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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国 春 早●从维熙专栏●

■在 我 生 活 的 刻

度盘上，还没有留

下 春 夜 无 眠 的 往

事，但在南国之春

的深情抚摸下，我

痴醉于湖边的水波

之中。

信 念 的 力 量 □马 军

□从维熙

红泥小火炉 □张燕峰

流浪汉的
诚 信

□李晓琦

让一场场可能树折叶落的残景

化作馥香弥漫的花径

让一次次可能跌碰挂伤的险程

化作平安顺畅的穿行

游人赏花拂叶，一路欢歌笑语

大海风平浪静，暗流已化无形

望着幸福的人们穿梭流动的身影

听着喧嚣的城市渐渐睡去的沉静

你疲惫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你干涩的眼底藏着万家的祥宁

萤萤之光点亮了夜的辉煌

涓涓细流成就大海的宽广

在美丽中国的风情画卷里

续写无怨无悔的人生篇章

北方的寒冬里，风凛冽，雪飞舞。人们便
喜欢窝在屋里，在屋子中央盘一个红泥小
炉，生一炉红红的炭火。红红的炭火烤红了
人的脸，眉眼之间便也跳跃着一簇又一簇的
欢喜。暖暖的笑意，如清澈的水在脸上流动，
心里荡漾着的是踏实安稳的涟漪。

闲暇的日子里，最妙的是在火炉上炖一
锅醇香的肉汤，或熬一锅甜软的香粥。各种
调料扔入锅中，大大小小的豆类、谷物，也丢
进锅里，把锅置于炉上。炉子里的火苗跳动，
不一会儿，锅里就“咕嘟咕嘟”地沸腾了起
来，空气中弥散着浓浓的香味。在等待开饭
的时间里，孩子们的心情是急切的，像揣了

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小小的鼻子翕动
着，脸上布满梦幻般的光泽，陶醉在这氤氲
的香气中。

晚间，落雪无声，万籁俱寂。一家人围炉夜
话，大人们一时兴起，便会抓几把黄豆
或者葵花籽，随意地丢在炉盘上。几分
钟后，黄豆和葵花籽就像会跳舞一样，
在炉盘上扭动身子跳了起来，还发出

“噼啪噼啪”的声音。性急的孩子便急急地抓到
手中，放到嘴里。大人们便会笑着呵斥：小馋
猫，小心烫嘴。

果然，孩子的舌尖很快冒出了一个小小
的泡儿，吐着红红的舌头，还不忘扮一个滑

稽的鬼脸，那狼狈的样子把一家人都逗笑
了。笑声像长了翅膀的鸟，扑棱棱地，从窗口
飞了出去，震落了树枝上的积雪，也溅起了
几声犬吠。寒星也好像被这欢乐的笑声，擦

得更亮了。
乡下的日子，总是有几分寂寥。大

人便让孩子们去打几两烧酒。把酒壶
放在温水里，在炉子上慢慢升温，酒温

热的时候，就一把花生米，或者切一碟酸菜。
酒入豪肠，慢慢地品，似乎生活的滋味都在
酒中，一年的辛苦劳碌，心底的忧伤烦恼，都
在这细细品咂中，化作云烟。

白居易先生曾在自己诗作中写道：“绿

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
杯无？”无疑，这是冬日里最浪漫的事情。一
二知己，三五亲朋，聚在一起，低斟浅酌，扯
几句闲话，或者什么也不说，默然相对，一杯
一杯复一杯，枯瘦的光阴也变得生动起来，
妩媚起来。

时光呼啸而过，与红泥小火炉相守的
日子，也如天际流云，被岁月劲厉的风吹
散。但那份温暖、欢乐、甜蜜，却不曾流散，
一直珍存于心底，在每一个严寒的日子，在
每一个落花飞舞的黄昏，都会与之相逢，温
暖慰藉着在城市的街头辗转漂泊、风尘仆
仆的心⋯⋯

说到诚实守信，很多人会滔滔不绝，讲
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道理。其实，真正能做
到那些大道理的又有多少人？诚信是做人
的根本，是每个人心中的明灯，是一种品
德。拥有诚信品德的人，不论在事业还是生
活方面，都容易取得成功。

