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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花都快开了，
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小叶发来微信，顺带

附上杜鹃花的重重花影
——有的大红，有的淡紫，
夹杂在如海的春山中，如
云似锦，如夕霞如浪花，还
有纯白的花丛如纱幔，在
山野里寂寞
地摊开来。
小叶是

神仙居的导
游。我上次
去时，尚是冬天，入得山中
时，满山云雾萦绕，仿佛进
了仙境，远山与近色，都幻
化在了缥缥缈缈的云雾之
中，消失了，退隐了，彼情彼
境，绝非人间所有。待到
了南天顶的“天空之境”
时，一会儿忽然云开雾散，
石壁万仞，悬崖之上，观音
峰忽然显现出来。那一瞬
间，脚下数百米依然是云
海，观音峰仿佛从云海之中
生长出来一般，风起云涌，
眼前与胸中，都是无尽的
波澜壮阔。只一会儿，那如
海的云雾又聚合起来，将眼
前群山巨峰笼罩，如层层的
纱幔重新遮蔽，仿
佛是眼前的山峰，
从未在世间打开
过。那般的奇云幻
雾，令人震撼无比。
那次就相约——还要

再去神仙居。晴时去看，
雨时也去看。想来都是不
同的景致。冬日雪景想去
看，深秋红叶也想去看，四
时亦有四时的绝妙。这样
相约不久，疫情却反复起
来，一阵儿是这里不方便
出行，一阵儿是那边防范
升级。我等为了不增添麻
烦，就尽量减少流动。神
仙居下雪的时候，漫山如
银装素裹，真是人间奇景，
便也只能在小叶他们的微
信朋友圈里看看，无法登
临山中。到了春日渐醒，
本也希望出行，无奈也有
状况，依旧远程看山。
小叶常会在朋友圈

里，分享一些山中美景，譬
如二月的深山含笑开放，
三月的杜鹃如云盛开。从
二月稍晚开始，深山含笑
在绿色森林里绽放，特别
显眼。小叶说，山里的花，

大抵不是特别的耀眼，但
若俯下身来，则会发现许
多零星的野花，这儿一丛，
那儿一簇，有些也是不知
名的，只自己在山崖上绽
放，常给人惊喜。三月的杜
鹃，则是景区的工作人员不
辞辛苦种上去的，淡紫色的

那种，长在
栈道周围；
另有一些野
生的则是长
在遥远的悬

崖上。到了五月，还有野百
合，会在山间如期开放。黄
色的野百合长在悬崖间，或
是流泉飞瀑的旁边。有时
在栈道上行走，不细心的
话，你就发现不了。那样的
野百合，在千仞之高的悬崖
的裂缝里，在几乎看不见泥
土的地方，忽然生长起来，
忽然冒出一枝，举着骄傲的
花朵。此时，如果你也看
到，一定会感叹生命力的
实在顽强。
最近因了疫情，神仙

居的旅游团队少了许多，
只有零星的散客上山。小
叶仍然会经常上山，她的

同事们也依然天天
在山中行走、工作、
攀爬，依然在朋友
圈中，快快乐乐地
分享山中岁月的美

好，似乎是说，即便此时此
刻，你困在自己的生活中，
若不能来此山中，我便要
把山中之美分享给你。
神仙居，是括苍山第

二高峰大青岗的余脉。山
上矗立着无数天然巨佛，流
传千百年来数不清的神仙
传说。我想起来，上次在神
仙居逗留，还知道些神仙居
的创业故事。上世纪90年
代，县里才组建成立旅游
局，那里有悬崖绝壁、飞瀑
流泉、茂密丛林、飞禽走兽，
其天地造化，自然景观不亚
于黄山、三清山，宛若仙人
此地居，可惜藏于深闺人未
识。许多工作人员不畏艰
险，攀藤伏壁，把一条条沟、
一道道坎都攀爬过，渐渐开
辟出穿山小径，以及勉强可
以从容行走的道路来，勉强
把旅游事业做起来。
这二三十年，神仙居

的美，一点一点呈现出来，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天地
的意境，渐渐被认识和传
播，神仙居的知名度，也不
断被推高。那次，众人推崇
一位朱先生，说他最为爱

山，这山中的沟沟壑壑，没
有一处他不曾走过；山中的
一草一木，没有他不曾访过
的。也正是有了他们，才有
了这绝美的风景——然而，
朱先生却一再摆手说，山自
在，水自在，山水之大美本
就在那里，几百万年了，自
己不过也是山中一草尔，岂
敢掠山的大美。
春天，不知不觉就在

