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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田汉创作基地
挂牌

赵焱森

借山追梦路遥通，
田汉立基方向同。
妙笔文坛凭俯仰，
国歌国画两高峰。

吴传胜

元宵节一大早起床，窗外朦胧飘着雪花。 家人
昨天来电说山上老家冰冻厉害， 过两天会更严重。
忽然间想起父亲，不禁泪流满面。

父亲91岁了，驼背，严重风湿，手指关节粗大，
腿脚不便，但耳聪目明,现在还是每餐一两酒，每天
半包烟，每天拄着拐杖在村里转悠，搞卫生，看电
视，一天到晚停不下来。

父亲读过小学，做了30多年国家干部，因身体
不好，50岁时退休回到农村老家， 又干了40多年农
活。 我小时候对父亲没什么印象，生活中只有严厉、
含辛茹苦、朝夕相伴的母亲。 我们这种家庭，那时候
称“半边户”。 父亲话不多，见面也不多，我们之间很
少交流，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父亲一辈子喝酒，喝的是自酿的米酒，好像从
来没醉过，他很节制。 当了几十年的干部，也从没给
家里带来什么好处，没安排两个姐姐的工作。 退休
后亲友年节来看他，他要么拒收红包，要么只收一
点点，还赔上一顿饭，对家境不好的亲戚，还添加一
些返回。 每月他的退休金除了日常开支外，全都用
在村里的修路、修桥、办校上，家里总没有多余的
钱。

父亲对村里的不良习气，深恶痛绝，力行劝阻。
父亲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简单朴素，不指望儿女
大富大贵。 父亲从不说人坏话，总是发自内心的说
这个好那个好。 说谁莳田特别厉害，说谁是个好人，
待人如何如何。 父亲一生平淡、平凡、无欲无求，没
有什么作为， 但心中似乎总有一些坚定的东西，勤
劳，寡欲，真实，有度，与人为善，而且恪守了一辈

子。 老人家87岁时被县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朋友
告诉我时，着实让我惊了一下。

我离开家乡20多年，一路辗转，不惑之年来到
京城，父亲也是顺其自然，不干预，只是对我离开体
制表示了担忧，但没劝阻。 想想一路不时发生的焦
虑、患得患失、忙碌无序，在沉默平凡的父亲面前，
猛然间有一种强烈的触动。 窗外依然飘着雪花，好
想找一首唱给父亲的歌，但搜遍网络，竟然没找到
一首合适的。 以前，我的心里眼里只有母亲，现在蓦
然发现父亲的可贵和给我的震撼。 也许，理解父亲
需要时间和阅历。

父亲没来过北京，前些年，他要照顾重病的母
亲，病中的母亲一刻也离不开父亲，母亲病重期间
不能躺下，每天24小时只能坐着，疼痛难忍，期间父
亲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一次，我回家探视，父亲
在竹椅上睡着了，竟然摔倒在地上，吓了我们一大
跳。 邻里乡亲都说父亲是村里最好的男人，搭上这
么个丈夫，是女人一辈子的福气。

这几年，父亲说自己老了，哪儿都不去。 父亲亲
手建造的有60年历史的老宅被后山滑坡冲坏了，不
得不翻修。 我们给他安排了几个住处，父亲哪儿都
不肯去，说自己老了，不住别人家，也不去外地儿子
家住。 他在隔壁邻居的一间杂屋住了大半年，还坚
持给了邻居租金。

有两件事，我一直没弄明白。 记事前父亲如何
对我，我一无所知，母亲也没说过，农村也没人关
注这些。什么拉着小手，骑在肩上，似乎完全没有。
他的工作状况我也不太清楚， 只能从旁人口中略
知一二。 人们说父亲很勤奋、真实、朴素，老百姓很
喜欢， 与他同吃同住的农户说父亲是一把干活的

好手。
父亲就这么平凡，像一块山石，像一棵耐寒的

无名树，风霜雨雪，不改其态，不改其乐，不改其善，
老而弥坚。 像老家屋后的老井，像沉默的无名大山，
坦然、敦厚、质朴、快乐。 像一座矿，像一面镜子，让
我感动，让我惭愧。 此时，强烈感觉到父亲的血在我
身体里涌动，眼前清晰定格他那双粗糙、骨节粗硕
的大手，不怎么看我却能时刻感受到的那双布满皱
纹的眼睛。 儿子是风筝，再怎么飞，父亲都是那双拽
着线的手；再怎么折腾，也离不开父亲若有若无的
注视。

