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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
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
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
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父父亲亲的的板板栗栗树树 林语堂曾说： “苏东坡是
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一个
伟 大 的 人 道 主 义 者 、 一 个
百 姓 的朋友 、 一个大文豪 、
大书法家、 创新的画家、 造酒
试验家、 一个工程师、 一个憎
恨清教徒主义的人、 一位瑜伽
修行者、 巨儒政治家、 一个皇
帝的秘书 、 酒仙 、 厚道的法
官、 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
人。” 刘小川则说： “中国古
代 ， 苏 东 坡 这 样 的 个 体 生
命， 可能绝无仅有。” “他似
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 穷尽
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 他抵
达 了 生 存 的 广 度 与 深 度 的
极限。”

苏东坡一生游离于 “出
世” 和 “入世” 之间， 伴随着
宦海沉浮， 人生几经波折， 还
能从容笑对生活的礼遇， 以开
阔 的 胸 怀 笑 纳 ， 并 傲 视 人
情世故。

苏轼 60多岁时写过一首
诗： “夜梦嬉戏童子如， 父师
检责惊走书 。 计功当毕春秋
余， 今乃沮及桓庄初。 坦然悸
悟心不舒， 起坐有如挂钩鱼。”
意思是， 他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回到了童年， 父亲监
督着他读书。 有一天， 父亲出
去要办事， 给他布置了一道家
庭作业， 就是把 《春秋》 这部
史书读完。 结果他因为贪玩，
一看时间， 父亲快回来了， 可
《春秋》 读了还不到三分之一，
急得啊， 感觉胸口里头好像十
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嘴上就好
像那鱼咬了钩一样难受 。 看
来， 苏轼满腹学问， 也是小时
候被严父逼出来的。

人家这幼时逼出来的学
问， 可不是白学的， 关键时刻
能派上大用场。 乌台诗案， 苏
轼正在御史台的大狱里受罪，
日复一日 ， 通宵达旦连续逼
供， 使他支持不住了。 苏轼已
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跟儿子苏
迈约好一件事， 每天送饭的时
候， 都要有素菜和肉， 如果听
到外面传要判我死刑， 你就送
鱼， 不要送素菜和肉。 一天，
苏迈外出筹措生活费， 就托了
一位亲戚代为送饭。 可是， 粗
心大意的苏迈临行前忘了交代
一句： 千万不要送鱼。 真是无
巧不成书， 那位先生看苏迈天
天不是素菜就是肉， 太过单调
了， 于是就吩咐老婆做了一条
鱼给苏轼送去了。 苏先生一下
子蒙了———“我命休矣！” 虽有
思想准备。 但这一天真的到来
时， 苏轼还是感到如晴天响了
一个霹雳。

镇定下来以后， 他把狱卒
梁成叫过来， 借来笔墨， 提笔
写了两首诗。 其中有几句显然
是写给他兄弟苏辙的： “是处

青山可埋骨 。 他时夜雨独伤
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又结来
生不了因。” 这实际上是绝命
诗， 表达的是他当时那种极其
悲愤、 伤感的情绪。 写好后 ，
交给那狱卒 ， 请他转交给苏
辙。 苏轼知道， 狱卒拿到这个
诗稿是不敢留在自己手里的 ，
必定上交， 监狱长之类的官吏
恐怕也不敢留， 因为苏轼不是
平常的犯人。 如果这件事谁都
不敢做主， 就有可能转到上层
人物， 甚至神宗的手里去。 果
然， 苏轼的这一步走对了。 诗
最后还真的转到了神宗的手
里 。 神宗看过后一时也很感
动， 神宗不发话， 谁也动了不
苏轼。

