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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快乐留在人间
杨蕴石

    他，区实验中
学副校长，人高马
大，身体棒棒的，
哪知在 2009?退
休体检时，发现患
了肝癌。这个晴天霹雳的
沉重打击，没有把他吓
倒。手术治疗后，就背上
相机开始他心爱的旅游
和摄影。十几位退休教师
由他组团带队，先去农家
乐观光，又去古镇游览，
这些小情小景他不过瘾，
于是策划长途旅游，去长
征路线的红色之旅，又组
织“福建、浙江的东南沿海
游”，云南、海南的旖旎风
光，新疆的独特景色，澳门
台湾香港游，那些著名的
景点都一一观赏。饱览了
祖国的大好河山后，就想
去看看异国风光，于是走
出国门，去美国、俄罗斯、东
欧、北欧。繁华的大都会要
去，开开眼界，边远的小地方
也想去瞧瞧。他马不停蹄，几
乎都在旅途中，自己带团，
也参加别的团队，寻找一切
机会，阅尽人间春色。

如此，整整 11 ?，他
带队辛苦，车前马后奔
波，可身体倒是日见健

康，大伙儿忘了他是个重
症患者，竟给他起了个外
号“美国大兵”，说他力大
无比，勇敢胆大。他也是个
走遍千山万水的中国当代
徐霞客。他不仅旅游，还爱
好摄影，将许多精美的照
片，装成了一本本相册，又用
电脑制作了我们旅游中的
碟片，给大家带来了莫大的
快乐。

突然疫情来了，只能
停止旅游，彼此隔离，他
住在市区儿子家，很长时
间彼此失联。
那日，突然接到来电，

“吴思梁老师去世了”。这个
惊人的噩耗让大家发呆，我
们以为他已闯过了癌症这
一关，但残酷的现实证明，
此时他的骨灰盒已放在老
家了，我们立即奔去……

妻子流着眼泪诉说
了他最后的日子：2月份
开始，他无力气，吃不下
饭，他不在意；后肝腹水
出现，他当没事，不告诉
家人，再后来腿肿了，家
人问他，他说没有什么，
他尽量熬着，忍着痛苦，
装出很正常的样子。终于
不能进食了，站不起来
了，才同意住院。那时，他
郑重告知家人，要保密，
千万不告诉任何人。病情
突然恶化，他把自己的后
事安排好：不开追悼会，
不设灵堂，不设丧宴。不

做“七”，不收丧
礼，不向亲友报
丧，一切从简。他
强调，“不麻烦任
何人”“不打扰任

何人！”再跟妻子个别谈
话，他笑着说：下辈子，我
还娶你为妻，还做夫妻。现
在你亲我一下。妻子流着
眼泪，答应他最后一吻。

妻子遵照他的遗愿，
把骨灰盒放到了老家。这
个蔑视绝症，走过了万水
千山的人，这个徐霞客式
的好汉，这个带给我们很
多快乐的人静悄悄走向了
另一个世界。
他对丧事的从简令人

震惊，他的“不麻烦任何
人”的高尚风格，让我们感
动。他不要我们的眼泪和
哀悼，只要我们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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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是
鸡精，浓缩
的情感，裹
成胶囊，怀
揣 在 心 房

里。痛苦的时候，躲在墙角
里，饮泣止痛、吟诵取暖。
诗，是幻影，扑朔迷

离，夜寒中的火苗，背风
处，攥在《卖火柴的小女
孩》手中，倘若灭
了，人就成为冰雕，
一具行尸走肉。

?轻的时候，
我爱诗也写诗，诗
里仙界、诗外俗世，
因?少无知，混作
一团，不曾分辨，放
纵性情，于是偏执、
夸张，近乎十三点，
有些神经兮兮，公家单
位当然混不下去了，只
能下海，自己跟自己
玩。一忙一生疏，诗就
写不出来了，如自宫，
戒了，爱诗的心却未
泯灭。

六?前，在北
京的三智书院里，认识了
石柱，渐渐地越走越近，因
为他写诗，用字艳丽，色彩浓
郁，瞬间坠入“一点飞鸿影下，
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的
水彩画里，从此关注。
今?，他辑录历?的

存稿，出版第三本诗集：
《我从这个世界经过》，书
名闪烁出旁观者的冷峻。书
中的人与事，影影绰绰，依稀
仿佛，往往是彼此一起经历
过的，冲动之余，忍不住允
诺，写我不擅长的序跋。

