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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沈家门”
□蒋子龙

●蒋子龙专栏●

雨从山中来 □花 雨

翰 墨 深 情 □门振成

前不久，听说平泉老家王杰先
生举办八旬书法展，作为挚友为之
高兴，便立即打开手机为他点了个
大大的赞。瞬间，脑海里闪出一幅
图画，于是乎信手写来。

这是一幅泼墨大写意，渲染中
水墨交融，云雾升腾，故乡的山水居
然舞动起来。幻见书圣王羲之从山
水云雾之间穿越而来。他身着东晋
朝服，梳着高高的发髻，美髯俊秀，
闲雅飘逸。携白鹅，披彩霞，直奔平
泉的那眼古泉。古泉四周围着玉石
栏杆，正南处竖起一块写有“平泉”
二字的石碑。只见他看一看清粼粼
的泉水，望一望高耸的石碑，欣然掏
出如椽大笔，朝着“平泉”二字挥手
点去⋯⋯刹那间，我被“点”醒，定神
思来，恍然明白，原来王杰的书法颇
具魏晋之踪。

王杰书法展的特别之处，在于
诗书兼备。自己吟诗填词同时即兴
挥毫。书写的多是身边人身边事，

歌颂新时代，传播正能量。书法根
基，立于传统，诗书并进，技道双修，
法度于心，落墨成就。把两种线条
之美一并呈现出来。两种线条，即
笔墨线条与语言线条。笔墨线条的
神韵，表现其端庄、凝重、苍劲、飘
逸。语言线条表达出五彩缤纷的内
容，给人以和谐、贴切、通畅的感
觉。两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在
境界上相互影响，相互支撑，达到内
容与形式的统一。王杰以《翰墨铸
情 书坛为谊》为题用行草书法写
了五首诗，赞扬了五位同仁，其中致
金大宗先生诗文里，有这样四句：

“大笔如椽写天地，万岁枯藤似颠
张。讴歌时代常回首，醒悟人生是
沧桑。”因我与大宗先生有过一段同
事经历，深感王杰诗文贴切，意境幽
深，把大宗先生那种诗文满腹且笔
底春风的才气，以及务实守正、清廉
刚直的品格勾勒出来。其书法笔墨
直抒胸臆，诗书合一，两种线条在气

韵上产生异曲同工之妙。
“书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学，

如其才，总之，如其人而已。”王杰乃
诗人之书法，魏晋之墨迹。米芾曾
说，书不入魏晋，终为俗格。因魏晋
书家有真性情，率性而为，清俊通
透。从王杰书法气象上看，他注重
传统根基，展时代新风。字里行间，
美文佳句，行笔落墨，折射出对传统
文化的深厚修养。

历代书家认为，书法不仅仅是
技术，而且是艺术。是书法家内在
的学养和文化积淀的反映。“读书万
卷始通神”“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
这个道理。相反，眼下有些人把书
法当成图虚荣、谋私利的手段。他
们腹中空空且口若悬河，长发花衫
且气质浅薄。自称什么会员、理事，

“拿手菜”却是“一笔虎”或“一笔
龙”，最多不过“海纳百川”“厚德载
物”，再往下写就得掏出记满诗词的
小本子了⋯⋯有的为参展出名，半

年写一幅字，贴满墙，堆满屋，最后
从上百张中挑选一幅。猛一看，是
那么回事，细一瞧，不行了。像是舞
台上的“棒槌”，一招一式僵硬死板，
根本谈不上什么入流，入体，入情，
入理，等等。这些人最怕的是即席
创作，真要叫起真儿来，势必露怯。

静以修身，书以养德。王杰的
书法可以从正面启迪我们，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需要大兴学习之风。
从育德、启智入手，普遍提高文化素
质，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牢基础。

为给王杰书展助兴，我把心目
中的这张大写意画了出来，题为《圣
来一笔》，并写道：“王杰墨迹浓，分
明羲之踪。诗文吐胸臆，挥毫趣横
生。圣来点一笔，泉涌魏晋风。八
旬躬耕砚，翰墨铸深情。”

