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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

一棵饱读诗书的古垂杨柳，盘踞于书院

正中，俨如老僧入定。在古树的浓荫匝地

里，我恍然看见一个衣袂飘飘的先人，从树

阴里悠然而出。那人面容清矍，眉开目澈，

他怀抱书卷，走向书院里的房间，开始一天

之中的晨诵。

200 多年前的诵读声，再次从天幕里袅

袅传来：“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

也！”望一望天上的云卷云舒，那多像被风打

开的一册册古籍。

夏日，我去云雾缭绕的山中，拜访苍松

翠柏掩映下的一座古书院，名为如膏书院，

它依坡而建，木石砖瓦结构，硬山式房顶，

分为前楼、大殿、后厅共三进一院两天井，

长约 40 米，宽 33 米，占地总面积约 1500 平

方米。

在书院附近村子里居住的徐大爷，而今

常来书院走走看看，有时绕着书院已被虫蛀

的巨大柱子走上几圈，眼神怔怔，一头陷入了

光阴的深水里去了。徐大爷家有一本发黄的

家谱，竖排繁体字，纸页已变得薄脆，摩挲之

中似有粉尘簌簌而落。

去书院那日，徐大爷把家谱捧到我面

前，他手指着家谱中对前辈先人的记叙告知

我，他的某先人在 1826 年中了秀才。那年，

书院已投入使用 34年。这个书院，是来到当

地的一名外乡官员承头修建的，修成后第 5

年，遭遇过一场烈火洗劫，之后该官员毅然

再次重建。

把目光投向当年的群山深处，一个赤足

少年用木棒拨开草丛上的霜露，走在山路荆

棘中。深山里的仲秋，已是霜色深重。少年

要赶往的地方，正是如膏书院。在书院授课

的老先生，也是山里读书人，据说辛苦的老先

生节衣缩食后置良田熟地 40余亩，靠田地出

租收入，尽力支撑着书院运转。如果遇到一

场大雪，学生们不回家，就靠书院里燃起的篝

火取暖，柴火燃烧的噼啪声中，火光映红了师

生们的脸，晚上伙食大都是蒸煮山里的红薯

洋芋，师生情谊，淳朴饱满。

书院往事没有照片纪录传承，我被自己

想像的场景感动了。但书院绵延的脉络清晰

可见。

117 年前，科举制度尘烟，这个破旧书院

改为学堂。抗战时期，一名姓陈的先生辗转

来到这里创办新学，书院被命名为一所小

学。一个甲子在岁月里翻身而过，书院里的

小学与当地镇上的学校合并，书院名字再次

恢复，成为省级文物古迹。

书院里的戒尺声，还响彻在书院上空。

垂柳下，松柏里，还有墨香漫溢出来。村子里

的农人，依然以书院里的古训教育子弟。住

在书院旁边的农人郑大叔告诉我，他相信“棍

棒之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的古训，对

儿孙教育一向严厉。我见郑大叔的眉毛，宛

如房屋飞檐往上耸扬，他表情严肃。对儿孙

从严管教的郑大叔，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先

后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为当地一段佳话。今

年夏天，郑大叔的两个孙子，又相继被南方和

北方的重点大学录取。

郑大叔感慨地对我说，这得感谢书院，是

它佑护着这里一代一代的后辈上进读书。住

在书院四周的乡人，历来尊师重教，这似乎是

书院里的基因流传。那些年，书院里的小学

还没撤消，乡人们杀了猪，池塘里打了鱼，荷

塘里挖了藕，家里做了好饭好菜，首先想起的

人，就是学校的老师们，他们被热情的乡人们

请来家里，上座入席。

我去的那天，正巧遇到来书院溜达的刘

大哥，他在书院里的这所小学从教 30 多年，

黑发已染霜。刘大哥告诉我，那些年，他在这

里送乡里孩子们走出大山去远方求学，是最