《金先生》

金先生
戴上墨镜
天色暗下来
金先生说
喝一壶黑茶

用黑夜煮……
这位先生不姓金，但

名字里嵌着金，曾经的沪
上金融大佬，一时风云人
物。在?轻些朋友的饭局
上，当下期货风云人物安
先生是这样介绍的：“中国
第一代有钱人，现在还有
钱”，在座的一片惊呼，点
出画外音：“噢，那一定永

远有钱”，现在沉默
了，喜欢到各地听
课。在石柱的笔下，
如裹糖粉似的，成了
金先生，因为金，是
一种颜色，高冷的色
调。诗里的陈先生，
只剩下雕塑般的沉
默与凝重：没有对
话，只有色彩。写得
好！满纸的黑，如黑泽
明的黑白片，如高仓
健的无言屏。大理石
的暗，闪烁金的暗示
，多么诡异的意境。

我们都选修武
汉大学赵林老师的
西方哲学史，课后跟

着老师去欧洲，沉浸现场
感受文化，沿途的感慨他
用诗点墨抒发，却没有一
点儿木乃伊展馆的沉闷：

《阿伽门农的面具》

王
不知不觉
一睡三千年
醒来方知
世界的破碎
亲爱的
我不能送你宫殿
只能送你废墟了
你不该
揭开我的黄金面具
让我露出万古的愁容
透过冗长的历史隧

道，我看到辉煌时代的哀
愁，却没有兵马俑坑道里
的泥腥味，这就是石柱，以

诗的意境，片面截屏，赋能
美学趣味，掩去历史的腐朽
与福尔马林的气味。

《与丘吉尔对话》

不用找熟人
我只需一支
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就从画框出来
伸手拍我肩膀
这个傲慢的家伙
不谈麦克马洪线
钓鱼岛 琉球
克什米尔……

低眉顺眼地问我
火柴呢 兄弟
起句伟人从历史的画

框里走下祭坛，到了最后
两句，历史与现实重叠，称
兄道弟，充满了当下烟火
味，有戏谑，非戏弄。石柱
的诗集，就像晾杆上悬着
一袋磨后正在沥水的水糯
米，涨得扑扑满，沉甸甸的
都是秦砖汉瓦，幻灯片里
总闪烁着历史黑。石柱的
诗，总脱不开历史的缠绕，
但一点也不苦涩，因为永
远与时下的“我”粘贴，略
带殡仪馆的惊悚，再赋予
些当下口语的感慨，历史
就回光返照，音容笑貌就

呈现在你的面前，纪录片
似的，一闪一闪。
诗中，我窥视石柱的

肉身：永远握着烟斗，若有
所思地抽着雪茄，瞅着你。
人文的浸染，使石柱放不
下人文的悲悯，因历史感
而厚重，因人文而不俗。
时下，诗又红了，成为

点缀高大上的垂帘水晶
珠，在一个可以喝咖啡、有
简餐的书店里，说不清咖
啡店、快餐店还是书店，时
髦的说法：混搭。捧着大开
本，叉着丁字步，凸胸凹

肚，脚跟靠着脚洼，朗诵，
给听众的错觉，诗，都是排
比句。就像喝咖啡的书店，
书，是背景、是侍女，成为
撒娇的道具。

石柱的诗，随意得很，
句子错落，随着音节或逻
辑重音而分段，没有排比
句，却一样抑扬顿挫，如雨
滴落荷池，零乱而有韵律，
这就是天籁。再加上句子
短促，分行更好看。还有艳
丽的辞藻，给诗披件若有
若无的纱衣，衬托出玉一
般的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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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去嵊山岛，听嵊山人把游泳叫作“游河”。可岛
上没有一条河呀，原来“游河”就是在家门口的海里游
泳。在嵊山人眼前，家门口的海算不了海，充其量只是
“河”，那么他们认为的“海”在哪里呢？

青浜岛上，渔民也将家门口的海叫得很小，叫作河
浜，去海边游泳说是去河浜游泳。多了一个“浜”字，是
因为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江南河浜水乡。

嵊山在嵊泗县，青浜在普陀区，两岛相距很远，把
海叫作河的风俗却相同。看来只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人，才会理解“近海远洋”，才能发现“近海”的亲近。

嵊山岛民是清一色的渔民，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和
孩子去弄汰横。嵊山人把海边的礁石叫作汰横。汰横上
有佛手、蛎黄、洋出、海菜等等。只有舟山人才知道，这
些生长在潮间带和潮下带浅水区礁石上的小海鲜，比
从大海里捕来的大海鲜更好吃。

