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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凡人

鹳山东麓言子陵
富阳城区东面，富春江北岸，有一座华东文化
名山——鹳山。鹳山东面临江处，有一块石碑，碑
上刻有“严子陵垂钓矶”六字。历岁经月，风侵雨
蚀，字迹依然明晰可辨。游人每到此处，都会驻足
观望，评说这位东汉初年的高士。
说严子陵是高士，名副其实。
严子陵出身名门，才高八斗。严子陵是汉代
名臣严助的第六世孙。严氏原姓芈，后裔改姓为
庄。东汉时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严。严子陵
的父亲叫严迈，曾任南阳郡新野县令。严子陵自
幼聪敏好学，
有盛名。
严子陵专攻《尚书》，满腹才学。王莽建立新
政后，敬慕严子陵的才学，多次派人聘请严子陵出
来做官。公元 23 年，新任会稽都尉任廷，也敬慕严
子陵的才学品行，到任后即重礼聘请严子陵。
严子陵随父居住新野期间，与汉高祖刘邦的
九世孙刘秀相识，成为同学，互相探讨学问。刘秀
后起兵，在起步征战期间，曾五次请严子陵到军营
商议军中要事。东汉政权建立后，刘秀曾把严子
陵请进皇宫，
彻夜长谈，向他请教治国之策。
然严子陵淡泊名利，清高脱俗。王莽新政期
间，严子陵多次拒绝王莽对他的征聘。严子陵居
住会稽期间，拒绝新任会稽都尉任廷的重礼聘请
后，索性离开家云游四方。在别人眼里是求之不
得的机会，严子陵却视之如敝屐。

外婆的菜园

东汉初年，百废待兴。光武帝刘秀三顾茅庐，
亲笔致信，严子陵才答应到京城洛阳一叙。严子
陵到京城后，拒绝与达官显贵交往。光武帝只好
亲自来到严子陵下榻处。严子陵知道皇帝前来，
反而翻身向里侧卧，不予理睬。等到刘秀说是以
老朋友身份前来时，他才起身相见。当刘秀提出
希望严子陵能留在朝中辅佐自己时，严子陵以“昔
有若唐尧德行远闻之帝王，亦有如巢父、许由般洗
耳不从之高士”相告，表明自己心迹。几天之后，
严子陵悄然离京，归隐富春，耕读垂钓，寄情山
水。北宋诗人黄庭坚在《题伯时所画严子陵钓滩》
诗中写到“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
令汉家九重鼎，桐江波山一丝风”，感叹严子陵面
对名利的豁达。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留下
赞美严子陵的千古名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
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的高风亮节令无数人
为之折腰，也令许多人为之汗颜。唐代文学家吴
融在《富春》一诗中说“严光万古清风在，不敢停桡
去问津”，含蓄地表明自己的境界无法与严子陵相
比。
当然，严子陵最令人佩服的地方，还在于他对
世事的洞察力之强，他实在是一个高明之士。严
子陵不愿在王莽新朝为官，是因为他发现王莽的
新政很多不符合实情，朝令夕改，百姓和地方官吏
不知所从。这样的政权肯定行之不远。王莽统治

□徐军

□蒋天米

后期，天下大乱。王莽政权仅存 14 年，王莽自己也
死于乱军之中。
严子陵不愿在刘秀处任谏议大夫，是因为从
“客星犯帝座”一事中看到了朝廷内部斗争的复杂
性和险恶性。严子陵受刘秀的感召，夜宿皇宫，与
刘秀同榻而卧，以足加帝腹。第二天，掌管天象的
太史就奏告“客星犯帝座甚急”，欲借助天象之说
离间刘秀和严子陵的关系。高明的严子陵看清了
大司徒候霸一伙的丑恶嘴脸，
“去危以图其安”，远
离了朝廷那是非之地。
“ 子陵江海客”，
“ 飘然归富
春”
。
晚唐诗人罗隐在《秋日富春江行》说：
“严陵亦
高见，归卧是良图。”确实，在当时那样的处境之
下，归隐是一项高明的选择，不仅避免了像其先祖
严助那样卷入政治漩涡的杀身之祸，而且成就了
他和刘秀之间的一段传世佳话。
明代诗人徐渭曾到鹳山游览，当年鹳山建有
严子陵祠，江边有石碑，镌刻“钓台真迹”四字。徐
渭敬慕严子陵之高节，写下《题子陵祠》一诗：
“碧
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是故人
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知
伯牙琴。”
如今鹳山严子陵祠已无踪迹，仅留下一处严
子陵垂钓矶供人凭吊：
先生之风，
天高水远。