荣耀高光的时刻。

而今，在每年秋天逢孔子诞辰日，书院四

周的乡人们都要来书院里旧时的孔子神龛

前，满怀虔诚地焚香燃烛。后来有了一年一

度的教师节，乡人们约定俗成，把当地教师们

请到书院来合影一次，尔后吃上一顿香喷喷

的农家饭。

前年，一个做事古板认真的书院乡人，居

然通过浩瀚古籍查到当年修建这所书院的王

姓小官员的出生日，王姓芝麻官是那个地方

的汛巡检。于是，每年王姓官员的生日，这个

乡人都要进行祭奠。

离开书院时，凉风荡漾之中，院子里的玉

兰树送来芬芳气息。我在书院大门外，深深

地给它鞠了一个躬。200 多年的书院，在高

天流云下，在山色空蒙中，对我一言不发。

高 天 流 云 古 书 院

欧阳

就彭州龙门山龙漕沟山溪夺命，各种解读

满屏，鄙人也是唏嘘不已。然而，在悲悯之外，

内心里还有良多感触。

作为大凉山野蛮长成的家伙，我基本不同

意“突发山洪”的界定。客观而言，夏日的山水，

洪水骤然而至是常态，真没有“突发”一说——

即便是蓝天满目，您也不知道山那边的事，何况

山雨无序，说来就来，大小从来就没有规律。

遗憾的是，这种常识，现如今如不是被忽

视，以我的观察，至少是知之者稀。今年帐篷露

营热络，有招呼“峪沟里消暑”的后辈晚生就听

不进俺的劝诫：“千万不可在沟边扎营。”其辈声

称了解过攻略，我之耸人听闻的“想象”并没有。

问题是，我之规劝绝非想象。

讲个亲历。在我十一二岁的那一个时段，

一众顽童在河里“洗澡”，万里无云的蓝天下，

小哥几个突然发现河边的水很快涨升了一个

脚背，于是赶紧游过河。爬上河堤时洪峰的先

头部队已经在远处入眼，接下来是立马抱着衣

服光屁股奔跑。记忆里，那是最危险的一次：

在以分秒计的时间里，河水暴涨了数百倍。

这种事不是新鲜现象，家乡那条即使是丰

水期的夏季，平常流量也不足两位数的河，每

年都会席卷生命。尤其是夏季，在视力无法触

及的山那边，你不知道会不会下雨——雨云通

常很低，雨大雨小更是无从知晓。但是，因为

我的群体都很亲近自然，知道它的危险和习

性，因之，每次下河都会注意水流变化，很细微

的那种变化也不会掉以轻心。

坦率地说，我等都是笨小孩，只是因为漫

生野长，不小心都成了自然之子：敬畏是骨子

里的，就像斯特劳斯在他的人类学（人种志）学

术著作中描述的野蛮部落孩子一样。

可惜现在的人，怕输在“起跑线”的他们及

其家长，差不多完全抛弃了此类“原始”的成长

模态。有一年回到山里去探望我的河，看见水

里嬉戏的孩子，自大的我教育他们必须提高警

惕，结果我的好意被归类到胡说领域。这不奇

怪，现在连以专业标称的“攻略”家貌似都是很

无知的样子。

这么说并非我夸口。前阵子北京就有高

校“登山协会”组织者和被蛊惑的登山爱好者，

被困京郊小山岭的现实故事，末了不得不依靠

救援脱困。

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其中一条本人自

以为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攀峰上岭之先，必须

先探查清楚下来的路，因为很多看似奇峰峻岭

的山峦，上去的确不怎么费事，但能上去的“悬

崖陡坡”，很多情况下您真不能原路返回。这

也是常识。

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的热爱大

自然，就必须去亲近大自然，了解它，然后由衷

地敬畏它。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绝大部分都

必须是置身其中才能真正学到的——本本很

难复制全面的自然，即便是现在影像技术完善

极致的前提下。而在另一方面，和自然共处，

用心去体验、去感知，进而了解其习性：即使不

是全部，那也远远多于书本上所得。