弄汰横的专用工具是触榔头，铁铸，一头为榔头，
另一头为铲子。弄汰横时，人站到浸润在海水里的汰横
上，用触榔头将小海鲜采撷至盛有海水的小铅桶里。

弄汰横有风险，特别是在晚上，弄着弄着潮水涨上
来了，你只能游回岸来。礁生小海鲜，现在最难吃到的
是“佛手”。它已属濒危资源，采捕要凭许可证，舟山也
只有在嵊山岛还能经常吃到。“佛手”的学名叫龟足，龟
足看起来很像佛手，于是舟山人就叫它“佛手”了。外地
人首次听到“佛手”，常要问“佛”字怎样
写，一听“佛”是佛，就会吓一跳：舟山人
连佛手也敢吃了。“佛手”用清水焯一焯
就可以吃。吃的时候，先放在嘴里轻轻一
吮。待鲜美汁水涌入口腔，再咬上一口，
肉的鲜嫩在唇齿间回荡不绝。舟山吃货
们有句话：不知道“佛手”，还敢说自己是
海鲜达人？

有次去嵊山，酒桌上有人叫大家猜
个谜语，打一物：“礁上礁下，左邻右舍；
滑里滑塌，动动就射；花里胡哨，凹里凹搞；红烧作羹，味
道蛮好。”我自然猜不出。原来是“石奶”，学名叫海葵。它
长得像植物，实际上却是食肉动物，一种无脊椎动物。
“石奶”生长在礁石下面，就像一把撑开的小阳伞。

但餐桌上的“石奶”，其丑可与毛毛虫相抗衡，许多人因
此是战战兢兢下筷，不过一入嘴，肯定是“哇!味道好极
了”，然后风卷残云般把那盆丑八怪装进肚里。

书本上认为海葵有毒，但在舟山，有一种“石奶”却
是美味佳肴。嵊山人都知道，采捕“石奶”，一定要认准
色泽褐黄或青黄的，色彩斑斓、形体奇异的不要，这有
点像采野蘑菇。

胭脂汤，堪称绝品。
我在嵊山吃过胭脂汤。清汤一盆，

汤色青绿，沉有数粒黑壳。拿勺在盆中
一搅，嫩嫩的“胭脂玉”便浮了上来。我
惊奇于这么一把如豌豆大的“胭脂”，
没加任何作料，烧这么一大盆汤，居然也能这么鲜美。
“胭脂”是一种看上去像半边蛤蜊一样的贝类。它像鲍
鱼一样背着壳，碰到危险时，会用吸盘紧紧吸附在礁石
上，所以采挖时一定要轻手轻脚，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
的速度抓住它。

嵊山岛的后头湾，是一个原始村落。现在村里所有
房屋的外墙都攀缘上了爬山虎、牵牛花、紫藤，密集的
绿叶还覆盖了村里的道路，整个村子就像童话世界一
般。英国《每日邮报》把它列为“全球二十八处被遗弃的
绝美景点”之一。也不知《每日邮报》怎么发现了后头
湾，反正消息传来那天，几乎每个舟山人的微信朋友圈
都被后头湾刷爆。之后几天，赶去后头湾一探究竟的本
地人和外地人实在太多，当地政府不得不通过媒体告
知大家，别来了，后头湾还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条件。

嵊山岛古代叫尽山，中国海岛之尽处也。从嵊山岛
往东，乘两小时快艇，在那个地图上标注为“童岛”又标
注为“海礁”的地方，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界碑。

嵊山岛上，广场叫“尽山”，有一家店铺叫“尽海”，
尽山尽海，天涯海角到了。

这么一个偏僻之处，当?带鱼汛期却有十万渔民，
岛上号称嵊山第一大街的兴隆街，两三米宽，像一条又
细又长的海鳗，数以万计的外地人拥来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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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之“意”

冯 凯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
跑步，我的回答是跑步使我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跑步使我
徒增工作干劲，跑步使我具有足
够自信。最为重要的是，跟人生中
的很多事情相比，坚持跑步是比较
容易做到，也更容易得到“回报”。

多?前，我的身高是 172

厘米，体重 82公斤，医生说这
属于超重体质。而我现在的体重
是 68公斤，已告别臃肿身材。这
是我每天坚持跑步的佳绩。

跑步的好处毋庸置疑，你
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很多结果：
提高人体睡眠质量、消除紧张
感、增加肺活量、提高免疫力
等，而我的感受是跑步不仅让