解救苏轼的人和极力置他
于死地的人， 两派之间发生了
争执， 神宗皇帝犹豫不决， 决
定派一个亲信到监狱里去探一
探虚实， 看看他是不是心中有
鬼， 是不是真地诽谤皇帝、 攻
击朝廷。 这一天晚上， 东坡在
外面受了一天的审讯， 天黑了
才回到牢里， 非常疲惫， 正想
休息， 突然看到牢房走进一个
年轻人 ， 这个年轻人一言不
发， 拿着一个包袱就进来了 。
东坡想 ： 奇怪 ， 我是朝廷重
犯， 关单身牢房， 怎么今天来
了一个人， 又不好问你是谁 。
管他呢， 睡觉吧， 于是倒头便
睡， 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 一
直睡到天大亮。 那人爬起来把
还在打鼾的东坡推醒， 对他说
“恭喜学士”， 说完就走了。 原
来这个人就是神宗皇帝派来探
监的亲信， 回去就向皇帝汇报
说东坡受了一天审问后， 回去
倒头就睡， 整夜打鼾， 心中没
鬼。 最后， 许多人出来声援苏
轼， 苏轼被贬黄州， 得以重见
天日。

陆游 《老学庵笔记》 里有
一则很有趣的故事： “吕周辅
言： 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 ，
相遇于梧、 藤间。 道旁有鬻汤
饼者 ， 共买食之 ， 粗恶不可
食。 黄门置箸而叹， 东坡已尽
之矣 。 徐谓黄门曰 ： ‘九三
郎， 尔尚欲咀嚼耶？’ 大笑而
起。” 在面对颠沛流离的人生
忧患时， 苏轼以豁达淡泊的心
态乐观地面对生活， 从容而不
急进， 自如而不强求， 稳重而
不浮躁， 坚韧而不堕落， 而他
的弟弟黄门公却以消沉悲观的
态度对待生活， 看到的是处处
苍凉， 乌云密布， 陷入痛苦的
深渊中， 难以自拔。 “心悦则
物美， 心悲则事哀”， 人生一
切境由心生， 心态决定人生的
态度， 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
能使人获得一种灵魂上的升
华。 从苏轼身上， 我们品味到
恬淡也是一种智慧。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张勇旷达之人苏东坡

【情怀】15副刊２０18年 10月 12日·星期五│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吉言│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小妹更新了说说， 她讲道：
“今天回了娘家， 感触多多。 最
幸福的事莫过于跟老妈一起摘老
爸亲手种下的板栗。 虽然手上好
多板栗壳刺扎的伤口， 会痛， 但
心里却是满满的思念。 突然觉得
自己好没用， 竟然连爸爸的样子
也想不起来了。” 我看完， 眼泪
倏地涌出我的眼眶， 对父亲的思
念像潮水一样涌来。

父亲去世时， 小妹才5岁，她
连爸爸的样子记不起来， 那是情
有可原的事， 可我那年已经18岁
了，和父亲朝夕相处18年，有很多
往事令我难忘， 父亲种下那棵板
栗的情形，至今也历历在目。

那天， 父亲喜滋滋地回来，
握着两棵树苗， 对我说： “咱们
去栽板栗树。” 我那时已是八九
岁光景， 想着能吃到香香甜甜的
板栗， 于是赶紧丢下作业， 屁颠
屁颠地跟在父亲身后。 父亲在院
子的东边挖了一个深坑， 将板栗
细心地栽好， 又在西边挖了一个
大坑， 将板栗栽下， 淋完水后，
他搓了搓手 ， 感叹 ： “再过些
年， 咱家就有板栗吃了。”

嘴馋的我， 每每看到长得极
慢的板栗树， 总是跑去问父亲：
“爸， 我什么时候能吃到板栗？”
父亲回我 ： “不急 ， 等个四五
年， 等到板栗树长得比爸爸还高
了， 板栗就会结果了。” 我于是

慢慢地等， 经常跑去看板栗树长
高了没有。

板栗树长到一人多高的时
候， 父亲去世了， 那年， 他才43
岁。 板栗依旧没有挂果， 我出来
打工， 母亲说， 西边的那棵板栗
树， 晒死了。 我也没挂心上， 父
亲 不 在 了 ， 吃 不 吃 板 栗 有 何
意义呢？

