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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谈

寻根
“旅游”
方印华

《望海潮·咏慈溪》（外三首）
俞 强

杭湾南岸，屏山北麓，跨虹天
堑飞驰。
雄踞百强，融通四海，弄潮还
看今时。
智造创传奇。射涛精神在，所
向披糜。
再建丰功，胜如齐力造长堤。

悲丝。
空负了，婵娟岁岁佳期。
青眼向君共醉，箕斗淡、我已
忘机。
抬眸处，山深水澹，鸿翥夜栖
迟。
读诗友吟咏芭蕉，和之，七律，

沃畴硕果累累。忆女娲炼石，
精卫衔枝。
源溯句章，疆分鄮县，千年慈
孝蕃滋。
秘色冠青瓷。棉盐堆成雪，三
北神姿。
欲展新图万卷，更喜巨毫提。

满庭芳·己亥中秋之夜诗友

平水韵
中岁归来也未迟，
坐看风起绿参差。
曾经春影芸窗畔，
最是秋痕夜雨时。
一梦蝶迷何处觅？
寸心叶抱有人知。
辋川逸笔无尘迹，
雪里浓阴更不疑。

梅湖雅集

秋夜与友人访晋风堂，七律

幽馥萦堤，爽风拂岸，一年秋
月圆时。
登临遥望，绰影寄秋思。
自古幽情难断，嗟多少、吴质
琼枝。
对寥廓，姮娥依旧，寂寞露沾
衣。

以平水韵记之

红尘终相似，庄生梦蝶，墨子

古风墨韵沁华堂，
学院精神脉络长。
廿四条屏疏影妙，
二三老友白茶香。
欲栖陶令归来处，
如入坡仙酩酊乡。
灯下闲聊随兴远，
不知楼外夜茫茫。

幸而你不曾老去，骨骼如约薄
成蝉翼
有时来坐坐，看看，走走，听
听
似履行一回天赋身份的象征
你掏出那肉做的葫芦，叫一声
我的名字

一宁的诗
我答应了，你却听不见了

一旦打开，湖心亭就挤进来
带刺蔷薇和圆滑山石也挤进来
垂钓者忽然下坠的浮漂
勾着少女衣襟的纽扣挤进来
撞钟和尚撒了句小谎
庙前榕树的气根披头散发挤进
来
可不是
孩子在哭鸭子在叫，春雷阵阵
庭外花香挥起无形的拳头
——门闩似有红漆掉落

夜景
路灯拖去鞋子站在风里
风在码头调戏一叶等客的船
船悠悠地晃，多情的江水
此刻让婆娑的楼影纠结
纠结于夏日晚凉的蕾丝裙
裙边镶朵朵金莲，月从底下
升起来，广场的高声部
升起来，喷泉的自画像
升起来，风筝梳理一遍羽毛
在霓虹中找到回家的路

过街
舞女的粉底驱动一条街的齿轮
广场上堆满黄昏
广场上吹起孤零的鸽子毛
人们从这里过

春分
大门从不轻易打开

故乡的小桥很窄，仅只有 桑梓风物
三米宽；故乡的小桥很短，桥
板青里透红，长不足五米。站
在桥上的孩子就是我，聆听着
母亲在桥边埠头一下又一下的
捣衣声，看着衣服在水里激起
的水花。时而远望着青葱年
少的后生或躬腰驼背的老
者，肩挑饭篮向地里走去的背 板给了我们力量的源泉。
影，在桥的那头消失；悠闲的
据 《光绪县志》 记载，古
麻花鸭在油车江上划水；向西 花桥在观海卫镇里宅方家和泽
望是一条笔直的高路墩，在朝 山翁家交界处，又名永庆桥。
霞里银光闪闪，一代代的行者 宋代梁式古石桥，落款“宋理
已把石板踩得分外光滑凝重； 宗景定五年 （1264 年） 甲子
南面一条大路通向灰墙黑瓦， 建 ”， 旁 落 有 “ 乾 隆 十 二 年
有着翘檐的后横沈家，有一间 （1747 年） 阮□□、沈天祥重
与我有关。
建”。听祖父讲过，我们后横
花桥，静静地守候在油车 沈家是从沈师桥搬来的，到如
江上已有七个世纪多，是连接 今已过八代。我紧追着问先辈
里宅方家、花桥头、泽山翁家 转走他乡的原因，东面有着大
的要道。记得童年常和弟弟去 片肥沃的耕地，房子又紧挨油
买盐和酱油，等跨上桥，手指 车江，陆路水路极为方便。若
总要放在桥栏上，摸索并丈量 遇夏天少雨河水枯竭，可苦了
着往前走，那温润和不粗糙的 那些农人了。“挑柴到三塘，
感觉，足以让我们欢跳着跑向 眼里泪汪汪；挑柴到头塘，喉
不远处的小店，似乎桥上的石 咙像火烧；挑柴到半塘，眼泪