我体重下
降 了 ，血

脂、血糖、血压也趋于正常了，头
颈腰腿更加轻松舒适了。我结识
了一大批充满正能量、志同道合的
男女老少跑友，一次次体验着与他
们同场竞技的激情，精神和心态也
随之更好了。作为一个警察，需要
很好的体能去做好工作，而坚持
跑步使我体力充
沛、精力旺盛，工
作干劲足。

喜欢跑步，无
论天气如何变化，
哪怕是严寒酷暑、
刮风下雨，都无法阻挡自己前进
的脚步。
当然，有时，鞋子和地面不停

地发出摩擦声，跑得多了，让我觉
得运动难免有点枯燥，但戴上耳
机，有动感的音乐陪伴就顿时滋

生快乐。音乐可以让跑步的步子
更加充满节奏。
每天坚持跑步，这占据了很

多固定时间，我会找理由推掉各
类应酬，肌肉的记忆也在不停催
促，让我坐立不安，静极思动。于
是，换上衣服，挥汗如雨，尽情享

受。我在享受的同
时，也发生了很多
莫名其妙的事情：
一次完成早上 5公
里、晚上 10公里跑
步后两腿有点酸

疼，抬不起脚步，以为不可能坚持
跑了，结果第二天起床后腿一点
也不疼，仍然坚持跑了 5公里。一
次完成半程马拉松后发现脚底磨
了一个水泡，以为要停跑几天了，
结果休息一天后水泡不见了……

太 奇 妙
了。

跑完
步后，身
体提高了代谢速度，增加了血液
的含氧量，大脑好像被触发不停
地高速运转，对于某件事情、工
作、活动的思考，变得更加全面、
清晰。心态也能调整到最佳，之前
暴躁、急切的脾气变得平和、稳定
了，处理各类事情时自然更得心
应手、应对自如。跑步中所养成的
自律和习惯，让我在处理事情时
不会出现迟到、早退，更不会不守
时；跑步中所产生的意志和体魄
的增强，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于是，处理问题的专注度、正确率
与效率大大增加。
跑步真好！

女儿箱
王凯红

    在我们徽州家乡，女儿箱就是樟木箱。
徽州地区历来就有个风俗，谁家如果生了女儿，就

要在自家屋旁种上一棵香樟树，等女儿长大成人，这棵
香樟树正好成材，用来做成樟木箱作为女儿的嫁妆。

人杰地灵、山明水秀的徽州，抬头便是万木峥嵘，
可当地人却独独偏爱香樟树。香樟树名来历，民间有种
流传，说是月宫嫦娥下凡人间，于山间河边不慎失落随
身香袋，之后便长出了香气十足的树，此为香；切开树
面，呈现出许多纹路，似文章显意，遂在章字边加上木
字，此为樟。在徽州名目繁多的
树种中，这种属常绿乔木的香
樟树，高度可超过 30米，直径也
有 3米以上，婺源篁岭一带就有
好多称得上千?古木的巨樟，百
?以上树龄的更是不胜枚举。香樟树木材坚硬，造型美
观，香气四溢，是当地徽州人造房和制作家具的好材料。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钟爱的家具就是从老家带

来的那只沉甸甸的樟木箱。箱的包角铜皮、搭手和锁扣
还有些斑斑锈迹，看上去很普通，只是褐色的箱面上木
纹路依然十分清晰。母亲说，这只樟木箱，是外婆给母
亲出嫁时准备的，全樟木，很厚重。每当打开箱盖，那浓
浓的香樟味扑面而来。母亲说，这只樟木箱里放什么都
不用怕虫蛀鼠咬。所以，家中最值钱的衣裤、布料，母亲
都放在这个箱子里。动乱的?代，家中仅存几件简陋的
家具，唯独那只樟木箱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
在我婚后的第 4?，单位总算分配给我一间 10平

方米不到的石库门亭子间。螺蛳壳里做道场，我想方设
法总算安置下了“36条腿”。面露笑意的母亲，当时拿
出了一份 60元到期的贴花储蓄，让我们再去买只樟木
箱。母亲是把儿媳当成女儿一样看待了。我托人要了 5

张工业券，好不容易买来的樟木箱，一半的木料却不是
樟木的，香气也远不如母亲那只老箱子。更令我头疼的
是，没有搁箱子的地方。最后，将 4尺半的大床用木块
垫高，总算把箱子放到了床底下。
不久前，小妹一家决定去 M国定居。小妹问我，母

亲生前留下的那只老樟木箱如何处理？我说，你正好利
用这个箱子带走一些随身的用品。M国的放置是不成
问题的。再则，见物生情，也好给你留个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