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效雄

清明时节，霁雨初晴，几个老朋友相约洞口县踏青。
中午时分，到达高沙古镇。 高沙是湘西南的一颗明珠，汉代

即有集市，古称高沙市，历来是人文圣地。 古代有观澜书院、青
云书院，近代有蓼湄中学，还有地方的文史博物馆和曾八支祠。
曾八支祠是湖南省最大规模的宗祠之一、 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高沙依蓼水而建，交通便利，是雪峰山下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
有“小南京”之称，数百年间繁荣兴盛。 亭台楼阁之间，蓼水穿镇
而过，在绿柳掩映下的风雨桥下静静流过，春风拂动古韵绿荫，
仿佛进入世外桃源一般。

高沙古镇有一所百年名校，原称蓼湄中学，始建于1905年，
现为洞口县第三中学。 百年名校，人才辈出，著名作家谢璞先生
是其中之一。

谢璞1932年出生于高沙镇一个普通农家，字发庭，号后锭，
曾用笔名春晖。 他早年就读于蓼湄中学，成绩优异，高中期间就
开始文学创作。 中学毕业后，谢璞在家乡任过小学教员，业余时
间从事文学创作， 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而跻身优秀作家行
列。 他于1956年进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后回洞口县工
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60年调湖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 历任
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执行主席等。 著
有长篇小说《海哥和“狐狸精”》、散文集《珍珠赋·谢璞散文选》、
中短篇小说集《二月兰》《无边的眷恋》等、长篇童话《小狗狗要当
大市长》《谢璞自选集》。

谢璞的成名作小说《二月兰》就是在高沙镇完成的。 如今行
走在洞口三中的校园里，常常可以听到他的同学同事后辈传人
说起他聪慧过人、勤奋好学的故事，似乎绿荫花丛之中还能寻
觅到他的身影。 我们徘徊在幽静的校舍之间，能够听到学生们
高声朗读他的名篇《珍珠赋》，声情并茂，娓娓动听，如饮清泉一
般甘甜醇厚，回味无穷。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在《湖南日报》副刊上读到谢璞的散
文《珍珠赋》，大约半个版的篇幅，洋洋洒洒，气势恢弘，情景交
融，字字珠玑，是我读过的最朗朗上口的美文之一。 这篇散文很
快被编入当时的语文教材，是我学习写作的范文楷模。 这是我
最初对于作家谢璞的认识。

更有幸者，是谢璞先生为我们讲授文学创作课。 我于1977
年考入湘潭大学文学系，一年级时，我们的系主任王方之先生
延请他的好友谢璞为我们作专题讲座。 当年的听课笔记，我一
直珍藏至今。 谢璞先生器宇轩昂，嗓音洪亮，引经据典，妙语连
珠。 讲到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时，他连声发问：曹雪芹死
了吗？鲁迅死了吗？莎士比亚死了吗？那神情那腔调那种不可置
疑的语气，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一直激励着我投身文学创
作的满腔热情。 后来我读他的名篇《二月兰》，清新平实，引人入
胜，字里行间浸透了湘西南农村泥土的芳香，浓郁的生活气息
跃然纸上，人物鲜活，如同站在我们的面前。有人评论说：“《二月
兰》是开在黑墨油浸的土地上。 ”这话一点不假。 谢璞早期的作
品，大都来自高沙农村的生活，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自己的乡
里乡亲。 即便成名以后，当了专业作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
每年有半年左右在洞口县尤其是在高沙镇生活。 他在高沙的风
里雨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是农民和小市民中的一员。 他的作
品其实就是一幅幅高沙的风情画卷。

大学4年中，我有时给谢璞先生写信，或送上习作或请教问
题。 先生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不嫌烦扰，每信必回。他
笔墨不多，有些潦草，但笔走龙蛇，信手拈来，情深意切，使我备
受鼓舞。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因与人合著《现代公共关系》一书，
一版再版，小有名气，我们报社的副总编辑金希光率我参加湖
南省公共关系协会的筹备工作，还领着我去谢璞先生家，恭请
他做协会的顾问。 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天南地北无拘束地闲聊，
先生皓首童颜，风趣依然，时至深夜，毫无倦意。 更让我感动的
是，刚入20世纪之期，谢璞先生从他的一位亲戚口中得知我受
命担任一家小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击掌称好，连声夸我。 我听到
他的评语激动不已，深感惭愧。 可惜我辜负了先生的厚望，终因
报业凋敝而未能大展宏图。