过了两年， 板栗挂果了， 母
亲打电话跟我说 ： “板栗可甜
了， 给你留着， 你回来吃吧， 那
是你爸种的。” 我回去， 果然有
一锅香喷喷的板栗等着我。 我吃
着板栗， 想着那些年和父亲在一

起的贫苦而快乐的日子， 总是禁
不住泪湿衣襟。

我也终于明白， 父亲当年种
下板栗树， 是种下一个希望， 种
下一种念想。 无论人在不在， 板
栗树会在。

时光荏苒， 一晃， 父亲离开
我们已经18年了， 很多关于父亲
的物件， 渐渐地丢失， 到现在已
经很难找得到一件了。 而唯有这
棵板栗树， 枝繁叶茂的， 一年比
一年茂盛， 每年都会给我们奉献
出香甜的果实。 父爱， 就藏在这
颗颗板栗里， 直达肺腑。 板栗树
在， 父爱就在。

□刘亚华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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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有一截山路， 一直是我
的心理阴影。那截路走的人稀少，
似乎无论春夏秋冬都被密密的灌
木和松树裹着。 这让我感到压抑
和恐慌。每次走这截路，我总觉得
会有奇怪的东西突然蹦出来，虽
然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路，这个意象熟悉而陌生、光
明而灰暗、宽阔而狭窄、平坦而坎
坷，复杂多变。 有时我觉得，与其
说人在走路，还不如说路在渡人。

这截山路的终点就是我家老
屋的后门。老屋所处偏僻，邻居不
过一两家，有隐世之感。我从出生
至5岁，一直生活在那里。 那是我
的源头，也是我的路的起点。

老屋所在的村庄沟渠密布 ，
阡陌纵横。阡陌也是路，载着乡人
们的悠闲、忙碌和希望。阡陌连着
小径，小径连着山路，山路通往村
外。 记得小时候购置油盐酱醋都
要步行好远去村外的小商店。 那
个地方叫“七个里”。 我们那里还
有叫“二个里”“四个里”的，我猜
这些地名大概是根据与某个地标
的距离得来的。

七个里曾是这个乡的商贸中
心， 有国营供销社等， 后来没落
了，一些民营商店兴起了。这些商
店沿马路而设，人来人往，生意兴
隆。马路原是石子路，后来随着经

济发展， 逐渐变成了漂亮的水泥
路。 我们家也在马路边选了块地
建了二层洋楼。 父亲觉得时代在
进步， 我们不应该一辈子困守在
山村的瓦房里。

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家乡
无异于一个 “壮举”———当时，本
地的工匠几乎没有什么洋楼建造
经验， 因此， 这座洋楼是带有先
锋、实验性质的。 它的造型、品质
放到今天来说， 的确是有点不尽
如人意。但在那时，它是我们整个
家族的骄傲。

又过了几年， 正值公务人员
下海潮， 父亲也去邻镇建了一座
预制板厂。我们全家都搬了过去，
洋楼卖给了别人。

工厂也建在马路边， 货运是
极其方便的。 那时本县经济高速
发展，到处大兴土木，父亲的工厂
也办得热火朝天。可惜的是，没过
几年，一条高速公路需穿厂而过，
为了修路，我们举家搬迁。

再接着， 我发现本地到处都
在占用土地，为修路、建园、设厂，
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大家搬去小区集中居住后，生
活水平得到了提升。 小区傍路而
建，公交车站近在咫尺，交通极其
便利，且教育、购物、养老、银行等
各项设施齐全。 这些在二十年前

我们无法想象的事， 如今都变成
了现实。

路， 是梦想成真过程中重要
的影响因素。

生我的小村庄如今成了生态
林， 传统的村里人都搬来了现代
化的小区里，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那截曾让我害怕的山路， 没人再
走了，她仿佛有灵性似的，像一道
伤口，永久地愈合了。

草木终究占据了那片山林所
有的空白，一切的一切都复原了。
而我们仍在前赴后继，不停前行，
怀抱梦想且肩负责任。 我们坚信
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只要努
力并坚持。

路不断地延伸向远方， 我们
成了路的一部分。

路在渡人 □吴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