神仙居浓郁起来。我想着
还要与朱先生见见，与小叶
他们一起再去爬一爬神仙
居的山。看云山雾海也好，
看花花草草也好，都令我向
往。山中还有一处“薜萝深
处”，源自倪瓒的一句话，
“苍藓浑封麋鹿径，白云新
补薜萝衣”，这个意境真
好，他是写给画家朋友张
雨的，我也想去薜萝深处
访一访。宋代画家郭熙
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
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
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
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
远之势突兀，深远之间重
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
缈……”这样的三远，神仙
居都有，春山如海，千崖滴
翠，层层叠叠的山，渐次醒
来的花朵，都在等着来客。
松枝煮茗，我是想和你一起
侣草木，友麋鹿，于山长水阔
之间，共坐同饮一杯何如。
春天在这山里，我知

道，正在轰轰烈烈地到来，
小叶发来消息，说悬崖间
的野百合蓓蕾沉沉，花期
即将到来。阳光出来，疫
情也必如这山中云雾一般
散去，待那晴和之日，漫山
的花朵都将开好，花们一
齐在神仙居迎接你。

周华诚

山中花事

给花儿浇水时，浇
快了，水会从盆底淌
走；微信群里的红包，
明明封面上写好了谁
收，也会有毛躁的人
不细看就抢；写完了文章，没经过冷处理
就投了出去，过后又发现可以写得更好；
某件事，没了解前因后果就下了结论……
“匆匆忙忙”有两个亲密伙伴，一个

叫“急中出错”，一个叫“丢三落四”。些
许遗憾，验证着那句古语：事缓则圆。
好粥需要慢火熬。很欣赏朋友的微

信签名：我走得很慢，但从不停步。慢是
一种能力，沉住气，厚积自能薄发；慢是一
种智慧，活在当下，享受过程；慢是一种底
气，既相信自己，也相信时间；慢还是一种
慈悲，怕操之过急，有失体谅，误伤他人。
缓慢才优雅。话出口前先三思，慢

慢说，才淡定；做事情，有缓冲，更稳健。

好比画一道线，有一
点点弧度比笔直的，
看上去更优美。
世间的美好，大

都经历了沉淀，放慢
速度，才会不期而遇。不能确定时，不妨
慢下来，静观其变，事情自会浮出水面。
遇到困难了，等一等，让心沉静，找到根
源，才会优雅地成长。
急躁的背后，有时还藏着自以为是。

把心调到谦卑的状态，不急于证明自己
对。有时，争论与误解是因为角度不同，等
对方有一天转到你的角度，自然就会明白。
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迟。可以忙

碌，但要有序。事往前赶，心不必急。人
生的风景，说到底，是心灵的风景。心若
急，无论走多远，也毫无韵致可言。风风
火火地大步流星，与分花拂柳地款步姗
姗，哪个更从容美好呢？

李佳慕

缓慢与优雅
上次小区改造自来水管，完工时，我送给工人一大

瓶未开封的果粒橙，聊表谢意。过了一会，那个工人拿
着那瓶果粒橙回来了，说：“阿姨，这瓶饮料过期了。”尴
尬之余，我忙细看瓶身上印的保质期，果然，半个月前
就过期了。
从小，我就被大人称赞“不馋”，成年后也极少吃零

食和饮料，对它们的保质期，从不曾在意。“退货”事件
发生后，再送别人入口的东西，我都要仔细看一下保质
期。家里的存货，也提醒自己及时吃掉。
除了食品，有保质期的东西还有很多。如药品、家

化用品、颜料，还有丝绸。我很喜欢丝绸和纯羊毛衣
服。可母亲说，丝绸不能传代。想来是因为丝绸含蛋
白质，若保存不当，会腐坏生虫。纯羊毛衣服亦如此。
物质的东西有保质期，精神层面的

东西，亦有保质期。比如友情、爱情、亲
情、知识技能和观念。再深厚的友谊，若
总是沉浸于“当年我们如何要好”，从不
关心对方当下的痛痒，这样的友情，终会
淡去。再炽烈的爱情，若一味索取，或一
味迁就，日子久了，也会冷却。还有亲
情，也是要用真心换真心的，任何的欺
骗、利用和防备，都将在岁月这本账簿上
被扣去利息和本金。
说得俗气一点，人世间，所有好吃