也从那里过
从红色沙漠绝望的风声里过
手背上画满刀叉
和圣母灯泡般饱胀的乳房
面朝鱼骨卡不到的西方
那里植物失明
泥土一遍遍吞食自我
不必是极乐的
但是安全的，受控的，浓郁的
就像
舞女的粉底
台风与我要交代的诸多事宜
已经很久了
我觉得身体不是我的
精神不是我的
灵魂不是我的

故乡的小桥
沈碧荷
就揩燥；柴到古花桥，哦哦充
好佬。”童谣说出了旧时农人
劳作的艰辛。
故乡少山多水，至今还延
续着美丽的传说：古花桥下人
丁兴旺，主人想在烂泥塘里建
房，路边挖条河塘与大河相
通，挖上来的泥土刚好垫高地
基。真是不错的打算，可是众
人奇怪于挖好的河塘过了夜又
满出来。真巧北面的太白老龙
幻化成先生，给他们出了主
意。第二天河塘挖成了，但是
抗锨上沾染着的血迹让他们很
是疑虑。原来烂泥塘下住着神
凤凰，抗锨把凤凰的翅膀伤着
了，受了伤的凤凰，半夜向南
边的五磊寺飞去了。河塘水清

陈迎平

慈溪诗词

天窗打下的光一天天发白
每日点燃一方草垛，才看清你
袅袅身躯
“与万物共生，万物痛，你痛”
水那边的柔软地，从未有船靠
岸
我只身前往，拖着锁链，不思
杂念

上林诗苑

潮起潮落 （国画）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 之无愧的。正是因为这些诗
宗访祖可算得上是颇具特色的 歌，让谢灵运收获了众多的粉
行为。这种与西方文化有着明 丝，虽然这些粉丝的表白晚了
显差异的心理表述和举止行 一点，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诗坛
动，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古已有 的地位。比如沈约说，
“灵运之
之的人文情怀，而且也是凝聚 兴会标举”；钟嵘说，“然名章
人心的一股力量。那些旅居海 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
外的华人华侨，有的已经好几 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
代甚至十几代离开故土，但他 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
们自幼受到不忘故乡的教育， 高洁也”
；就连梁元帝萧绎读了
每隔几年总会回到家乡，走进 谢灵运的诗后也是赞不绝口。
祠堂去祭奠祖先，这样的行为 可见他在当时诗坛所负的盛名。
通常称之为寻根之旅。
也许是李白无意间起了个
其实，“旅游”一词，是 带头作用，使这条唐诗之路上
近年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的后来者可谓是络绎不绝。有
后才出现的。在古人的书写 人曾做过统计：有唐一代的诗
中，常用的词汇是游览、踏 人多达 2200 余名，而追寻李
青、访友、寻故等。比如李白 白行踪的就有 450 余人。这条
曾两次来到浙东一带寻访，目 唐 诗 之 路 起 自 越 州 （今 绍
的是寻找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贺 兴），终于温州，中间横跨明
知章和心中崇拜的偶像谢灵 州 （今宁波） 和台州。李白第
运。如果说贺知章是在退休前 一次来这里是在公元 747 年，
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并称他 第 二 次 是 在 九 年 之 后 的 756
为“谪仙人”，使李白有了入 年。这一年的 6 月，安禄山在
职翰林院并一展才华的机会， 洛阳称帝后，发兵围攻长安，
那么，谢灵运则完全是个另 唐玄宗只好亡命出逃。李白在
类。谢氏一族自从谢衡为避八 安禄山刚刚起兵时还期望着叛
王之乱从河南太康迁徙到浙江 乱早点平息，他可以返回长
上虞后，到谢灵运已经是第六 安，可是局势的变化令他不忍
