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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画外音”里的人间之
“情”
——蒋增福《读画有伴》序一
我的“老长官”增福先生收藏字画几十年，颇
有积累，近日汇编成书，于所刊字画之旁又以“画
外音”名目附带介绍作者并小叙与其交往之往事，
如此辑成一册并嘱我作序。
我看了两遍书稿，头一遍有些茫然无措，感觉
杂芜，所刊字画的艺术水准过于参差。其中不乏
刘海粟、郁曼陀、叶浅予、徐迟、吴祖光、郁风、黄苗
子、张乐平、白雪石、许麟庐、黎雄才、王遐举、王大
中等等的大家、名家，或字或画，皆为上乘。尤其
郁风、苗子，收入字画最多，这也可以想当然的，富
阳乡亲嘛，增福先生与他夫妇交往极深，故事多
多，说来话长。书里还收入许多当代才俊的字画，
全显光、郑叔方、张步、华士清、徐君陶、羊晓君、蔡
乐群等等。可是，这本书里的更多角色却是增福
先生的同乡亲友、单位同事、上司和下属，乃至他
的晚辈，大都名不见经传。这就让我很挠头，不知
该怎么读这本书。
看第二遍，才忽然开窍。我对自己说，不要把
“老长官”的这本书当作画册看，只当是书，一本有
很多插图的书，许多意思和味道就出来了。换个
说法，这里面固然不乏精品，却不以字画之“艺”成
趣，而是以人间之“情”立意，字和画都是用来引出
话题，作证往事甚或抒发情感。在那一篇篇“画外
音”里，点点滴滴记录了增福先生数十年从事文化

感悟

蔷薇开处是光阴
□李杭育

工作的历史情景，追忆着他的无论长幼、是否名人
的各色师友，
文章谈吐，
音容笑貌，情深意长。
与“老长官”相处三十多年，我深知他待人极
重情义，他对许多师长、同事、朋友和乡亲惦记长
久，念叨不止，我都是听过一遍又一遍的。尤其对
富阳和富阳人的满满乡情，简直就是增福先生的
人生最大旨趣，成为他个人的符号。即如名家郁
风和苗子，也因为是富阳的女儿和女婿，格外受到
增福先生敬爱，亦是自然。我还记得一段增福先
生待朋友如何细心、周到的往事，是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期的一个春天，郁风和徐迟去富阳呆了一阵，
是时任富阳文联主席的增福先生请去的。忽然有
一天，他发觉郁风、徐迟有点不爽，意识到可能是
每天都安排大小官员陪同，他俩很不自在。
“ 老长
官”急忙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富阳陪陪郁风和徐
迟。我不仅去陪了，最后还替“老长官”送客。富
阳派了车，一早出发，时间很从容，郁、徐二位想在
哪里下车停留一阵都行。记得是在满觉陇，具体
应该是石屋洞，郁风画写生，徐迟和我在一旁聊
天。后来他二位提出要去老杭州著名的“奎元馆”
吃虾爆鳝面，我就让二位如了愿，饭后把二位送到
了火车站。
而今这二位都不在了，增福先生只能“读画若
伴”了。

人间

记忆中的母亲
剪着短发，着一件大襟棉祆的老母亲，又入得
梦来。母亲啊母亲，瘫痪在床一年后，追随父亲而
去的您，找着父亲了吧？您是踩着云朵，站在高高
的云端上，瞅准时机，进得我梦乡来的吗？
2000 年 9 月，父亲确诊肺癌，我们四个子女各
有一个小家，各有一份事业。陪诊就医，熬药端
水，日夜侍奉的大多是母亲。年迈体弱的母亲不
辞辛劳地把老父亲照顾得妥妥贴贴，很少让子女
几个操心劳烦，分忧解难。
母亲的堂婶患子宫癌，媳妇未娶，女儿远嫁，
替她擦拭身子、清洗污秽衣物的是母亲。大伯母
重病去医院，送躺椅、被子的是母亲。隔壁阿公，
亲叔重病缠身，每天早上熬了米粥送去床前的也
是母亲。
母亲悲天悯人，乐善好施，即使来门前乞讨要
饭的，也总大方地送上饭菜，尽管那些年粮食总不
够吃。煮锅红薯，蒸锅南瓜，踏制一作冻米糖，见
者有份，那更是寻常。年前二十几，家中琐事一
堆，父亲常应邀帮助村民踏制冻米糖、掂量酒酿发
制馒头分寸，母亲从不拦阻，从无怨言，琐事杂事
一身扛。