2018年，谢璞先生以86岁高龄远行，带走了他对家乡的无
限眷念。 他的一些旧友和学生策划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汇
集对他的怀念之情，珍藏他一生的丰富经历和创作成就。 我建
议以先生的名篇《珍珠赋》为文集的书名，以为敬仰和纪念。 洞
口乡亲期望他魂归故里， 筹资在他的母校洞口三中立一座铜
像。 他的洞口老乡，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书法家杨金鸢书写了
“谢璞先生”四个大字，省文联党组书记夏义生撰写了先生的生
平简介，都将镌刻铜像底座。 铜像的创作草图已经完成，很快将
进入制作阶段。

我们来到老蓼湄中学校园，寻觅谢璞先生足迹，凭吊先贤
英魂，回味《二月兰》《珍珠赋》的神韵，深情地呼唤一声“魂兮归
来”。 这就是对谢璞先生最真挚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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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调生

五四运动百年， 回想百年风云， 常感其余
波有时也会掀起巨浪。

1948年前后， 国民党为了挽救其覆灭命
运， 制造了一系列镇压进步学生的事件， 在上
海同济大学为破坏学生自治会的选举， 逮捕并
重伤大批学生， 在浙江大学杀害进步学生于子
三， 这些事件激起了上海大中学生在1948年五
四纪念活动中， 掀起针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
迫害、 争民主运动的高潮。

那时我在上海私立中正中学上初中， 离同
济大学较近， 同济大学有些大学生在中正中学
做兼职老师， 大学进步的学生运动就很容易带
动我们中学生， 中正中学内部也有中共地下党
的工作。 虽然校方多次阻止并警告学生， 威胁
说，谁要是参加这些活动就开除谁，但很多学生
仍勇敢地参加了这些活动。 事后校方并未采取
任何行动， 校方当初的警告成了敷衍当局的官
样文章。 当年中正中学的校长黄雍是倾向于进
步的国民党内民主人士， 对进步的学生运动采
取了宽容的态度，与其他的中学相比，中正中学
的学生运动更为活跃。 新中国成立后，校长黄雍
作为国民党民主人士的代表担任了政协委员。

1948年5月， 我参加了同济大学五四纪念

晚会和交通大学民主广场的营火晚会， 这两次
晚会都是全上海大中学跨校的反迫害争民主的
活动， 控诉国民党的罪行。

1948年5月4日的傍晚， 附近的光华大学和
附中与我们中正中学的学生会合， 一起乘汽车
前往同济大学参加五四晚会。 从中正中学到同
济大学之间人烟稀少， 还分布着一些农村村
庄。 经过大连路口时， 大学生和高中生下车张
贴标语和传单， 我们年龄小的初中生在附近走
动放哨， 一旦发生异常情况， 就用手电筒发送
警告信号。 我们在电线杆和房屋墙壁上张贴了
反迫害争民主的标语， 还有揭露国民党军警特
务在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迫害学生的传单。 到
达同济礼堂时， 大会已经开始， 会上同济大学
一二九事件亲历者控诉国民党军警的罪行， 并
呼吁全国学生团结起来， 支援惩治罪魁祸首，
参加反迫害争取民主的运动。 这一呼吁得到全
场学生的热烈响应， 高呼四川方言“要得”，
并唱向往光明和解放的歌曲。 抗日战争时期，
很多学校内迁到云贵川， 以至抗战胜利复原到
沿海的学校， 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流行四川话。

过了几天，大约在5月中旬，我们又到徐家
汇交通大学民主广场， 参加反迫害争取民主的
营火会。 这次是从上海的东北驱车前往西南，我
第一次沿着上海的长轴线， 斜穿整个上海最繁