代。这个被誉为江南才子的人 卒看，于是毅然决定离开淮
当官并不成功，但在诗歌创作 南，向浙东而来。此时的李白
上却是别具一格。他一反以前 家庭离乱，妻子已经离他而
诗以言志为主的创作传统，通 去，囊中羞涩，但他明白一个
过自己的亲身游历，写出了大 道理，人穷并不可怕，志短才
量歌颂江南美景的作品，因此 无药难救。就这样，他决定效
也被称作中国山水诗的开创 仿谢灵运，以旅游来亲近山
者。从这一渊源上说，谢灵运 水，用探访来寻找友情。他过
是将旅游与诗歌完美结合的开 当涂、到宣城、至溧阳、经湖
创者。当然，令谢灵运没有想 州，然后一路向南，来到郯中
到的是，三百年之后，李白会 （今嵊州上虞一带）。在这次旅
循着他的足迹重新来到这里， 游中，李白写下了十几首诗
探访当年的山水旧迹。更让李 歌。如 《早望海霞边》《越中
白没有预料的是，经历了一千 揽古》《谢公亭》 等就是在旅
两百多年之后，他所走过的那 游中创作的。可惜的是，此时
段崎岖山路会以“浙东唐诗之 贺知章已于十年前去世，给他
路”的名义被重新开发。
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为此，他
谢灵运纵情于山水间并非 专 门 写 了 《对 酒 忆 贺 监 两
偶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官 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狂
场里的失意。他是东晋名将谢 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
玄之孙，谢安是他的曾叔祖。 镜湖水，为君台沼荣。人亡馀
由于出生于名门之后，谢灵运 古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
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 梦，凄然伤我情。”这首诗哀
上他聪明好学，年纪轻轻就已 婉悲切，令人动容，既是旅游
经在文坛获得了很好的名声。 途中的真实写照，也表达了李
成年以后，他先后担任过相国 白怀念故友的真实感情。
从事郎中 （守卫京师部队的副
就像东晋时期那次“少长
职）、世子左卫率等职务。刘 咸集，群贤毕至”的聚会一
宋代晋后，他任散骑侍郎、太 样，如果没有王羲之那篇 《兰
子左卫率，后因与执政大臣不 亭序》 存世，这次聚会也许就
和，改为永嘉太守 （即今温 会变得默默无闻。正是由于
州）。来到永嘉不久他便辞去 《兰亭序》 的存在和流传，才
了官职，回到老家隐居。在此 使其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
期间，谢灵运并没有消沉，他 件大事。同样，谢灵运将山水
把目光瞄准了山山水水。他一 诗创作应用于旅途，让旅游有
面游览浙东一带的山水风光， 了文化的属性，也使旅游成为
一面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歌。 了文学记录和描述的对象，文
正是这些旅游及诗歌作品，使 人抒情寄怀的载体。由此可
他的名声留在了史册，并且因 见，谢灵运在对旅游文化培土
此而获得了山水诗鼻祖的荣 播种、开枝散叶的同时，也让
誉。可见，他的山水诗还真的 诗歌创作和传播有了更为广阔
别具风采，不但打破了东晋以 的舞台。从这一意义上说，其
来玄诗充斥的局面，扩大了诗 功至伟至大已是赫然可见了。
歌表现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 今 天 ，“ 美 丽 中 国 ， 诗 画 浙
南朝的诗坛，而且也为旅游与 江”已经成为了推向世界的一
诗歌的融合开启了一条崭新的 个亮丽品牌，而谢灵运的创新
途径。所以，作为一个旅游文 精神和李白的写景抒意情怀是
化的开拓者和启蒙者，他是当 不该被后人轻易忘掉的。