母亲九岁上没了娘，她的亲妹出生四个月，从
此又做姐来又做娘。山前山后，灶上灶下，喂猪养
蚕，纺线织布样样拿得下，样样拿得好！村里妇女
做鞋，要找母亲剪鞋样；打毛衣，要找母亲起头；攀
笋、拔猪草、钓茅花，要找母亲做伴。总听她们高
呼低吟：
“菊梅阿姐，
菊梅阿姐！”
母亲厨艺了得，手艺人来我家打篾席、水桶、
做个柜子砌个墙的都说：
“十里八乡，吃过百家饭，
你娘烧得最好吃。”自打懂事起，父母就不断地扩
建屋舍，叫帮忙人吃饭，几乎天天都有，常常听他
们边吃边赞：
“ 菊梅阿姐，你烧的菜好吃！”父亲是
个热情好客的人，有时冷不丁地带回家十几个同
事来，母亲虽面露难色，我也总懂事地帮忙点火烧
灶，待我灭了灶火起身端菜端饭招待客人时，母亲
早已满满地摆好了一桌子好菜。我暗暗惊讶母亲
厨艺功夫神奇。
“陈师母的菜好吃！”临走少不了留
下他们的美言。母亲带大的几个表妹，至今还在
我面前念叨：
“再也没有吃过比大姨烧得好的糖醋
排骨了！”我却惊叹母亲的炒鱼和清炒螺丝的味道
鲜美独特。
小时候，常见母亲算盘打得“噼哩啪啦”响，钢

□陈利群
笔字也写得涓秀清美，一点也不比做老师的阿姨
们逊色。母亲不多话语，农闲时节，入睡前才出些
谜语给我们猜。记忆中，像“燕子低飞蛇过道“、
“晴带雨伞饱带饭”、
“ 偷鸡不着蚀把米”之类的谚
语俗语也会一套一套的。
母亲常批评我性子急，担心我做事出差错，我
嘴巴上不服，心里却恨自己为什么不像母亲那样
沉静安稳，平生只听得父亲发火，就是不闻母亲对
吵；只知邻居家妯娌不和，就是未闻母亲婶婶的闲
言碎语。对我们几个儿女也很少打骂，规矩却重
得很。四个孩子分工明确，不敢不做好，更不敢违
抗。
很后悔，母亲生前为什么没有问一问：父亲如
此建家立业，无私奉献，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是他
的天性使然呢，还是母亲豁达和智慧的感化？一
家六口融融乐乐，出行干净体面，又何尝不是母亲
的智慧和付出。
母亲故去已九年整，
可总觉得她就在溪边捣衣，
就在猪圈里喂猪，
就在蚕房摘茧。仿佛她还在不远
处呼唤我们：
“好吃饭了！
”
仿佛还能清晰地听到母亲
提着大包小包
“咚咚、
咚咚”
上门来的脚步声。

玩家

每为拍花而湿衣
□余毛毛
春天里，拍了不少花。打开手机相册，花花的
一片，其中几乎有一半，都是带着水珠、晶莹欲滴
的，
这都是以我湿衣为代价拍来的。为了拍花而湿
衣，有时候我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主动的
是我明知道天在下雨，但觉得雨中花更为润泽、更
为清丽、更为楚楚动人，而是去想一亲芳泽的。我
自然要带雨伞，可拍着拍着，觉得一手拿雨伞一手
拍花，拍不出好效果，索性扔了雨伞，淋着雨拍起
来；有时候并不想湿衣，等雨停了，才出去拍；但就
是雨停了，也免不了湿衣，户外拍花，尤其是拍野
花，
自然不是去到公园、
街头、
小区广场等之类环境
维护良好、排水良好之类的地方，而是要到荒野
处。在野草丛里找野花，草丛里还留着雨水，有时
候看到一株野花在草丛深处，并不想进去拍，可是
最后还是抵不住诱惑，摸进草丛细细端详，抵近处
拍。草丛深的地方足有大腿根高，
裤子自然免不了
湿；
有时候又因为要弯腰、
要蹲伏，
上衣也会湿。我
们家附近几公里范围内的野花，我都拍个遍，我可

能是我们这个城市拍摄野花最多的人。这两种情
况我都是考虑到会湿衣的后果的。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拍得过于入神，
而忘记了注
意天气。一天黄昏，
我在小区的花园中看到两朵背
靠背的白杜鹃，像一对双胞胎小姐妹似的，又有趣
又娇羞又纯洁，
就想着怎么拍好。那时候的光线已
有些阴暗，我围着那两朵花转来转去，一会开闪光
灯，一会儿关闪光灯，却不料天呼拉一下下起大雨
来。拍花的地方离家只有一百来米，
但那场雨却是
整个春天最大的一场雨，虽然立马拔足往家跑，但
还是被淋得狼狈不堪。
有时候大晴天拍花也要湿衣。那天沿着河边
公园的木栈道走，
看到岸边有一片鲜花地，
一朵朵、
一串串、
一丛丛蓝色花朵，
是二月蓝，
仿佛一只只轻
盈优雅的蝴蝶，
错落有致地点缀在鲜美清碧的草地
上。木栈道有齐腰高的围栏，
我爬上去，
往下一跳，
只见得啪的一声，
水花四溅，
原来这是一小片湿地，
我没注意到草里面全是水。我双脚陷在水草里，
哭