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哈里斯是美国
纽约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女高管，一次和
朋友吃饭时，在餐厅外遇到流浪汉瓦伦丁。
瓦伦丁对哈里斯说他失业三年，靠乞讨度
日，想得到哈里斯的帮助，希望能给他一些
零钱，让他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哈里斯动了
恻隐之心，伸手去口袋里掏钱。遗憾的是，
身上的确没有携带现金，只掏出一张无密
码的信用卡，这让她有点尴尬，不知接下来
要怎么办。

瓦伦丁看出她的难为情，小声问她能
否将信用卡借给他，他除了买些生活必需
品外，还能不能再买一包烟。哈里斯答应了
他的要求。瓦伦丁拿着那张无密码的信用
卡离开后，哈里斯去餐厅吃饭。十分钟后，
她后悔了，因为那张信用卡不仅无密码，里
面还有十万美元，流浪汉一定拿着信用卡
跑了。朋友也埋怨她不该随便相信一个陌
生人。无心吃饭的她，在朋友付账后默默地
走出餐厅。令她意外的是，那位流浪汉居然
等在门口，双手将信用卡递给她，并恭敬地
将自己消费的数额一一报上，说他一共花
费了二十五美元，买了一些洗漱用品、两桶
水和一包烟，并请她核查。

面对那位流浪汉，哈里斯和朋友诧异
的同时更多的则是感动。她不由自主地抓
住流浪汉的手，连连道谢，而流浪汉则一脸
疑惑：哈里斯帮助了他，应该是他感谢哈里
斯才对，为什么她会感谢他呢？

哈里斯和朋友将发生的故事登在《纽
约邮报》上，顿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
响，很多人都愿意帮助瓦伦丁，给他寄钱和
物。一位商人给他六千美元，以奖赏他的诚
信。一家航空公司还招聘他担任公司的空
中服务员。作为当事人，流浪汉瓦伦丁当然
感慨万分：因为从小母亲就教他做人一定
要诚实守信，即使身无分文、流落街头，也
不能把诚信丢掉。他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
人的帮助，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诚实的人总
会有好报。

人无信不立，诚信是立足之本，是生存
的保障，谁都丢不下它。诚信可以使自己身
心得到提高，也可以使自己一举成名，帮自
己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获得生活的快乐。

世上永不缺投机取巧之人，面对利益，
诚实守信的人，总是让旁观者们萌生敬意。
真所谓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就如流浪汉瓦
伦丁一样，他用发自内心的诚实与守信，赢
得了他人的敬意与援助。

汉武帝时，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留。
匈奴单于欲使其倒戈投降，遭到苏武严词拒
绝。单于便将其流放到人迹罕至的北海边牧
羊。所谓“北海”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一
带。匈奴单于宣称，要等到公羊生下小羊才
会放他。

在冰天雪地、阴风怒号的寒冷世界里，
苏武生活了十九年，饿了吃草籽，冷了拥羊
群，吞毡啮雪，历尽艰辛，但他出使时所持的
汉节却从不离身，天长日久，汉节上的毛全
都脱落了。匈奴单于见硬的不行，便改弦更
张，令苏武的好友、降将李陵前去探望，打

“感情牌”。随后，又派美女前去安慰，打“温
情牌”。可惜，苏武均不为所动，日夜持节，跪
视南方，丹心耿耿，坚如磐石，哪怕有了胡妻
与心爱的儿子，仍然其志不改，最终毅然南
归。这时，他已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为须
发皆白的老人了。

富贵不能淫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节。一具
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依靠什么能够如此忠
贞，如此执著，如此坚韧，又如此强大呢？靠的

便是这个既平常又极其神奇的词：信念！
所谓信念，能使人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唐代高僧玄奘于贞观元年开启“西天取经”
之旅，他经过一百余个国家，旅途中既有插
入云霄的高山，也有波涛汹涌的大河，更有
无边无际的无人区。数不清的毒蛇猛
兽，数不清的土匪强盗，数不清的难
关险隘，历经千辛万苦，历尽千挫百
折，极尽世间磨难，然其志如山，心如
铁石，从未动摇，永不退缩，独自一
人，取回真经，共带回佛舍利一百五十粒、佛
像七尊、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成为中国文化
史上顶天立地的巨人，也成为世界文化史上
的奇迹。