近来常研习《论语》，越读越有味道。《论语》是
中国文化的基石，千古人性一样，《论语》常读常新。
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早读《论语》，人生
会少走很多弯路，少犯很多错误。 我想从这部经典
中找些句子形容父亲，似乎像又不贴切，但总觉得
他们之间有某种强烈的联系，或许，父亲就是我的
《论语》。 随便摘抄一句献给父亲吧。 孔子说君子有
三乐，其中一乐是“乐道人之善”，意思是以宣扬别
人的好处为乐。

德不孤，必有邻。 道人之善，善缘自来。 吾父如
此，人皆可如此。

《论语》如父，父亲如山。

颂余元君
王孝忠

铜山道河孕英雄，
挥洒热血化彩虹。
防汛抗洪不惜命，
整修堤垸甘尽忠。
四十六载人生路，
二十五年治水功。
魂归洞庭潮奔涌，
万顷碧波送禹公。

贺楚建

“楚建，你昨天带去的元宵，记得吃啊……”
我拿起书本，手机响了，是乡下母亲打来的电

话。 我有点不耐烦，吃元宵至于一而再地电话叮嘱
吗？ 我静静地听母亲念叨。 母亲见我没回话，顿了
顿，接着说：“我晓得你工作忙，但乡下的元宵好呀！
原汁原味！ ”我低头“嗯嗯”地答应着，随即挂了电
话。

放下电话那一刻，似乎看到了电话那头的老母
亲，痴痴地站在那，她那不确定与期盼的眼神，忽然
令我鼻孔一酸，热泪盈眶。

晚上， 我吃着妻子煮好的母亲那糯与甜的元
宵，口齿间留下的是满满的香甜，心间却被浓浓的
酸涩溢满，是浓得化不开的思念。

元宵啊！ 你是幸福的使者、团圆的象征，每次却
又是我与母亲分别的伤痛！

儿时，母亲年轻漂亮能干，记得过去的许多个
元宵节里，勤劳的母亲早早起来了，备好瓢、盆、碗，
窸窸窣窣地在灶屋里忙碌着：和糯米粉、捣黑芝麻、
炼糖渣、剥花生，然后搓滚成圆。 在房前屋后贪玩的

我们，被元宵的味道吸引，齐刷刷地跑过
来凑热闹， 静静地看母亲手法熟练的动
作。 母亲搓元宵时，总是面带微笑，动作
总是那么优美。 很快，一个个圆圆的甜甜
的元宵在母亲搓滚下诞生了。 爸爸架燃
柴火，烧一锅开水，将母爱与元宵一起轻
轻地倒入锅中。 不一会儿，一股属于元宵
节的味道，随着袅袅白烟在灶屋四溢，直
至飘进我们贪玩的每个角落。 我们嘴里
边吃着，还时不时边说着∶“好吃，妈真
好！ ”别提有多高兴了。不知事的我们，吃
完屁股一拍嘴一抹便又跑出去游玩了。

后来， 我们离开家乡， 来到了大都
市。 每年回家，母亲总是忙忙碌碌搓元宵，并要多做
些，用小袋装好；母亲真细心，每小袋元宵刚好是我
们一餐的分量。 我们看到母亲总是那样为我们操
劳，不忍心，对母亲说：“妈，市场有卖，你就别做
了。 ”母亲立马拉下脸，坚持要做，她说：“比外面的
干净！ 分量也足！ ”我们动身准备返回时，还要我们
吃一碗：“路程远，多吃些，不然会饿肚子。 ”看着母

亲，我鼻子一酸，真想在她耳畔轻轻地说：“妈，我不
走了！ ”可是，不行啊！

如今，每当我吃元宵，总会想起这些。 大千世
界，芸芸众生，所有的爱是为了在一起，唯有母爱是
分离的。

元宵是幸福的使者，是团圆的象征，陪伴我们
千里迢迢……

猪年趣话
乔玉山

2019年是农历己亥猪年。 爱好画画的王明义作了幅金猪拱福
年送给我，引来很多文人墨客朋友在我家品画说猪。

老作家覃柏林首先道，猪作为压轴的生肖，却位列六畜之首，
曾被许多文人墨客写入诗文之中，读来颇具韵味。

作家蒋国顺说，我国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就已开始饲养猪、狗
等家畜。 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家”，从文字上来分析，上为屋，下为
猪，两字合写就是“家”字了。家中养有猪，食物才能得到保证，生活
才能安稳。 所以，有了猪，家才算是真正完整了。

