵发出的，让人忍
不住想深吸一口。

由此可见，书还是要囤的，
没有煌煌的表达，也不存在深奥
的意义。囤书，只是读书人喜欢
品鉴的一道风雅小菜，一门精
辟、简练又自觉的学问修行，展
现了一名普通阅读者应有的虔
诚。蒲松龄的《书痴》，讽刺了
那种脱离实际死读书的态度，结
局还是让这位“书痴”主人公实
现了梦想。相比较而言，我也更
愿意相信，读书能给人带来好
运，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进步了。
堆积如山的书籍，就像一颗颗暂
时埋藏在尘土里的珍珠，你不必
去刻意记得它，却能在你需要的
时候，以一种雪中送炭的姿态出
现，令你不至于狼狈跌跤，不自
觉地助你完成人生蜕变。

宁静的夜晚，当我们目光偶
遇书架上的某个书脊，轻轻巧巧
取下来，随性翻阅，那是一个何
等月白风清的瑰丽世界？

囤书杂感
张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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