信念能使人傲视生死，正气冲天。南宋
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妻女受其连累，也随
之失去自由。文天祥明白，只要放弃自己的
坚守，家人立即便可团聚。但他不愿因亲人
丧失气节，他将自己的心迹藏于衣服中：孔
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只有忠义至尽，仁也
就做到了。读圣贤的书，所学习的是什么呢？

自今以后，可算是问心无愧了。但文天祥不
是冷血动物，他也是热爱家庭、热爱生活的
好丈夫、好父亲，这是他写给自己妹妹的信：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
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

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
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但他比生命更珍视的是信念操守，
当元朝官员劝其投降时，他慷慨陈
词，写下千古名篇《过零丁洋》：“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毅然舍生
取义，从容赴死。

人的信念能使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蜀汉丞相诸葛亮平生志在兴复汉室，哪怕在
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也从未动摇放弃
过，这是他在《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里披
肝沥胆的文字：“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庶
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也。”

其实，诸葛先生说得很清楚，能不能成
功，他真的没有把握，因为“以先帝之明，量
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
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但
是，他顾不得这些了，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
会为兴复汉室拼到最后一刻。事实上，诸葛
武侯确实为他的信念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
生，成为中华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光辉典范。其泣血丹心，如何不令每位睹
之者临“表”涕零呢？

信念，能使人无坚不摧，无所不至，无所
不能。有了它，女娲可以补天，精卫可以填
海，愚公可以移山，懦夫可以变成勇士，血肉
之躯也可以变成铜墙铁壁。反之，即便气壮
如牛的猛士也会失魂落魄，酥软如泥；哪怕
摩肩接踵，也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哪怕固
若金汤的钢铁堡垒，也是外强中干，风吹草
动之际，往往也是分崩离析之时。

可见，一个人坚强的信念，往往威力无
穷。有了它，一切艰难险阻都会成为过去，任
何人间奇迹都会成为可能。

北国还在春寒料峭，南国已然绿色满园。飞
机在滨海的汕头降落后，在奔往汕头大学的路
上，只见红色的木棉花，无声无息地飘落街头。
正当感叹“南国春短”之际，当地的友人纠正了
我对南国之春的无知，他说：“这种花开得很
早，与其他花卉习性不同。别的花儿，以开花迎
接春天，它是以花朵坠地，来点缀南国春天的。”

我这个北国来客，虽对此有点感伤，更多的
却是新奇。第一次知道，百花之中还有以香殒玉
碎来装点春天的。举目遥望车窗之外，看木棉花
落满街头的同时，一丛丛紫荆花刚刚绽蕾，五颜
六色的野花也才吐蕊。原来，木棉花落地不是春
天的尾声，而是南国春浓时。

洋溢着浓浓春色的汕头大学，美不胜收。校
园内不仅有滴翠的青山和一片荡着碧波的湖水，
林荫大道两旁，还有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最为
奇妙的是，湖边还坐落着一组庞大的现代派雕塑
群。说起来是个笑话，由于我初来乍到，远远望
去，不知那是艺术造型，误认为是一群真人了。
我问同来的友人：“那群人在湖边干什么？”

他说：“大概是观看游泳比赛的观众吧。”
“天气这么凉，学校敢让学生下水？”
这位“老广东”挠了挠头皮回答道：“不是

还有冬泳吗，广东人比北方人更爱好冬泳。”
待我们走近去，不由得开怀大笑。那是耸立

于山湖之畔的人体雕塑群。雕塑旁边，长满了郁
郁葱葱的芒果树林，小如米粒的黄色花朵，溢出
的浓香弥漫了整座校园，熏得北国来客，有点儿
飘飘然了。

夜宿汕大的湖畔迎宾楼。梦中，似听到某些
声响，那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再现。梦醒之
后，才知那是窗外林中鸟儿的高声夜啼。这个遥

远而凄楚的寒梦，已跟随我多少年了。此次，它
就像是我的影子一样，追逐着我来到了南国海
滨——汕头。

睡意顿时消失，为了平静心绪，我先是坐了
起来，随后，披件衣衫，走上阳台，倾听南国鸟
儿的夜半歌声。我从小生活在北国农村，自认为
不乏鸟类的知识，但像一个女高音般连续啼叫的
鸟儿，对我来说，还十分陌生。这是一只什么鸟
儿？在阳台上，我久久寻觅着鸟儿的形影。窗外
的树林一片浓郁，我只闻其声。