实际上不仅是山野，放宽视域，对一个

人、一个族群，甚或文化集合体，真的爱，都必

须融入其中。否则，仅凭文字、图影去主观推

测，都无异于臆想，所谓热爱，不过是虚饰之

词而已。

了解自然才会有敬畏

王晓

睡在月光里，就是夏天的模样。

老 家 的 房 子 青 砖 砌 墙 ，盖 小

瓦。这种房子，看起来气派，就是

不隔热。暑气穿过屋顶，直达室

内，家里哪哪都热。夜里想睡个好

觉，成了难题。记得从小暑到中秋

两三个月时间，除了下雨，基本都

睡在屋外。现在，经岁月淘洗后留

下的记忆，更多的是乐趣和惬意。

门前的砖地，奶奶用扫帚仔细

扫过，地面也撒过水，压下浮尘。

吃过晚饭的小桌子，不收，留着乘

凉。竹床搬出来，就着晾衣绳，挂

好蚊帐。椅子、凳子也都搬出来。

这是一家人对抗入暑热的武器。

再热，觉还是要睡的。

各人依据身形，选择合适的地

方睡觉。小孩子睡配尼龙帐子的

竹床，爸爸身形高大，吃饭的小长

桌躺上去正好。其他人，躺椅可将

就，几张椅子拼起来也可睡，最不

济两张板凳一合，也是床。

我家门口是邻居们聚集的地

方，大家都热得睡不着，摇着蒲扇踏着拖鞋聚来了。小凳子、

大蒲团搬出来分给大家坐，来迟的门槛上挤。蒲棒头点起，艾

叶熏起来，蚊子们似乎怕了，嗡嗡声远了一些，偶有一两只不

怕死的，大蒲扇一拍，也逃得无影踪。

夏夜纳凉不点灯。月光如银，倾泻在整个村庄。我家门

口敞亮无树，一地丰厚的雪花银。纳凉的女人还带活来干，剥

毛豆，扣鸡头米，月光白亮，自如得很。两旁厢房和树木的剪

影，在月色里黑白分明，巷道里，光影移动，那是时间。

奶奶通常先收拾好锅碗，再收拾我们，洗好澡，拍好痱子

粉，把我们撵到撑好蚊帐的小竹床里，要安静躺着。哪里安静

得下？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很快纠缠一窝。大人们在月下讲

农事周期，讲家常里短，讲前庄后舍的奇人趣事，我们哪里待

得住？趁奶奶不注意，溜出蚊帐，和小伙伴们用点亮的蒲棒头

打仗。红红的火点，在对方面前画八字，看到对方畏惧不前，

开心大笑，自己被对方吓过的经历也就此一笔勾销。偶有失

手被烫者，哭嚎声嘶力竭，不到一袋烟工夫忘到脚后跟，又玩

成一团，大人追着屁股都喊不回。看我们疯得汗如雨淋，奶奶

就说这澡白洗了。

奶奶的那趟澡本来就是白洗的。我家临河居，一条南北

向的三王河，明亮如绸。二爷水性最好，也最喜欢孩子，看我

们热得慌，会带我们去几步远的水码头夜游，浸湿全身，身上

有水，速度如风，好似有了阵阵凉爽。

打过仗戏过水，肚子自然就饿了。这个时候，最宜杀个

大西瓜，解饿又解渴。奶奶最懂我们心思，抱出用井水憋了

半天的黑纹瓜，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众人分食，

笑声朗朗。隔一天，他们会带来自家炒蚕豆、煮菱角、嫩莲蓬

给我们解馋。我们很愿意庄邻来分瓜，长大后，这成了乡愁

的一部分。

吃饱喝足，我们有了倦意，自个儿爬上竹床，边看满天星

星，边听大人讲话。奶奶摇着蒲扇，安抚我们：睡吧，睡吧。我

们躺在竹床上，虽然还是热得睡不着，好在竹床吱吱嘎嘎催

眠，不远处蛙鼓虫鸣、群鱼吻水都往耳朵里钻，好似有风，从水

边芦苇叶尖上赶来。水泥船舱里长的慈菇、菜地边的薄荷、后

塘里的莲藕……丝丝缕缕的香气都送到鼻子底下，燠热生出

的烦躁渐渐平息。

月色笼村庄，也罩着我们，眼皮渐渐搭上。心，借着月色

升高了一些。再远的地方，隔着一条河，稻花正秀，桑叶正饱，

无花果一点点变红，大地上的一切，都和我们没在银子样清亮

的月光里。

江 夏 散 记
朱小平

守静观海G

睡
在
月
光
里

《东篱秋色》

江夏建县有千年的历史，号称楚天首县。如今的江夏

区是武汉市最大的一个区，有亚洲最大的城中湖——汤逊