你叫我一声名字，我答应了
却舍不得把我收回你肉做的葫
芦
放我归山，归田，归城郭
又在暗中设下火圈，急流，天
堑和猛兽
苦于寻找你怜悯的眼神，毫无
线索

周末的早上
可能是因为风的缘故，也
可能是秋气本身，闲适的周末
早上有一种特别的明净与凉
爽。
在村落里漫步，金色的阳
光落到身上，竟是暖洋洋的感
觉，久违了。经过一小片邻人
栽种的竹丛，风里送来竹叶特
有的气息，很怡人。大朵大朵
的云团悬在半空，似乎要擦着
不远处高耸的松树梢了。文化
宫里的荷塘一片层层叠叠的
绿，偶见几个莲房支棱在满池
的荷叶上；这时候，白的粉的
花儿全不见了，但叶色也尚未
枯，暑气削减，秋气未厉，荷
的清芬依旧。香樟、辛夷、含
笑、紫藤萝，都兀自绿着，唯
有紫薇花一簇簇在枝头开得明
艳，花儿与它淡薄的影子都在
风里轻轻摇曳。中秋近了，月
儿趋明，若是晴朗的月夜，见
此情形，自然又可以说“紫薇
浸月”
。
临时起意，去了一趟姨妈
家，带了些月饼与时令水果。
然而，回程的时候，车里又装
了水果、油、发财树等回来。
好像每次都是如此，装回来的
东西要比带过去的多，貌若一
次不对等的物物交换；然而，
谁又会计较这些呢？有姊妹如
此，母之幸也。
我喜欢姨妈家的草木气
息。屋后那片荒草丛生的土
地，应该算得上是童年时代的
百草园。时序匆匆，旧日印象

澈、宁静，人们希望凤凰还会回
来，就把这个河塘叫做“凤凰
池”，等着凤凰的回归。
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但留给
我们的只是曾经有过的欢愉：春
天桥旁栎树浓郁的紫色香味，一
到夏天串串绿色滚圆的栎树滚
滚；宽宽的泡桐树的伞盖，枝条
上聚集的肉质的、钟状的、浅白
色花絮，是我们所向往的。小孩
子们不顾大人的责骂，乘中午没
人瞧见，总要攀上桥栏一手搭在
粗壮的树枝上，一手拿着细竹竿
尽力向前延伸着，同伴费力地拉
过一根枝条，摘下一粒粒圆实的
果子，或者翠生生的花朵，像得
了宝贝似的在小伙伴中炫耀一
番，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船是农家主要的交通工具，
收获的季节，满满的收成直逼得
船沿含在水里。父亲掌着舵，丰
收的喜悦挂在笑脸上。不时地和
岸上的人闲谈着。儿子拉着纤弓
着背，回头望向船的眼神，仿佛
看着他的新娘。母亲说等钱攒够
了，就该给你说门亲了。
船过之处蕴起的水花，惊起
鸭的雀跃，鸭子傻得可爱，总要
向远离的船追逐一段才肯回头。
花桥脚下是鱼虾的藏身地，在
桥墩的石缝里会钻出一两棵小草，
碧艳艳的，半截藏在水里半截露出
水面，水下细细的草尖上停着的小
虾能看到它的呼吸。我们总是轻手
轻脚，试探着慢慢靠近，用两手俘
虏了龇牙咧嘴的它们。
夏秋季节，太阳下山以后，
花桥上是最热闹的：吃好晚饭的
爷爷奶奶们，搬来吱吱呀呀会说
话的竹椅子，坐在桥脚边，慢悠
悠地摇着蒲扇乘凉；有的干脆坐
在桥沿上，话语里离不开经年的
收成；此时经过一天劳作的人们
回望的是家的方向，他们迎着彩
霞出门，背着秋凉的晚月而归，
他们归心似箭；家有清泉般的甜
水，家有泥土芳香的米饭和苋菜
干；踏上花桥也许可以轻轻透口
气，再饿、再渴都是欢喜，因为
家已在跟前。我们小孩子搬了小
板凳，不管父亲的呵斥，坐在花