正在我失望无奈之际，突然，有一线流火闪
过树丛，我的思维立刻被这流火激活了：神话
里，有一种“火栗鸟”，它的尾巴会闪闪发光。
据民间传说，它是天上的“火神”派到人间巡视
火情的。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鸟”飞到这块
宝地来了？定睛细看，神话在现实中破碎了——
那是树丛背后、湖中小舟上的灯火，在夜风中随
波飘逸。

白天，我散步于湖边，曾看见湖中的这叶孤
舟。在现代化的校园里，那一叶孤舟升华了校园
的古典韵味。校长告诉我，李嘉诚先生捐资建
校，对学校人文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在湖里放上
这叶小舟，是学校有意浓化人文环境。可又是谁
来了觅古之诗情，夜半更深到湖里放舟去了？此
情此景，撩起了我对春夜渔火的遐想，我立刻离
屋而去，开始了湖边的夜游。

我点着一支烟，坐在湖边一棵粗粗的倒木躯
干上，享受着南国春夜的宁静与悠闲。

风在动，船在摇。灯影随着水波向湖中散
去，形成一圈圈光的涟漪。我用尽目力搜索，想
从小舟上看见放舟人的身影。最后，我失望了，
那叶小舟与白天一样，仍然是一只空舟——这一

定是学校刻意在那叶小舟上，安装了夜明灯，让
湖中孤舟在夜里也能撩拨学子们的幽思。舟，虽
然还是白天看到的空舟，但水波中似乎有什么东
西在游动。这次没有让我失望，是两只小小的戏
水鸳鸯，在搅碎着一泓碧波。此时此刻，不仅我
为之神魂倾倒，连林中的鸟儿，似也为这一对春
水中的情侣祝贺一般，开始了新一轮的啼鸣。

第二天，我询问校长，什么鸟儿夜啼之声如
此响亮，叫声能穿过窗玻璃把酣睡中的人叫醒？
他虽然满腹学识，但是也没能说出这种鸟儿的名
字。还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作家为我破解了心中的
谜团，他解释道：“这种鸟就是鹌鹑，能连续啼
叫十几声，‘咕咕’之声，像是连发的机关枪。
春天是它们的发情期，夜间，啼血般地叫个不
住，是召唤婚配对象哩。你们北方，将这种求偶
之歌称之为‘叫春’。”

是啊，它的连声啼鸣，确实把我带到了春天
的怀抱。它搅碎了我那个遥远岁月的悲情之梦，
并让我在春天午夜的湖畔乐不思归。在我生活的
刻度盘上，还没有留下春夜无眠的往事，但在南
国之春的深情抚摸下，我痴醉于湖边的水波之
中。因而，我在汕头大学文学院演讲时，对学子
们说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

我羡慕你们，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
走上漫漫驿路服劳役去了。看见你们走在春天的
校园中，受到春天的呵护并编织着你们自身春天
的故事，我真是愿意抛掉我一切所得，从头再生一
回，到你们这个大学里来，当一回学子。当然，这
是孟浪的幻想，我今天站到这个讲台上，充当的角
色是黄昏斜阳与清晨朝阳的对话，是生命即将枯
干的河流与奔腾的小溪的交流。你们，要珍惜生
命的花季，谱写出超越前人的春天诗章。

风 景
□张聚华

著名作家、诗人与书画家忆明珠，是我
的父亲。今年 10 月 25 日，他刚刚去世了。回
想起来，老人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尤其难
忘的，是萦绕于心胸的父爱。

父亲生于 1927 年，原名赵俊瑞，祖籍山
东莱阳。1957 年，他开始发表诗歌、散文等
文学作品，65 岁时，居然涉足书法与绘画领
域。显然，父亲的收获颇丰。他曾与汪曾祺、
贾平凹、冯骥才并称为“当代才子”。然而，当
父亲仔细翻阅完“当代才子丛书”之后，曾摇
头叹息道：“我的画儿，确实不行。”看来，对
于外界的赞誉，他由衷地谦逊，真切地自律。

父亲的生活轨迹，犹如浮萍漂移。他自
山东莱阳西南岩村走出后，在江苏仪征生活
了整整 28 年。此后，调到南京，先后供职于
江苏省社科院与作家协会。对于母亲、弟弟
和我，父亲的身影深深地烙印在心中，再也
难以磨灭。