笑不得，望着几米远外的鲜花，我还是咬咬牙走了
过去，
想一想自己为了拍花真是蛮拚的。还有一次
路经小区广场，广场边有个巨大的水池，池子边有
一个小亭子，
亭子边有一树樱花、
一树桃花、
一树海
棠花，櫻花白桃花红海棠花二者兼具，那么秀美舒
展地开放在亭子边，
看上去真是很古典很诗意。我
就找角度，
想把整个画面拍下来。那个亭子总是被
一些老头老太占据着，
我从来也没去过。可今天却
没人，我就走到亭子里，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么好的
天气却没人的原因了，
因为池子里有三个几层楼高
的大喷泉，
风一吹，
那水雾全往亭子这边飘，
我在水
雾里窜来窜去，忙活了十来分钟吧，才拍到几张满
意的图片，
这自然是又湿了一身。
我总以为鲜花是大地芬芳的细胞，
是大地内心
柔情的外在的体现，
是它们在暗示我们，
提醒我们，
甚至是明确地告诉我，
不要被那些脏的、
恶的、
丑的
东西迷了心窍，
而是要热爱她们，
热爱大地，
热爱生
活，
热爱生活中一切的光明和美好。

□包瑛瑛
假期的第二天，到单位值班。已经是暮春天
气，太阳一如既往的好。时间尚早，空气还很是
清凉。围墙外的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人行道上也
不乏行人，大多是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家的，偶
尔也可以看见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出来遛弯儿的
奶奶妈妈们。
正是蔷薇花开的季节，这几天那一墙的蔷薇
花开得正盛，白色的小花，清丽不娇艳，一朵相望
着一朵，一簇连接着一簇，从围墙这头开到那头，
从围墙上端倾泻到塑胶地板，热热闹闹，张张扬
扬。每到这个季节，同事们会找着时间来狠狠地
拍上一堆照片，那些慕名而来，也或者是闻香而
来的人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带上道具，背着摄影
机，在花墙前用姿势和笑容表达对生活和生命的
热情……这大幅的花墙，清丽，不娇艳，却仍然写
尽了这世界的繁盛。此时，想要透过围墙看到外
面的车辆或者行人，却是再也不能。在这一路的
花香与春和景明中，心绪自动将那些平日的柴米
油盐暂时移除，一些情绪缓缓溢出，就着这满园
的阳光开始流淌。
太阳还挂在东南的天空，花墙迎着阳光，我
迎着花墙走去。远望花墙一片繁华，走近了看，
簇簇花朵下，是纵横的枝丫，交错的绿叶，重叠，
交织，
堆积成了一墙的花语……
一朵花和一朵花之间的邂逅，本没有那么多
的重叠或是交叉，只是一种所谓的机缘，或者巧
合，让它们出现在了同一片花墙上，而后，或并蒂
而放或遥相对应，在某个花季，出现在各个镜头
下，成为一道风景。数日，或者经月后，也许一朵
先期凋谢，也许两朵各自凋零，从此零落成泥碾
作尘。虽有香如故，却只能存在某几个相机的内
存中。即使众人皆说来年更护花，但花枝已不再
是那花枝，花朵也不再是那花朵，一墙繁华，终究
是另一番风景另一番情趣了。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不亦如是。父母之女，
爱人朋友，每个人来到世间，本也没有那么多的
交叉重叠，只是生命和际遇的偶然，于是相遇、相
识，以时间为经，情感为纬，织就一种生活，一种
人生……
外公和外婆一起生活了 66 年。就在这蔷薇
花开得热闹的季节，外公随着光阴的脚步走向了
另一种时空。外公糊涂了六年，被外婆像照顾孩
子似的照顾了六年。最后的那一刻，在外婆轻声
叫他的名字时，睁开眼睛，并且点了点头。我特
别相信，那一刻的外公非常清醒，他用眼神，用那
微微的一点头告诉外婆：在同枝栖身于这个世界
一甲子后，他是那先期凋零的一朵。他很幸福，
既遵循了生命之墙这亘古未变的循环往复，生生
不息，也接受生命在大限后的分离乃至相望无
期。
生命的玄妙没有语言，
无需语言。
去年蔷薇花开的季节，在夕阳将沉远山如黛
的傍晚，我曾悄悄拍下他们的背影：迎着夕阳，光
线是柔和的田野色，高大的外公佝偻着背，目光
的尽头，应是远山，清瘦娇小的外婆挽着外公，极
慢的步子。没有语言，只有相伴和相伴走着的
路。今年，蔷薇花又开了，外公却走了。我去看
外婆，她不在家，在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我们找
到了她。一个小小的盆钵，一把小锄，几粒花生
种子，她在种花生。我们自然让她不要做这些
事，不要辛苦忙碌。外婆轻轻地，更像是自语：
“还是忙一点好，
不然会常常想到他。”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朵花和一朵花之
间的相遇，尽管可能是机缘，或者巧合，但只要有
香如故，一墙繁华，即便已是另一番风景另一番
情趣，经历的那一个季节，便是他们的光阴，不会
消弭。
花墙下，清清爽爽的几片花瓣飘落在红色的
塑胶上，很是明亮。过几日，花期便过了，没有了
花，
那一片绿色定却仍然清丽葱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