烟草女人佩刀和削发传奇
统统都不是我的
我盯着星空反射的弧状人形
想起绿色啤酒瓶底下
荒芜的旱季漫长
台风来得正好
园子
蝴蝶收回翅膀立起屏风
花簇惊愕，忘了自己是芒刺
带箍的白马卸下尾鬃
编作三股琴弦
一弹就是一个夏
缺角凉亭的倒影逆流而上
一串爬藤路过
连起树窝之间壁虎的巢
静等夕阳的叶
撑开远处一轮蛙鸣
蛞蝓绕井三周
默默画下自己的结局
长夜未至
无尾白马踏溪而下
踏进女人深深的怨艾

桥的步档上等着晚归的父亲。
一 年 秋 天，十一二岁的我
们，学着父辈的样子，扛着扁担
箩筐，踏上花桥走向泥土芳香的
土地。我们高兴地发现每一块土
地都丰盛饱满，散发着好闻的气
息；感觉脚下的泥土很是松软有
弹性，看打架的小鸟受了惊飞离
了树上，地边的水沟里小鱼吐着
泡泡；半截蚯蚓拼命钻入泥洞。
祖母吩咐要我们两姐弟挖两棵大
白菜，我们商量后觉得走这么多
的路，就挖两棵大白菜太不合算
了，四棵应该没有问题的。谁知
捆好大白菜，还没压上肩膀，大
白菜挣脱绳子一头栽倒地头。弟
弟用父亲那里学来的手段，总算
把白菜捆紧。担在肩上的欣喜，
让他快步如飞；可还未拐过一条
塘路，弟弟的一侧肩膀已往下
沉，两手托着扁担帮肩分担着白
菜的重量。我接过弟弟的担子放
上肩头，一种压力沉沉地在肩
上，又向心里蔓延，我快步向前
想减轻重压的强度。心里想着不
要输给弟弟，硬撑的下场让我不
由得头往两肩里缩，放下歇歇是
最好的办法。凉风习习，放下重
担的感觉真好。再一次担在肩
上，学着大人们的姿势，左右肩
换着。直到看见古花桥的远影，
两人又振作了精神。我们把菜放
下，就地坐在桥面上，那种舒畅
的感觉只有劳累后的人才能感觉
得到。祖母迈着小脚走来，看着
我们狼狈的模样，心疼地数落着
我们的不是：小小年纪，骨头还
嫩嫩的，挑这么重的分量是要挑
伤的。祖母走过桥，从又软又小
用布缝的钱包里摸出两角钱，给
我们买了烧饼，那刚出炉的烧
饼。就着清凉的河风，鲜香适口
美味无比。
那里锣鼓喧天人山人海，迎
亲的队伍从桥上经过，新娘一袭
红装脚踏红地毯，她要离开生养
她的故土，把父母留在桥的那
头。她远嫁他乡，古花桥影渐行
渐远。
是 的，随 着周围 高楼的新
建，桥旁路基的垫高，水泥路替
代了石板路；自行车、摩托车的
出现，古花桥的台阶已被注满水
泥，改成了斜坡。两边的河滩、
河埠头被垒石淹埋，桥栏的两侧
生长着厚厚的苔藓。昔日的古花
桥像一条板凳，矮小、佝偻，唯
有挥之不去的记忆仿佛还在昨
日，不变的是它的风采。