华的市区，看到沿路闪烁着霓虹灯光，不时看到
飞行堡垒（当年警车之称）呼啸而过，繁华的景
象终究掩饰不了国民党正走向风雨飘摇的末
路。 到达交通大学民主广场时， 营火会已经开
始，大群学生围坐在广场周围，广场中央燃起了
象征光明和斗争的熊熊烈火。 为了保护我们这
些年龄小的初中生，我们被安排坐在出口附近，
大学生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军警特务的破坏，要
我们先赶快撤离躲避， 并安排了安全撤离路线
和躲避场所。 由于安排周密细致，布置了防范措
施， 而且这次营火晚会组织动员了全上海市的
大中学校，在这浩大的声势面前，反动派也胆怯
了，当晚没有发生镇压破坏事件。

营火会上， 有支援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学
生运动的演讲，同学们群情激奋，呼喊反迫害争
民主的口号，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在营火的
映照中， 一遍又一遍地传唱着向往光明和解放
的歌曲《山那边哟，好地方》：

“山那边哟， 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你要吃饭来种地哦
没人为你做牛马”
一年多以后， 终于迎来了“山那边” 照耀

过来的黎明的曙光， 神州大地成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光明的“好地方”！

王孝忠

五四运动一百年，
近代历史开新篇。
反帝反封创伟业，
建党建国翻纪元。
科学民主旗更髙，
图强奋斗帜尤鲜。
伟大复兴中国梦，
精神永存代代传！

乔玉山

三月里百花盛开，桃花，梨花，油
菜花，五颜六色一片花的世界。 近日，

工会组织春游踏青桃花源，途中不经意间发现，一
株高大的桐树开满了花，它的树干已经不止合抱，

没有人知道它花开花落了多少次， 甚至根本就很少有
人注意它的花开，但这并不会影响它的热情。
桐树，我们这儿通常叫它梧桐，实际上就是泡桐，但这两种树是

同一个科，花期也差不多，大家也很少见到梧桐树，所以常常觉得这
就是梧桐了。 桐花不属于很漂亮的那一种，但是它开得很动人，那淡
紫色的花开的时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幽静。 这种幽
静中透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小的时候，我老祖父喜欢种树，其中桐树是他喜欢种的。 我那时
候跟在他的后面看他挖坑、浇水，觉得莫名其妙，就问他为什么种这
种树，他眯起眼睛笑着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咱是为了引
凤凰。 ”凤凰我是知道的，很漂亮的一种鸟，在一些图画书上看见过，
而且有个比我大的孩子说他就亲眼看见过。 于是桐花开的时候，我常
常坐在树下望着天空，痴痴地想，也许真的有一天凤凰会来呢。

我喜欢桐树，是觉得它还有一样特别好，那就是能让你很明显地
看到它的生长，一年长一大截，花落之后那叶子便疯长，而且特别大，
所谓“亭亭如盖”我觉得说得再形象不过了。 一到下雨的时候我们这
些小朋友在一起笑着、闹着，常常各自掰下一片大的顶在头上挡雨。

传说梧桐是做琴的好材料，据说著名的焦尾琴用的就是桐木。 琴
是乐器中的“君子”，这看似简单七弦上的泠泠清音有更多的空间让
人遐想，也更增加了树本身的雅致。 常常想象寂淡的山林，桐花正开，
细雨如丝，听着悠远的琴声，这种场面是可以入画的，也是可以入诗
的。 古人写梧桐的句子很多，诸如“梧桐更兼细雨”“寂寞梧桐深院锁
清秋”，此类多是写闲愁的，不过一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
凤声”也足以韵传千古了。

据说在四川有一种小鸟，专门以桐花为食，小巧玲珑，能站在妇
人的钗头，这便是所说的“钗头凤”。 古语说：“三月桐始华。 ”当然指的是农历，说
梧桐树开花比较晚。 不过我倒觉得等这一春的花事差不多的时候，兀自开来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梧桐的花开不是想和别的花卉争奇斗艳。 它
是静静地开给自己看的，不在乎周围的欣赏者。

当走在桐花下，看一眼那满树开着的花，总让我觉得，生命中不仅仅是喧嚣
与不安，更需要的是心灵的简单和沉静，就像这微风中桐花淡淡的清香。

谢枚琼

画家张青渠老先生送我一幅画， 画的是阳明子采蕨
图。我甚是喜欢。不独画妙，王阳明是我敬仰的明代大学问
家、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采蕨》一诗信手拈来，自然
妥帖，以谪居生活为背景，以采蕨为引，有景有情，抒发了
被贬的无奈和苦闷，表达了对家乡亲人的怀念。 兹照录如
下：“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 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 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 已矣
供子职，勿更贻亲哀。 ”在我看来，阳明子的“采蕨西山下”
与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有异曲同工之精妙 ，都在阐释诗
人的内心世界，读来神情飞扬，令人心动。