苏轼说：“忍痛易，忍痒难。”说
这话时，是在惠州重新作诗之后。
苏东坡因在诗中流露出对新政的不
满，深陷“乌台诗案”被贬。亲朋好
友都劝他痛戒作诗，苏东坡也深感
其言至切，整整五年没有作诗。这
里面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足
为外人道也。

收到老朋友孙莘老寄来的一块
品质极好的墨后，明知作诗还会惹
祸，苏东坡还是纵笔了，压抑许久的
激情和诗句喷涌而出。他一下子写
了四首诗，心情自然快哉快哉。

几天后，他又写了一首《纵笔》
诗：“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
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
五更钟。”然而乐极生悲，苏东坡再
次因诗惹祸。《纵笔》诗传到京城，势
如中天的章惇见后，只冷冷地说了
声：“苏子尚尔快活耶。”很快，苏东
坡再次被贬。这次是更偏远、更荒
凉的海南岛。

痒处，便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经
常被挑动，时时蠢蠢欲动、欲罢不能
的地方。很多时候，要制服对手，戳
中痛处不一定起作用，倘找准痒处，
倒容易有意外收获。

“二桃三士”的故事颇具说服
力。春秋时期，齐国有田开疆、古冶
子、公孙捷三个勇士，有万夫不当之
勇，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得齐景公宠
爱。他们结成异姓兄弟，相约共生
死，决不苟且独生。时间一长，三人
心中渐渐滋生出骄横之气，挟功恃
宠，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乃至危害
国政。相国晏婴便与齐景公商议，
要设计除掉这三人，以绝后患。齐
景公说：“这三个人，既没人抓得住，
也没人杀得了。”晏婴说：“可以派人
摘两个金桃，赏给他们三人中功劳
最大的两个人。”

见到盘里的两个桃子，早就馋
得快流口水的急性子公孙捷抢先发
言了：“从前我跟主公在桐山打猎，

亲手打死一只吊睛白额虎，解了主
公的围，救了主公的命，你们两人说
我这功劳大不大呢？”不等他二人回
答，公孙捷眼睛左右横扫，三口两口
就把金桃咽到了肚子里。

古冶子也不甘示弱，急忙争抢
功劳。景公命人拿出金桃和酒。另
一位勇士田开疆不好意思太争先，
客气了一下，不料，一眨眼桃子就
没了。田开疆的怒火顿时燃烧起
来，能否吃到金桃不要紧，关键
是人家不承认你的功劳最大。于
是，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本
人曾奉命去攻打徐国，俘虏五百
多人，逼徐国纳款投降，威震邻
邦，使他们上表朝贡，为国家奠定
盟主地位。这算不算大功劳，该不
该受赏赐？”

晏婴立刻回奏景公说：“田将军
的功劳，确比公孙捷和古冶子两位
将军大十倍，可惜，金桃已赐完了，
可 否 先 赐 一 杯 酒 ，待 金 桃 熟 时 再

补？”景公安慰田开疆说：“你的功劳
最大，可惜，你说得太迟了。”

田开疆根本听不下去，按剑大
声嚷道：“我为国家跋涉千里，血战
功成，反受冷落，人前受辱，为人耻
笑，还有什么颜面立于朝廷之上？”
于是，拔剑自刎。公孙捷大吃一惊，
亦拔剑而出，随后自杀了。古冶子
激动得几乎发狂，也拔剑自杀了。
齐景公想制止都来不及。

国外也有这样的故事。二战期
间，卡特在英美盟军中当军官，负责
审讯敌军俘虏。他见士兵押来一个
消瘦的老人，那是德国知名潜艇专
家雷恩。很快，卡特接到上级命令：
雷恩曾参与德军最新潜艇的设计制
造，掌握着绝密的潜艇技术，必须尽
快从他口中获得情报。

卡特立即提审了雷恩。他先宣
传优待俘虏的政策，又控诉纳粹所
犯下的罪行⋯⋯不论卡特说什么，
雷恩始终不开口。卡特又对他实行

了严刑逼供，雷恩还是没有求饶。
怎样才能让雷恩开口呢？卡特翻阅
着雷恩的档案，陷入沉思。从这些
资料中可以看出，雷恩是个事事都
追 求 精 确 严 谨 ，甚 至 锱 铢 必 较 的
人。于是，卡特想到了个绝妙的点
子。随后，卡特每天都让助手押送
雷恩出去放风，并有意让他坐在一
间教室外，而教室内则安排了一个