湖，水域占全区面积近一半，还有青山翠岭，真是“半城山色

半城湖”！

到湖北经济学院参观，这所有 115年历史的学校，前身是

当年张之洞筹建的新式学堂。张之洞于 1903 年与张百熙等

人制订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成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开端。但

在此之前，张之洞已开始创办新式学堂：1893 年创办自强学

堂(武汉经济与管理学院前身)，1896 年创办湖北农务学堂(今

为华中农业大学)，1898 年创办湖北工艺学堂(今武汉理工大

学，并衍生武汉科技大学和武汉纺织大学)……武汉 5所百年

大学，有 4 所为张之洞创办，比北大、清华诞生还要早！1907

年，张之洞离任湖广总督时，湖北已有新式学堂 1512所，学生

5万多人。现在的湖北经济学院与张之洞的学堂已经不可同

日而语。

在学院内的楚菜研究院，看到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表

演烹饪技艺，知道她竟然是全国技能大赛最年轻的冠军！想

起当年张之洞创办了那么多新式学堂，但女子是不能入学的，

怎不令人感慨？

更令人惊讶的是：江夏区内有 22 所高校和 26 万名大学

生，使江夏成为“唯楚有材”的人文胜地。而高科技主导的产

业，更是令人目不暇接。仅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有７个！开发

区内的上汽通用公司、博世华域公司（专生产汽车转向轴），高

科技自动化的程度令我大吃一惊：五千多平方米的生产线，包

括车铣刨磨等，只有两个工人和６个技术员！

我当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干过焊工、磨具钳工、线

切割和电火花自动车床，后来调到科室。那时遥想自动化，认

为遥不可及，而现在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制造业种类最全

的国家，若自主知识产权再飞跃上新的层楼，前景更会更加灿

烂辉煌。

参观中和湖北作家刘醒龙先生极有共同语言，他当年高

中毕业分配到工厂当了车工，对此兴致盎然，与我相顾赞叹，

只是车间里熟悉的机油味，已非当年故物了。

江夏给了我很多惊奇和惊喜。参观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此为灭活疫苗产地之一，现年产量已达 10 亿剂。作为中

国人，自豪之情当然是油然而生，武汉的抗疫大会战和武汉

研发疫苗，都是“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腾讯软件研发中心

也落户在江夏，我惊诧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很多原来都出自

这里……在五里街，浏览乡村振兴馆、方稼慢乡、小朱湾，当地

村民开办旅游民宿，或出租房屋，年收入可达 30万元至 100万

元。这是何等令人欣喜的数字！

几天的行程只能是走马观花，江夏的一山一湖、一街一

镇、一草一木……但点点滴滴已经令人不得不衷心点赞。

抚今忆昔，江夏人有理由感到自豪。

江夏大地已然日新月异，绽放出灿烂夺目的异彩！

（轴·局部）

恽寿平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恽 寿 平 (1633~
1690)，初名格，字寿
平，又字正叔，别号南
田，江苏武进人。清
代著名画家，创常州
派，为清朝“一代之
冠”。其画作特点是
以潇洒秀逸的用笔直
接点蘸颜色敷染成
画，讲究形似，但又不
以形似为满足，有文
人画的情调、韵味。