猪在古代有许多别称，西汉扬雄的《方言》曰：“猪，关东西或谓
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稀。 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貘，吴扬之间
谓之猪子。 ”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栽》说，有一个洪州人靠养猪致
富，称猪为“乌金”。 唐代的《云仙杂记》引《承平旧纂》云：“黑面郎，
谓猪也。 ”宋代孙奕《履斋示儿编》云：“猪曰长喙参军、乌金。 ”清人
厉荃所辑《事物异名录》收录了更多猪的异称，譬如鲁津伯、大兰
王、糟糠氏、亥日人君等，这些异称的背后大多有典故，否则很不容
易理解。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与猪相关的诗句，《诗经·
大雅·公刘》云：“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写
的是杀猪饮酒的生活场景。 我们熟悉的北朝民歌《木兰诗》中亦有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之句。
唐代是一个诗歌璀璨的时代，含有“猪”字的作品俯拾即是。王

驾在《社日》中写道：“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
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字里行间洋溢着乡野乐趣，清新又迷
人。白居易的《春村》云：“牛马因风远，鸡豚过社稀。黄昏林下路，鼓
笛赛神归。 ”写出了山村淳朴、恬静、清幽的特点。 王绩的《田家三
首》中的两句，“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写得更是饶有趣味，让
人难以忘怀。

到了宋朝， 苏东坡先后为猪写过不少令人拍案叫好的诗篇。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 ”这是苏东坡听说弟弟瘦了后
写给他的一首诗的开头一句。 在《猪肉颂》里，苏东坡写道：“净洗
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关。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辰起来打两
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富人不稀罕猪肉，穷人又不懂得烹调，苏东
坡便自创做法“东坡肉”，流传至今。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驱猪行》里写道：“沿山莳苗多费力，办与
豪猪作粮食……长牙短喙食不休，过处一抹无禾头。 ”诗人以犀利
的笔触，借猪喻人，对那些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进行了
无情的挞伐，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张和平

夫妻间闹矛盾， 是很多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究其
原因， 青年夫妻多因意气、 任性； 中年夫妻多因事业和感情；
而老年夫妻则多是因一些琐碎的小事。

我家客厅里的沙发， 说是红木的。 在我看来， 现在的很
多家具是卖家与买家的合谋。 卖家是为了多骗几个钱而指鹿
为马， 买家则是为虚荣甘受宰割， 类似皇帝的新衣。 我家客
厅这几件家具， 纯粹就是过去我老家深山里的硬木头做的，
我们那时候只用来烧炭和烤腊肉。 我之所以同意选择这个款
式， 完全是为了满足老伴的虚荣心， 又可以让卖家少骗几个
钱。 偏生这个做家具的好生事， 隔着茶几在沙发的对面又设
置了一张什么榻。 榻是用来睡觉的， 摆到厅里来干什么？ 仅
仅如此也就罢了， 工匠又让这榻在两端扶手的下头， 无端延
伸出20厘米来， 在上头搁置了两条滚枕。 想来是人在榻上小
睡时用来枕脑壳的。 可是对于我， 那无异于是绊马的索绳。
我绕过茶几往客厅走时多次被绊倒。 那个高度恰恰与小腿骨
等高， 硬木直接撞到了骨头上面， 那个痛， 让人倒吸口凉气。
我让老伴把这个榻搬走， 老伴说搬走就缺了一块。 我有天找
来一把斧子， 想把那榻的延伸部分砍掉， 可那斧子小且钝，
且以我的生活经验判断， 这把斧子解决不了我想解决的问题。
故此， 现在这个榻还亘在厅里， 不断地在我与老伴之间激出
火花。 我最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那个榻， 有一把锋利的短锯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当然， 这会引起新的撞碰， 也的确破坏
了原有的整体性， 但是， 两相比较， 此举更能长久地适应自
己的生活， 因而我可以在所不惜。

相比家中的设施， 更能引起家人特别是夫妻争端的应该
就是住房的装修了。

我的一位战友， 退休后从大都市回到老家长沙买房定居。
因两口子以前都是管人的， 为了养老的这个窝如何装修各有
己见， 且互相不让， 闹得差点劳燕分飞。 后来我给他们出了
个主意， 把两个人的意见亮岀来， 综合一下， 统一认识， 基
本达成共识后再由一个人负责实施， 另一个人不再介入。 他
们如法炮制， 果然有效， 争端平息。 新房入住我去喝酒。 战
友称赞我高明， 我表面上乐不可支， 实际上一肚子苦水倒不
岀来。 战友哪里知道， 我这是用沉重的代价才得来的经验。