的、好喝的、好看的、好受的，都应好好珍
惜、回报。没有谁、没有哪些东西，是天
经地义要关爱谁青睐谁的。
有道是“施恩勿念，受恩莫忘”，道德只能求诸于

己，不能用来苛求他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人的一点
点善意和帮助，我都会及时说声“谢谢”。有些不言谢
的大恩，更是深深地铭记于心，但有机缘，涌泉相报。
很早就读到，友情爱情要用心经营。因为我的书

生气，当时觉得经营之说甚是虚伪。阅历多了，见识了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方知此言不虚。
并不是说，这世间一切美好都要用美好来交换，而

是，夫妻也有不恩爱的，父子也有不慈孝的，朋友也有
不真诚的……有幸遇到美好的事物，当珍视之，呵护
之。用真心与真情，用善意和善举，竭尽所能，不断地
为之充值，为之续命。日日复月月，月月复年年，延长
它的保质期。
食物临期了，应赶快吃掉；情感临期了，要设法挽

回弥合；知识和技能落伍了，要尽快学习提高，别让自
己变成“老科学的家”；观念陈旧了，更要时常自省更
新，就像电脑操作系统，切不可一成不变。当然，最根
本的良知和逻辑，是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基础，理应坚如
磐石，保质到永远。

孔

曦

保
质
期

凉鞋，泛指脚趾外露的鞋类，它
从问世之日起，就有着极简的构造，
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足上用品。
埃及人就曾用草绳编鞋底，并

拿生牛皮带固定在脚上。埃及的
妇女们则把珠宝装饰在上面，既防
晒又足下生姿。罗马的女皇们穿
的凉鞋，底部用黄金做成，鞋带上
缀着各色稀世珍宝。日本人把编
织的凉鞋叫作草履，波斯人和印度
人穿着分趾疙瘩的坡跟凉鞋，非洲
人用染色的猪皮缝制出了“一脚
蹬”的雏形。到上世纪20年代，凉
鞋在多种设计元素的加持下，重新
焕发迷人光彩。
我大概五六岁开始穿凉鞋。上

世纪80年代，商店里的凉鞋都是塑
料材质的，轻软又有弹性。儿童凉
鞋统一是半透明的糖果色，常见的
有樱花粉、玛瑙红、橙子黄、青草绿、

香芋紫，鞋面
上大都卡着金

属装饰片或塑料蜻蜓、蝴蝶、雏菊、草
莓，好似水晶的塑料凉鞋是女孩子
的最爱。只可惜农村的小孩子天天
到处跑着疯玩，但塑料凉鞋穿坏了
能二次利用，剪掉绑带和后跟当凉

拖。要说缺点也有，塑料凉鞋的底老
是塞满泥巴和石子，穿在脚上沉甸
甸的。不过，脱下来对着地使劲磕
几下，砂石土块就掉出来了。
我长大后，塑料凉鞋已经淡出

了人们视线。不知何时，沉寂数年
的塑料凉鞋又兴起了，不仅国内品
牌快马加鞭地推出新款，连一些世
界品牌也前赴后继地设计出了精
致的塑料凉鞋。许是怀旧情结，我
也买过几双塑料凉鞋，有憨憨的圆
头洞洞款、细带的高跟、一脚蹬。

我穿了几
次发现塑
料凉鞋不透气，底子太软太薄，支撑
力和缓冲力不够。我平日穿的凉鞋
以皮质居多，其中有一双黑灰交织
的蛇纹凉鞋，时髦得不得了，鞋面的
颜色和图案跟蛇皮一模一样，有次
吓了自己一跳，就弃之不穿了。
女人们经常冲动消费，夏天尤

甚，往往一时心热买了一双好看但
不实用的凉鞋。美是要付出代价
的，哪怕一时的风光可能引起水
泡、脚疼等一系列症状也在所不
惜。管它呢，先穿上再说，结果走
起路来战战兢兢，脱下来边揉脚边
唉声叹气，送人又舍不得，放着又
占地方，看着也闹心，悔不当初。
据说有三种鞋，被专业人士打