恽 寿 平 早 年 向
伯父恽向学画山水，
后取法元代王蒙、黄
公望、倪瓒，并上溯
董源、巨然，有很高
成就，以神韵、情趣
取胜，与“四王”（ 王
时敏、王鉴、王犟、王
原祁）、吴历并称“清
初六大家”。中年以
后转为以画花卉禽
虫为主，所画花卉，
很少勾勒，以水墨着
色渲染，用笔含蓄，
画 法 工 整 ，明 丽 简
洁，天趣盎然。

配文·供图 络因

这是1922年的春天
安源老后街福斋巷
已是深夜，一盏不知疲倦的煤油灯
在黑夜中显得特别醒目
一群年轻人来不及脱下疲惫
潮水般涌过来
年轻人端坐着，仔细聆听
凝视着黑板，似懂又非懂
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养分
在这个别样的春天里
他们听见了惊雷的声音
在这里，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
把心底的压抑化作一个个烟圈
一口接着一口吐出来
誓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体面和尊严

安源路矿工人夜校
包华其

清晨或黄昏，走在路上，不经意间，常有清

凉的风扑面而来。两场秋雨过后，夜开始凉如

水。恍然发觉，秋应该是从夜里缓缓走来的。

泛着淡淡青绿的槐花落了一地，我尽量

不让自己的鞋子踩在落花上，抬起头，入目依

旧是繁花满树，斑斓着岁月与时光。常有小

小落花吻我的短发，轻拍我单薄的肩膀，我轻

轻微笑，展开手掌，接几朵落花在手，打开随

身携带的书本，郑重地珍藏起来。深吸一口

气，鼻尖萦绕着淡淡幽香，让我不知不觉沉

醉，沉醉在浅秋时光里。

老街斑驳的围墙上，肆意生长的爬山虎

即将迎来它们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经过了

一春一夏，它们早已倾尽生命中的全部力量，

不断地攀爬再攀爬，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姿

态，凭借一己之力，用盎然绿意将灰扑扑的古

老街巷装点出了清新的味道。秋雨过后，原

本翠绿的叶子开始透出一点点红，令人忍不

住驻足细看，试图在叶片的脉络间感知一些

秋的讯息。每到这个时候，淡定如我，也开始

在心中悄然祈盼，只愿这叶子红得快一点儿

再快一点，期盼着这热烈的红能让稍显萧索

的老街重新焕发出别样的生机。

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次第绽开笑颜，不同

于春花的娇弱，夏花的明媚，盛开在秋风里

的花，它们无论花朵大小，一律颜色很正，仿

佛充满了力量，红的热烈，黄的灿烂，粉的纯

粹……这些竭尽全力绽放的生命之花，书写

出独属于秋的绚烂。

无论如何精心养护的草坪，到了这个季

节，也不再翠绿了。这个时候草的颜色很难描

述，依旧是绿的，却总感觉少了些生机与活力，

绿得有些勉强。秋再深一点儿，草开始慢慢泛

黄，这个过程很神奇，有时需要很久，有时不过

是一夜之间。草泛黄是从叶子开始的，最初是

叶尖，慢慢地往下再往下，直到整片叶子都黄

了，等整株草变黄以后，秋也深了。

浅秋染时光，行走在深绿浅红的风景中，

我静静享受草木与初秋的相遇之美，我试图

在繁华落地之前，努力将这份对浅秋的喜爱

轻轻揉进岁月里，让它们与我，温暖相伴。

浅秋染时光
张晓杰

《沃格蒙特的玫瑰》皮埃尔·雷诺阿[法]
玛咖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