“老教授”给学员讲解潜艇知识，讲
解的内容错误百出。

头几天，雷恩都在外静坐着，
不时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半个
月后，他再也忍不住，冲进教室与
那个“老教授”争辩起来。众学生
对雷恩敬佩得五体投地，他越讲越
兴奋，后来，干脆拿起粉笔写起
来。卡特看到这一幕，偷偷地笑
了。靠这个办法，盟军获取了德军
的潜艇情报。当卡特再去看望雷恩
时，他却已自杀身亡，身旁留下一
行字：比威逼利诱更需要提防的，
是自命不凡。

对手的痒处在什么地方，不妨
多多留意，这将成为制胜的筹码。
自己的痒处在什么地方，应该及早
治愈，以免遗恨终生。

离开狼牙山时，天空正下着大
雨。散落的雨点从浓重的乌云漏下
来，像一块拉网的布兜着的一大堆
黄豆，先掉下来的一两颗把破布撞
开一道口子，口子越撕越大，最后成
了倾倒之势。这场大雨过后，叶面
愈加翠绿，带上一层油亮油亮的光，
让丰腴起来的狼牙山更显灵秀。

我家院子的后山，夏季经常下
这样的雨。雨成倾倒之势，水流顺
着山脉的洼陷处滚淌下来。它们一
路奔跑，跨过一道道障碍物，来到山
谷最低洼的河沟，一路汇聚，一路向
前，像一位猛士，头也不回地奔向
远方。

此时，故乡也在下雨。我的故
乡 和 狼 牙 山 一 样 ，都 属 于 太 行 山
区。狼牙山位于太行山脉的东北
部，而我的故乡——阜平县的一个
小山村，则深陷在西南大山的重重
褶皱里。同它一起浸润在茫茫雨雾
中的，还有窝在山旮旯里的村庄以
及村庄的村民。村民刚刚在劳作中
被这场雨逼进窄仄的屋檐，有的就
近躲进可以避身的山洞，有的甚至
就在雨中挥舞锄头。他们对雨不反

感，大多数的雨是温和的。他们弯
起腰脊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把种
子撒在艰涩的土地上，等待一场雨
催化那些种子，让种子繁生出更多
的种子，以此养育一家老小。

雨雾中的村庄离我的视线越来
越远。狼牙山，是一座英雄的山，狼
牙山五勇士的故事家喻户晓。突然
想到，这里其实也刚刚经历了一场

“战争”，一场脱贫攻坚的战争。这
场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流血，只有一
颗初心和人间一幕幕的真情。我们
暂且把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人统称
为“战士”吧。在这场攻坚战中，他
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就像当年穿军
装的战士一样，一次次走进百姓的
房间，打扫庭院，劈柴挑水。摸摸大
通炕暖和不暖和，揭开锅盖看锅里
的粮食够吃不够吃，问询身体怎么
样，学生有钱上学吗，药钱能报销
吗⋯⋯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他们都
会帮你解决。我们采访的乡亲接受
过如此数不清的温暖和关怀，他们
把我们也当成了“战士”，让我们吃
了饭再走，即使大雨也要把我们送
出家门口。

回程路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一位老人打来的，他说，果园
的黄桃可以吃了，让我有时间去采
摘。这样的电话我已接了好多次，
因为老人的听力不好，他的电话似
乎只有传达而没有交流。等我“喂
喂”地告诉他，我在外地不用惦记的
时候，他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老人会
盼我到来。他每天到果园侍弄果
树，边劳作边透过树的空隙望向村
路。几天后，如果我还未去，他会摘
一些黄桃，让村庄跑班车的大叔带
到城里。