卜，听周公翩翩谜谈化蝶的是
是非非，信则有，不信则无，
也算是个生活的小调剂。哪里
知道，它还可以有香气，有音
乐，有浓妍的色彩。
《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
的花的名字》 ——不知道是不
黄 蓉
是受了这个长到忧伤的日漫名
的启发，有一天梦里的郊野
固然模糊了，眼前所见之景也 就开始收敛柔薄的美，从未见 象） 也成了辽远的迷案一桩。清 （这么写的时候貌似有几分爱丽
并非一如从前。唯有那棵结满 过如此茂盛茁壮的景象。相形 晰如昨的还是在工作以后。焦虑 丝梦游仙境的味道） 随风而来一
了苍绿饱满之果实的柚子树与 之下，不禁心疼起我的蓝紫牵 裹挟，飞檐走壁除暴安良的梦做 股细细的花香，恰到好处的淡淡
记忆的高度吻合。当然，它更 牛，三秒。
了不少，还有追杀与反追杀，武 芳馨，绵远悠长，似曾相识又失
高、更大、也更老了。曾有人
有时还意外见到了灵活的 侠与谍战的戏码轻松上演；更有 忆般茫茫无着，惊喜与好奇之
愿斥巨资将它买走，姨妈毫不 乌骨鸡与憨笨的绿头鸭，权当 甚者，激战过后，遍野尸横血流 余，遍寻小径，它却如神迹杳杳
犹豫地回绝了。我记得童年物 短暂温习了一曲田园牧歌。
成河的惨凄也轰然入梦，醒后的 无踪。后来我想，倘若能在清醒
资贫瘠的岁月里那些金黄成熟
伫立庭院，阳光朗朗，凉 疑惧一言难尽。
中再次嗅到它的芬芳，我一定能
的柚子正好装点了一个小孩细 风习习，绿影婆娑。地界处的
稍好一些的，是平白日子的 说出它的名字来。
细碎碎的梦。抱几只沉甸甸的 水杉参天，在云天下站成整整 流水叙事，庸常一如白日。有一
今天清晨的梦更似幻境。情
果子回家，吃是不吃的，就是 齐齐的一排，是寒来暑往永远 回，梦及公车内壁的一个“瞬” 节曲折，渐次模糊；场景绚丽，
放在屋子里，让它静静散发香 都看不厌的风景。
字涂鸦，充满了艺术感，深觉这 记忆犹新。故事很长，有扑朔迷
气，像另一种富足。
是在梦中的独创——与绘事终究 离的升降梯观察故事，也有寻常
匍匐在地的藤蔓上结着老
说梦
缘悭，始终不曾付之画笔——但 的办公室生涯取景，如何顺畅衔
迈的丝瓜，深绿色，肚子肥
月华流照，思绪飞扬。延 聊胜于无一般地记了好久，怀着 接，亦未可知。只知，半道上，
大，可以采摘下来泡在河水中 续暑期而来的梦境继续升级， 些许窃喜。
忽有古典乐绵绵不绝地响起，猜
做丝瓜络了。无花果树结了许 瑰丽非凡。
然而，终是鲜有令人含笑的 测是维瓦尔第，继而想象的羽翼
多青绿的小果子，甫一成熟，
自来噩梦居多，从哭泣中 梦。怪就怪在最近，生活并无预 渐丰，遍青山繁花缀玉，天光下
便会有眼明嘴疾的鸟儿捷足来 醒来的情节可以追溯到初初记 料之外的起伏，梦境却一改往日 云影竞逐，春来物欢景明，大抵
尝鲜，人往往只能甘拜下风。 事的幼年。人群里，孤独的列 姿容，换作欢颜频频入场。描绘 如是。恍然坐了热气球徐徐升
屋前那片地里也种了无花 车飞驰而去，我在车上，妈妈 事物在文学上有个说法叫“多感 空，春山晴空尽纳眼底，身心轻
果，不过被繁盛的蓝牵牛所缠 在车下，这样撕心裂肺的被抛 官角度”，升级版美梦居然华丽 如白云；又似乘着悬空的索道，
绕与覆盖，依稀可见而已。旁 弃感浸透了黑夜，溢出来，渗 又细腻到可调动多种感官。最初 山峦起伏的线条流动，锦绣草坡
边的枇杷树也在牵牛花的势力 入黎明，渗入往后的光阴迢 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如愿以偿，轻 亦如流水盛宴，美不胜收。
范围之内，有“灭顶”之虞。 递。也许，这便是安全感淡薄 轻的喜悦之余只是感慨梦里也深
并非所有的日常都要追问情
我栽在围墙根的牵牛从来只有 的源头所在。
知何为得偿所愿做自己。简单的 由，不知美梦所从来亦不算憾
稀稀疏疏的几茎藤蔓，要等秋
高三之前或许不知失眠为 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情绪感受是梦 事，就当是庸常日子里开出的一
凉的清晨才偶见几朵小花儿。 何物，但求学期间的梦境暂时 境的一般属性，通常，人们不会 朵花，朗心向月，祝美流年。
单薄的蓝紫色，日头稍高一些 （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有印 再念及其他，顶多神神叨叨问个

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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