入了黑名单，分别是尖头鞋、底子
薄如硬纸板的鞋、细高跟鞋。脚受
罪在其次，主要会造成一些病症，
选购凉鞋时，也最好注意一下。

刘 云

凉 鞋
快 节 奏 时

代，微视频颇受
欢迎，它讲究时
效、信息量大、其
核心是短，符合
当下人们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宅家抗疫的
非常阶段，市老干部大学线上教学，朱友庭
老师的微视频制作课，给喜爱微视频的学
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习与实践平台。
三月初开学，师生畅行云端，疫情封

控，网课延伸，老师教得认真，学员们听
得仔细。课后，老师希望学员们任选题
材，把课堂上听到的内容及时运用起来，
将视频照片拉入轨道，合成音频、叠轨，
渲染出个性微影。因此，在社区当志愿

者的学员以奋
战一线、社区抗
疫的所见所闻
为作业主要内
容，也有学员在

窗口拍摄下了居民自律规范做核酸的场
景；有学员以共同守“沪”为内容成片；还
有学员老片翻新，把所学融入微视频，清
新自然，别有洞天。
学习微视频制作，让我们老有所学，动

手动脑，云上课堂为封控的日子添加了多
味佐料。我们都无比珍惜和热爱这座城
市，志愿服务是爱，自觉参加核酸检测是
爱，认真上好每堂在线课，并用所学的技
术、用画面记录下每天的点滴亦是爱。

冯莲花

用画面记录点滴

记得那次去湖州游
览，参观位于南浔文园内的
“三馆一廊”。在“南浔名人
长廊”石碑中，有一块为“中
国国学大师——王文濡”，
因其还是著名的海派灯谜
前辈，引起我的注意。
王均卿，原名承治，后

改文濡，别号学界闲民、天
壤王郎等，吴兴（今湖州）
南浔人，长期寓居上海。
曾任中华书局、进步书局、
国学扶轮社等编辑，南社
社员。他编撰的书刊，涉
及诗词、古文、骈文、对联、
灯谜等各种门类。他毕生
嗜好灯谜，文史掌故专家
郑逸梅1935年8月在《申

报》上曾撰写《悼王均卿先
生》一文说，“先生喜制谜，
曩时海上有萍社，先生为社
中健者。”后在《南社丛谈》一
书中又介绍：“他喜射谜，参
加萍社，为猜谜及制谜能
手”。“萍社”是清末民初著
名谜社，王均卿是
仅次于老报人、小
说家孙玉声的社内
第二号人物。
他撰制的灯谜

数以万计，目前能见到的
也达两千余条。对灯谜创
作，他主张“宁少毋滥，宁
雅毋俗，宁大方毋纤巧，宁
紧切毋宽泛，宁平正通达，
使人一览易知，毋晦涩艰
深，苦人作三日索”。故其
谜作落落大方，谜味醇正，
脍炙人口。如：“压倒元

白”（打宋人一）“杨无敌”，
谜面成语是说唐宝历年
间，杨嗣复宴客，众人赋诗
助兴，刑部侍郎杨汝士之
诗最终力压在座的元稹、
白居易。“杨无敌”指北宋
名将杨业，别解成“杨的诗

没有敌手”；“电梯”
（打《礼记》一句）
“升降上下”，谜底
原意指上下堂前的
台阶，而用来诠释

电梯的功能，别具妙趣；
“准备听春雨”（打曲牌
一）“上小楼”，取陆游《临
安春雨初霁》中名句“小
楼一夜听春雨”诗意，谜
底解释为“要到小楼上
去”；“八代起衰手”（打古
人一）“韩文”，苏轼赞誉
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称

之为“文起八代之衰”，韩
文本是明朝大臣，这里解
释作“韩愈的文章”。
王均卿见坊间所刻的

谜书粗制滥造，贻误学者，
因而与萍社“同人商略而
行之”，主编《春谜大观》，
1917年由上海文明书局
出版。全书共载灯谜五
千余条，搜罗富有，洋洋
大观，十余年间共印行了
10版，成为当时第一畅销
谜书，沾溉数代申城谜人，
嘉惠后学，影响深远。他
还自选部分灯谜，与同乡
周至德合编《春灯新谜合
刻》出刊。另撰有《废物
谜话》《时人新谜》《新旧
废物谜屑》《萧斋谜》等，
发表在《游戏世界》《文
虎》等杂志上。
郑逸梅称其“生平所

著，举凡联语、文虎、诗钟，
以及诗古文辞、笔记、杂俎，
都数十万言”，可惜王均卿
无嗣，稿件已大都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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