跑班车的大叔捎给我的东西很
碎很杂，有时是两棵脆生生的白菜，
有时是两根圆滚滚的白萝卜，有时
是一把鲜嫩的芫荽，有时是几块煮
熟的红薯。这些东西有时用塑料袋
包裹，有时就从地边扯一些草，拧巴
拧巴当绳索捆起来。班车大叔每次
给我东西时都说，这才几个钱，还不
如我的电话费贵呢。我不好意思地
用微信转几块电话费给他，但总是
乐颠颠地把这些东西抱回家。单位
的人说我从此又多了个“父亲”，我

也总是笑笑。
这个“父亲”其实是单位分给

我的。脱贫攻坚战中，单位除了完
成 本 职 工 作 外 ，还 要 分 包 农 村 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我便成了那位
老者的“帮扶责任人”。“帮扶责任
人”的职责是代表党和政府到百姓
家去，宣讲党的扶贫政策，全面了
解百姓生活，并把百姓的疾苦及时
地反映上去，说白了，我就是一座
桥梁，一条纽带，让每一户村民在
政府的心里鲜活起来，让精准脱贫
落到实处。

我并没有做多少事，无非就是
帮老人剪过两次头发，打扫过几次
房屋，做过几次饭，把老人的被褥
拿走，翻洗了再给他送来，介绍他
有点残疾的儿子到镇一家工厂做
仓库保管员，还把村里分给农户的
黄桃树苗拿来，和老人一起栽到他
家承包的土地上。后来发现老人
把我当女儿了，我扭扭捏捏推辞了
几回他送的东西，惹得老人很不高
兴，于是就心安理得当老人的女儿
了。我会在下乡的日子给牙口不
好的老人买几斤蛋糕，逢年过节，

送一瓶他喜欢喝的二锅头，还到处
张 罗 给 他 的 残 疾 儿 子 介 绍 对 象。
老人则会惦记给我送些应季蔬菜，
嘱 咐 说 这 些 菜 从 不 打 药 ，不 用 化
肥，让我放心吃。至今他不知道我
的名字，我曾经告诉过他，但因他
耳背，听不分明，每次总是亲热地
喊我“政府丫头”。

是啊，我就是“政府丫头”。在
老人眼里，我就是“政府”，是“国
家”，而在我的眼里，老人何尝不是

“父母”？我想起刚刚走访过的两位
老人，在他们眼里，那些入户嘘寒问
暖的“战士”，是不是也如亲人般，让
他们亲昵和信赖呢？

因为下雨，我们无法登上狼牙
山顶去触摸烈士的灵魂，但在一路
风雨中，我们已经饱饮了一场热烈
而又温煦的风，风里有贝多芬激扬
的《命运进行曲》，也有舒缓悠扬的

《爱的絮语》。
第二天离开宾馆时，太阳从东

山头喷薄而出，阳光照到狼牙山顶，
红彤彤一片。路上，我看到几个农
人已在阶梯状的田里劳作，身上洒
满阳光，影子匍匐在大地上。

鲁迅先生之子海婴，曾在回忆
录中讲到鲁迅先生与众不同的教子
方式。

有一回吃饭的时候，海婴听说
已经预购了马戏团的票，有狮子、老
虎与大象的表演，立刻心花怒放，当
天晚上就一直不肯上楼睡觉，热切
地等待父母带自己去看马戏。可
惜，一直等到深夜，也不见父母来叫
自己。后来才知道，原来，父亲考虑
到这些节目多为猛兽表演，而且是
在深夜临睡之际，怕小海婴受到惊
吓，所以，就和许广平偷偷地从后门
走了，而把海婴留在了家里，由保姆
照顾。

海婴大哭起来，一直哭到蒙眬
睡去。第二天，鲁迅先生知道了这
件事，就耐心地向海婴解释不让他

去的原因，而且，答应另找机会白天
带他再去看马戏。

1933 年 10 月 20 日午后，鲁迅
和许广平带着海婴又去看了一场马
戏，虽然只有马术和小丑表演，但
海婴也非常高兴。通过这件小事，
足以看出鲁迅先生作为父亲的拳拳
爱心。当海婴不满于大人的做法
时，他不是怒目呵斥，而是耐心地
讲道理，为了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最终还是在白天有选择地带孩子去
看 了 场 马 戏 ， 从 而 使 孩 子 如 愿
以偿。