退休后， 我们卖掉了原有的房子， 给自己置办了一个老
年安身的窝。 开始装修了， 我与老伴各有想法。 每当我表示
意见她不能撼动时， 便讥讽我不懂美学。 久了， 我便回应说：
“男人一生最高境界的美学成就， 就在于他选择了什么样的女
人当自己的老婆。 境界越高， 老婆越漂亮， 越贤惠。” 她竟不
能自辩。 但是她又抬出老祖宗来， 说： “男主外， 女主内。”
我告诉她： “我已经没有外可主了， 如果连内都不能主了，
就没有什么可主的了。” 如是你来我往， 纠葛不断。 久了， 感
觉自己在这方面确实技不如人， 且生平极厌琐事， 便主动让
贤。 但是， 附加了一个预算， 在预算内可以任其自由发挥，
逾越了后果自担。 这回老伴才知柴米贵， 很多活自己动手累
得像只陀螺。 其间老伴一亲戚来视察， 说我们这也忒简陋了，
她家的灯泡都是百十元一个， 而我家的才七八元钱一个。 装
修的材料都是大路货， 比她家的差得太远。 老伴有些艾怨地
回答： “我老公说看米下锅是他家的祖训， 所以不敢做出超
越自己能力的事情来。”

我们比邻居晚半年开始装修， 但却早入住。 邻居称赞我
们的速度快， 还不争论。 我苦笑着回应说， 速度来自于穷人
的简单和集权的统一。

装修的结果可能不如别人， 但我感觉这个结果更适合自
己的生活。 是以自喜。

道人之善，善缘自来

让自己的生活
更适合自己

汉诗新韵

元宵是幸福的使者

游宇明

读一本新近出版的书， 一句熟悉
的话嘣地跳到我面前， 叫做： 站在别
人的肩膀上。

这句话， 在许多场合我们可以遇
到它， 比如老师的教导、 社会上各种
各样的演讲……这句话说得对不对？

有时， 我们确实可以站在别人的
肩膀上。 物理学家牛顿从苹果落地中
发现了地心引力， 他的发现已被实践
反复证明， 你做有关研究， 完全可以
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再出发， 不必从头
再来。语言学家周有光等人制定的《汉
语拼音方案》有利于推广普通话，在日
常学习或教学时，我们大可加以利用，
没有必要自己再去制定一个……前
人、 他人为憧憬的生活付出过努力，
他们的劳动成果只要是向社会公开
的， 我们就要充分吸收。

不过， 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有两个
前提： 一是有肩膀可站， 一是别人愿
意让你站。 宇宙无边无际、 社会纷纭
复杂， 世间许多事前人和他人没有研
究过， 有时就算你想站在他人肩膀上
也毫无办法。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你
做的事别人早就取得了关键性的突
破， 由于个人利益、 商业机密等因素
不能跟你分享， 你同样无法站在别人
的肩膀上。

对于个体， 最重要的还是挺起自
己的肩膀。

个人的成长无非三个方面： 操
守、 才华、 机遇， 每一项都是无法完
全依靠别人的。 就说操守吧， 父母、
老师的教育对我们最初明辨是非、 懂

得哪里可以做哪里不可以做， 肯定是
有好处的。 但同样一对父母， 有的孩
子品质非常好： 真诚、 纯朴、 乐于助
人； 有的孩子虚伪、 阴暗、 喜欢做损
人利己的事； 同样一个老师教的学
生， 有的通过不断的自我磨砺成了社
会精英， 有的贪赃枉法， 受到法律惩
处……这充分说明， 一个人的品质好
不好， 外在因素当然重要， 但最重要
的是他自己愿意拥有好品质， 踏踏实
实付出努力， 不愿意挺起自己的肩膀
去自我纯化， 一个人的操守只会一塌
糊涂。

一个人想拥有成事之才， 当然要
读书， 要向周围的人取经， 所谓“转
益多师是汝师”，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学不学习， 用何种方法学习， 主动
权在你， 你是挺住自己的肩膀去做这
些事的。 客观环境再好， 你没有起码
的上进心， 才华也还是培养不出来。
鲁迅是文学大师， 在创作、 翻译、 学
术上都有很深造诣， 有的人总觉得他
有天才， 鲁迅说： “哪里有天才？ 我
是将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
上。” 鲁迅精通传统文化， 后来又去
日本学习了7年， 他培养自己的才华
还需要下这等工夫， 普通人呢？

人的成功需要机遇， 机遇无非两
种：一种是它刚出现你立即抓住了，这
需要敏感和主动精神； 一种是它没有
出现，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促成了它的
露面，那就需要远大的眼光、实力、耐
心。 获得机遇同样需要挺起自己的肩
膀，幻想天上掉馅饼，希望有某个贵人
提携你一步登天，只会坏事。

别人的肩膀永远是别人的。

挺起自己的肩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