打动我的，还有更深一层情结蕴含其中。
采蕨，总让我勾起暌违已久而温馨的记忆。 采蕨自来

就是极其古典浪漫的事，如《诗经》那么美！“陟彼南山，言
采其蕨。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儿时的记忆中，
采蕨却是和吃有关的。 在那些苍白“缺钙”的岁月里，不仅
“瓜菜半年粮”，连野菜也纷纷走上了肚子的“抗饥”前线。
不像现在的人们把采蕨纯粹当成一种消遣， 或者好奇而
已。

打小就跟着母亲上山采蕨。 开门见山，在我家的对面
就是一座大山，有个好听响亮的名字，叫华盖山，据说是远

远地眺望，山势如一顶古代君王出门，张在头顶上或车上
的华丽的伞盖。崔豹《古今注·舆服》：“华盖，黄帝所作也。 ”
这样一座名字大气的山， 在我童稚的眼里是那么巍峨，往

山脚下一站，又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 渺小得如石径边
的一颗小石子。 俟我长大后，再来看山，却又感到它怎么忽
然间变得矮了起来。 正在三月中的时候，春天的影子开始
在原野上若隐若现地飘忽着，乍暖还寒的天气 ，却正是
采蕨的时令。“春江水暖鸭先知”吗？ 而蕨似乎更能敏
捷地捕捉到春天莅临广袤山野的信息，瞧，在一堆枯枝
败叶中,�直直地长出来毛茸茸的那个便是蕨了，其时，诸般
植物犹在寒冷中瑟缩着身子，尚未缓过神来，蕨，早已像睡
醒的娃娃，蹬蹬腿，伸伸腰，朝你举起了它嫩嫩的毛茸茸的
拳头。

刚刚冒出泥土而尚未长出叶子的蕨，它的茎透出粉嫩
的棕紫色，上面还附着一层茸毛，茎顶着一团还未舒展的
褐色叶芽，俨然就是个“嫩娃子拳头”。 还有身子蹿得更快
的蕨，长出了几片叶，清新的绿叶在枯黄的萧瑟中，让人生
涩的目光不由得变得柔和起来。 这时，你不会因为一阵山
风的冷冽而怀疑身边的事实，春天的确来到了，就在你的
眼底，就在你的脚下，那么真实而直观。但是,长出叶子的就
不是要采摘的蕨了。

蕨在林中湿润、 肥沃的泥土中滋滋生长， 从春的怀
抱中婀娜伸出身子。 采摘蕨菜， 对于我来说， 拥有一份
劳动的小小乐趣与收获的小小成就感。 我在山坡上四下
里寻找， 在残枝败叶中不知疲倦地搜索， 眼里充满了急
切和渴望， 满脑子想的都是粗嫩一片的“嫩娃子拳头”。

蕨们都是那么一根根地、 非成片地长在山野里的。 我顾
不得脚下打滑， 一不注意还会仰天一跤， 揉搓几下摔疼
了的屁股， 继续往山的深处采蕨， 每每发现了一茎一茎
的蕨， 我都要高声大叫， 告诉在不远处低头忙着采摘的
母亲： “这里有” “又看到了” “噫， 那边还有好多”。
我总是禁不住用惊呼声来让母亲一起享受我的发现。 母
亲这时候就会直起腰来， 给我一个赞许的眼神， 还忘不
了要叮嘱我一句： “别摔着了啊！”

挎着沉甸甸装满蕨菜的竹篮子回家，一家人忙碌着摘
去褐色的叶芽，然后焯水，捞出来放凉水里冷却，然后切成
寸长，可以炒着吃了。 许多人家还都做干蕨菜，将焯水后的
蕨晾晒干后置于密闭的陶瓷坛里封存即可。 这样极易保
管，其味更加馥郁，也没有了青涩味，山野蕨菜独有的清香
依然如故。