多年之后，海婴感叹道：“由此
可见，父亲为了我的身心健康，是何
等煞费苦心。他的慈爱之心，至今
仍时刻在温暖着我，也使我认识到
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上学之后，有一天，海婴不肯去
学校，几个小伙伴便堵在家门口，一
起大喊：“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
难为情⋯⋯”鲁迅先生见状，就用报
纸卷成卷，假装要打海婴的屁股，但
并没有真打，只是比量了一下，问海
婴为什么不去上学。海婴便说，自
己喘得厉害，难受。鲁迅仔细观察
了一下，发现海婴果然是气喘病发
作了，就让许广平向老师请假，同
时，向那些小朋友做出解释，说海婴
不是赖，而是患病了，一会儿还要去
医院呢。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先
生遇到事关孩子的问题时，并不是
盲目地打骂，而是了解情况后再做
决定。据海婴回忆，他成长的过程
中，很少挨打骂，即使有，也是虚张

声势，并不真打，这一点，从鲁迅先
生给母亲的信中也能看出来。信中
写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
的⋯⋯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
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
不大挨骂了。”

小的时候，海婴是一个“破坏
王”，无论什么玩具，他总是能拆
的都自行拆卸，想看看里面的结
构，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还有一
点，就是想看看自己拆完后能不能
复原。就连瞿秋白夫妇送的一套

“积铁成象”玩具也拆了，此外，
还把鲁迅先生送他的留声机也给拆
了⋯⋯鲁迅先生从来没有阻止过儿
子，也没有因此打骂过他。显然，
鲁迅明白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对成长
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海婴后来才

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
海婴的叔叔周建人在出版社工

作，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
文库》，每套有几十册，便各购了一
套给海婴。《儿童文库》内容较浅，许
广平当即就让海婴看了，但《少年文
库》内容较深，许广平担心海婴看不
懂，就收藏起来，想等海婴大一些再
让他看。

有趣的是，海婴看完 《儿童
文库》 后，就向许广平吵着要看

《少年文库》，许广平不肯给，海
婴坚持要，争论的声音被鲁迅先
生 听 到 了 ， 他 便 把 《少 年 文 库》
拿出来给海婴看。其实，鲁迅先
生从来不过问海婴的阅读，不问
他 看 了 些 什 么 ， 或 是 指 定 哪 几
篇，或是要求背诵哪几篇。对于
鲁迅先生这种教育方式，许广平
也多次回忆：“顺其自然，极力不
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
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
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网络时代的人，常有一种虚幻的狂妄感，
动不动就爱说：“世界真小。”觉得一只鼠标在
握，五洲四洋一目了然，喜欢在虚拟的世界里
称王称霸。一旦回归现实，用自己的双脚丈
量世界，才知天下之大，难以想象。其实，不
用说世界，就说中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
岛，有大小 1300 多个岛屿，有人居住的却只
有 100 多个。舟山还有这么多岛屿仍保留着
纯天然的野态，想想都让人兴奋和好奇。这
也正是舟山群岛无可比拟的自然资源优势。

舟山古称“海中洲”，面向大洋，背靠
大陆，横流无际，群岛有致，大小对应，远
近相接⋯⋯中国的文明史“上下五千年”，
舟山群岛就有五千年的开发史。其丰富的渔
盐之利，成就了全国第一大渔场。舟山渔场
的中心港口，就是著名的“沈家门”，与挪
威的“卑尔根港”、秘鲁的“卡亚俄港”并
称“世界三大渔港”。据传，舟山海上有

“十六门”之多，沈家门是其中最大的一
个，“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为
天然良港，又是海上天险。自唐宋起，便成
为渔民及海内外船舶最佳避风港，其“东控
海洋，西通吴会，北接登莱，南亘瓯闽”，
是我国东南沿海通往日本、朝鲜等国的必经
之地，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大港
以及来往使节祭海祭山的海疆要地——遵照
当时中国的规定，凡经过沈家门的海内外船
队，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