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也是我
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惜，近年来，由
于时光和地域的阻隔，我们父子情深却又很
难深入交流。所幸，在父亲去世前五周，我有
一次替换妈妈在病房陪夜，从晚上六时到次
日凌晨，父亲津津有味地听我海阔天空地讲
了六个半小时，若不是同在病房陪夜的护工

不断提醒已经很晚了，我还会讲下去。
那一夜，父亲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

自从父亲住院后，这还是我第一次又见到了
这熟悉的眼神。临睡前父亲说，今天你算是比
较系统地讲了你的看法，我听了很高兴。那晚
的话，以前都和父亲零星地讲过。那一夜，我
们父子俩仿佛又回到无话不谈的从前。

后来，为准备父亲在青岛的画展，我翻
看了父亲收藏在家中的所有画作，
并从中精选出了六十张。我反复地
品味父亲的“题画诗”，越读越惊叹
不已。父亲 65 岁学画，82 岁之后，只
能坐着创作一点小画。有时，我进书房时，
他正在画画，总会问：“怎么样？”而我总是
笑而不答，或者极为客气地夸他字好。每
到此时，父亲必有所失落。如今，精读他的

“题画诗”，我有了新认识。我告诉父亲，至
少有七八首“题画诗”堪称传世之作。父亲
去世前一天，我还跟他闲谈“题画诗”。当
时，父亲已不怎么能说话了，他只能扯动
嘴角，轻轻地笑了笑。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最深的莫
过于“身教”了。小时候，我很调皮，经常被父
亲叫去谈心，一谈就是几小时。当年父亲的
说教，记忆很少了，最难忘他的身教。比如，

他的勤奋。我不记得父亲有什么娱乐活动，
他似乎只做两件事，要么伏案写作或写字，
要么与客人们聊天。父亲的生活倒不单调，
家里经常高朋满座，陋室里欢声笑语不绝。
父亲风趣幽默，但从未嬉皮笑脸。他一生都
在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其核心有三条：与朋
友交，不可占人便宜；大是大非面前，不可见
利忘义；人不必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父亲教育孩子，总是动口不动手，
我虽调皮，挨打的次数并不多。有一次，
我带着班里几个小孩逃课，一回家，发
觉父亲脸色铁青。这一次，我着实挨了

顿暴打。然而，父亲消气之后，居然小心翼翼
地抱着我问，还痛不痛，当时，他已经泣不成
声。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

令人难忘的，还有父亲对我们的美学启
蒙。每天傍晚，他会带着我和弟弟，沿着门后
的河边散步。这种习惯从住在仪征就开始
了。有一次，父亲讲“两个黄鹂鸣翠柳”。他觉
得，这首杜诗描绘的是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看
到的场景。第一句是近景，黄鹂鸟不大，能看
到两只不会离得太远；鸣翠柳，能听到鸟鸣
也说明不远。后一句远景，一行白鹭往天边
飞。这两句一近一远，而且还有色彩对应。同
时这两句又是动态的，绘声绘色，呈现万物

的生机勃勃。一个人可以足不出户，见万物
生机于眼前。当年，父亲的讲解堪称研究诗
意形成过程的一把钥匙，一下子把孩子们拉
进了唐诗。

当然，父亲也曾给予我最珍贵的人生经
验。1982 年高考，我离本科线差一分，父亲
坚定地让我复读，可惜我不愿意。实在拗不
过父亲，便说：好吧，我是为你再考的。有趣
的是，第二年，我轻松地考上了南京大学。在
父亲的帮助下，这件“锲而不舍”“东山再起”
的往事，的确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人生
经验。

上大学之前，父亲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
万能的，有不懂的问父亲，就会有答案。有一
次，沿河边散步时，我问父亲人活着到底为
了什么？他居然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为人民
服务。”这句发自肺腑的话，随即引起了我寻
求生命意义的极大兴趣。多年以后，我仍旧
在思索父亲的话中深意。

父亲永远地走了，后人对他的追思，绝
非简单地缅怀故人，也是在为这位文化名家

“延续生命”。父亲的诗歌、散文被人们传诵，
父亲的国画与书法长留于世，而他那尊崇艺
术、服务大众的坚定目光，定会在秦淮河畔，
挚情地闪动⋯⋯

忆 明 珠 ：父 子 情 深 □赵文石

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国画国画）） 刘甲申刘甲申//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