蕨菜有“山菜之王”的美誉，菜色纯青，肉质细嫩，营养
丰富，食用时，烩、炒、炖肉均可，清香怡人，别具风味。 难怪
人们也叫它甜菜、佛手、吉祥菜、龙爪菜。 这些朗朗上口，而
且意味着吉祥的名称，足见人们对它的喜爱。 蕨，这大自然
的馈赠至人间的“山珍”，有点孤傲、有点特立独行，但给世
人奉献出的却是它微小然而鲜嫩的生命。

细细地品尝着蕨菜，我想，有谁会给一株蕨、为一个
看似那么样弱不禁风却寄寓了人们太多情感的生命立
传呢？

尹立

作为一个60后，说她幸运却摊
上了十年文革，说不幸运又赶上了
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有了可以通
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1977年深秋，一个寒风中透着
暖意的日子，父亲一个当大学老师
的中学同学告诉他，今后孩子们读
大学要通过考试而不是靠政审推
荐了，并嘱咐我爸督促孩子们搞好
学习。 当时，姐姐高中毕业后正下
放农村插队锻炼，恢复高考，这对
一个心气孤傲的17岁姑娘来说，不
啻是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绝好消息。

虽40年过去了，姐姐当时复习
备考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一天放学
回家， 只见姐姐在家里翻箱倒柜，
寻找什么宝贝似的。 我问她什么时
候从“知青点”回来的，她说下午回
来的，她要报名考大学，现在正在
寻找以前的中学课本。 于是我们姐
弟俩忙活了一老阵，把那些尘封已
久的数理化课本找了出来，姐姐宝
贝似的把它们搂在怀里，说幸好没
有让收破烂的收去。 片刻，姐姐又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现在是高
中生了， 离后年高考也快得很呢，
要加油哦！ ”

姐姐是个毅力与自制力超群
的人， 一旦瞄准了目标便下定决
心，全神贯注地朝目标前进。

刻苦与勤奋是姐姐一生的标
签。 她常说自己是文革肇始时小学
发蒙，在文革中度过了自己的中学
生涯，如果不拿出悬梁刺股的毅力
与囊萤映雪的精神，怎么能把失去
的时间夺回来？ 记得一次深夜，我
被父亲的责备声惊醒，原来父亲半
夜起床时发现姐姐还在孜孜不倦
地复习，便斥责道：是身体要紧还
是考大学要紧？ 姐姐心无旁骛继续
看她的书，母亲无奈，只好起来给
她下了一碗荷包鸡蛋面条以补充

营养。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姐姐正

是靠了这宝贵的一个多月时间废
寝忘食地勤学苦练，终于在当年年
末的人生大考中，脱颖而出，一举
考上了当年的全国重点大学，成为
天之骄子， 为日后成为985大学的
知名教授、 国家863重点研发项目
首席科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努力与执着是姐姐一生的信
念。 她常说干一行就得爱一行、精
一行。 姐姐是学环境保护的，记得
填写高考志愿时，全家都在琢磨填
写什么志愿为好。 因急于先改变当
时的处境，为了保险，就填了个环
保专业。 父亲说，一个搞环卫的应
该竞争小一点。 就这样一句不明就
里的话，便误打误撞地使姐姐成为
我国环境保护研究事业最早一批
吃螃蟹的人。

在当时看来，该专业不是很起
眼，姐姐却要走出点模样来。 她从
一个留校的本科生拾级而上，硕
士、博士直至负笈海外，从助教、讲
师到博士生导师、知名教授，一路
走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水污
染控制工程与技术、重金属毒理与
生物吸附等领域建树颇丰，共主持
研究了数十项国家级、省市级科研
项目，获得数项发明专利。

目前，年近花甲的姐姐又在主
持一项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
作为项目负责人、 首席科学家，深
感肩上责任重大，不仅要带好科研
团队，对门下的硕士、博士生负责，
又要对国家投资负责，对子孙后代
赖以生存的环境负责。 为此，她常
常殚精竭虑。 我经常提醒她，你现
在也算是功成名就了，用不着这么
拼啊，还是身体要紧哦。 姐姐答道，
不是自己想要拼，而是国家目前的
生态环境逼得我们不得不拼啊！

回首往事， 作为一名黉门学
子，姐姐无悔青春。

山那边哟好地方
高沙吊谢璞

采蕨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姐姐的黉门

淡
淡
清
香
梧
桐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