名叫“沈家门”，其实是国家的东大门。
明清时期，倭寇屡犯浙东，沈家门遂成为海上
要塞，集两浙水师，“以寨为正兵，以游为奇
兵，寨屯于游之内，游巡于寨之中”。沈家门
外常常硝烟弥漫，海水为赤，抗倭御敌，战绩
累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战舰，长阔、高大，

“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首，屈服蛟螭⋯⋯
乘风下压倭船，如车碾螳螂”。康熙二十三
年，朝廷颁布“展海令”，沈家门由“海防要塞”
逐渐向渔港转化，渔民增多，捕捞业得以开
发。至乾隆年间，大对船、大捕船兴起，渔业
大盛，渔港拓展。沈家门一派大港气象，桅樯
如林，万商云集，市肆骈列，海物错杂，大街小
巷，腥味盈天。每当小黄鱼汛、大黄鱼汛、乌
贼汛、鳓鱼汛、带鱼汛以及海蜇汛期间，沈家
门更是旆旗招展，号角长鸣；入夜后，万家灯
火，繁华异常，有“小上海”之称。特别是舟山
还拥有被尊为“海天佛国”的普陀山，坐落于
舟山本岛的莲花洋中。自唐代开创“观音道
场”，已逾千年之久，是国内外最大的观音菩
萨供奉地。当年，鉴真和尚经此东渡日本，成
就了世界佛教史上的经典。明清时期，岛上
除少数商店，“有宅皆寺，遇人皆僧”，佛事
鼎盛。

就在这样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中，既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又有强大的人文资源。“上承
吴越古风，下创列岛特色”，从而积淀形成了
沈家门独具特色的渔家风俗习尚，成为中国
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核心是一个

“仁”字。以仁对海，心存敬畏。出船先“祭
海”，回港要“谢洋”，甚至还要“敬鱼”。在海
上遇到大鲨鱼和鲸鱼等，渔民要向海祷告，向
大鱼撒米、丢三角旗，此谓“撒米施食，丢旗引
路”，以免大鱼兴波鼓浪，掀翻渔船。以仁对
天，崇拜神灵，普陀山梵风习染舟山诸岛，信
佛便成了沈家门渔民的重要风俗。

在“仁”的含义中，最重要的还是对人。这
也构成了沈家门渔民文化中最温暖、最多姿多
彩的那一部分。“一船遇难，众船相救”“一家
有客，全岙接待”“避风难胞，一宿二餐”⋯⋯
内陆人乃至行驶在江河湖泊上的船家，遇见
死尸都会觉得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以沈家门
为代表的浙江、福建沿海的渔民，在海洋上遇
到浮尸，不管是不是正遇到鱼群或丰收在望，
都要立刻停止作业，将浮尸捞起，布裹席包，
旋即返港，渔民称这种行为是“捞元宝”。

回港后，将尸体摆放在岸边，等待家属认
领。无人认领者，将尸烧化，骸骨存瓮，葬于

“义山”。自明代起，由几家米行牵头，在沈家
门创建了“存仁局”：饥荒施饭，流行瘟疫施医
药，为收敛无名露尸及无钱置买坟地的死难
者，开辟“义冢山”，分“本地义山”和专门埋葬
闽籍海难者和闽籍无主死者的“福建义山”。
历经明清两代，直至民国后期，沈家门的“存
仁局”乐善好施，扶困济危，积德无数。

过去，在各种各样的祭祀、庆典和节日
中，渔民们创造了斑斓多姿的文化形式。发
展到今天，演变成一年一度的“沈家门民俗文
化节”。其实，这也是全球渔民的狂欢节，来
自世界各地的渔民文艺表演队，融入舟山锣
鼓、渔歌号子、舞龙、舞鱼等当地的民俗文艺
节目中，群情欢娱，渔港沸腾。在中华民族的
传统道德体系里，也是以“仁”为先的，有这样
淳厚的民俗风尚，最终，必然会成就渔家最真
实的快乐。

沈家门，是历史之门，文化之门，大通之
门——通海、通陆、通世界、通过去、通未来。
门里门外，果然是风光无限啊。

鲁 迅 教 子 □黄洁媚

挠 到 痒 处 □张 勇

碧山之雪

（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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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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