大年三十早上，
天雾蒙蒙的，
远处山头上
像盖着一层乳白色的薄纱。我睡眼惺忪地起
来，
发现外婆不在家，
于是走到窗边大声喊着：
外婆！外婆！结果没有外婆的回应，
只有窗外
的长尾山雀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还有我家的
小狗
“牛奶”
在奔跑的景象。于是我下了楼，
看
见牛奶就在楼梯口等着我，
我穿好鞋子，
它把
我带到了菜园里。我远远地看见外婆弯着腰，
拿着一把锄头正在锄地。身边放了两个箩筐，
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我于是大声喊，
外婆！
外婆！外婆回过头来说，
来，
快点来帮外婆种
土豆。
我跑到外婆身边看看，原来是一筐土豆
种子和一筐草木灰。我问：
外婆，
你怎么大年
三十还种土豆呀？外婆说，这是我们家的传
统。我们每年都在年三十种土豆。
外婆说，
种土豆，
要有这样松松的泥土才
好。外婆一手拿起一个长着小白芽的土豆，
一
手拨开一把泥土，
把土豆种子放到土里。然后
抓起一大把草木灰，
放到土豆上，
好像给土豆
盖了一床温暖的被子。于是我也按照外婆的
方法，
很快就种了好多棵。
过了好久，
我脖子酸了，
站起来看看周围，
我看到土豆地旁边还有好多外婆种的蔬菜。
有一大片翠绿的芹菜，
鸭子和大白鹅晚上就睡
在芹菜边。还有一个一个像大南瓜一样扁平
扁平的包心菜，
我叫它们大头儿子。 还有水
嫩水嫩的青菜，
绿油油的蚕豆，
夏天的时候，
我
们偷偷溜到菜园里，
摘下蚕豆往嘴里一嚼，
那
滋味确实很美。菜地的最后面，有一个黄瓜
架，
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在那里建了个秘
密基地。夏天黄瓜青绿青绿的，
晚上可以搬把
椅子到那里，
边乘凉还能边吃黄瓜呢。
我常常看到外婆在菜园里忙碌。春天的
早上，
外婆给青菜施肥；
夏天的傍晚，
气温刚刚
降下来，
外婆给黄瓜除虫；
秋天的中午，
外婆把
豆子从豆架上摘下来；
冬天的午后，
外婆给芹
菜搭了一个透明的房子……
我常常问妈妈，
为什么外婆那么热爱种
菜？妈妈说，
那是因为她爱我们，
她爱这片诚
实的土地，
和土地上出产的草木和蔬菜。

行走

荻花之舞
□余毛毛
城市远郊冬天的江岸鲜有人来，我在江
堤上骑行了几公里，也没有遇见一个人。是
啊，来了干什么呢？冬天的江岸荒凉的因素
太多：江水枯瘦得有气无力，缓慢地流着，露
出大片灰白的沙滩；杨树光秃秃的，像一根根
粗木棍杵在江滩上；江滩上遍布枯黄的落叶，
人踩上去，会看不到自己的脚，发出空洞的吱
吱的回声；灰白的野草大面积地倒卧着；除了
小得不起眼的粉白色的蓼花外，江滩上找不
到任何花朵……然而，我还是来了，而且心情
如此摇曳和欢乐，因为我是来看荻花的，长长
的江堤就像一个我可以任意走动的长长的剧
场，我可以随时随地坐下来，看一场荻花之
舞。
这当然是阳光很好的日子，谁会在雨中、
在 雾 中 、在 风 雪 中 到 无 遮 无 蔽 的 江 堤 上 来
呢？而且这样的天地大舞台也只能以阳光为
灯光，以长江及江南岸的群山为布景。我是
来看荻花的专场之舞的，因为演员全是它们，
那些柔和的、乳白的，毛茸茸的、泛着亚麻布
那样温暖色泽的精灵们。当然，它们也不会
只给我看一个节目。在一个闸口旁，我看第
一个节目，这是个小节目，演员只有 7 个，也就
是说只有 7 枝荻花，它们高低不一，有的俏立，
有的摇摆，有的扭腰，有的点头……随意而率
真，活泼而烂漫。风是它们的导演，风要求它
们舞出它们最美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样子。
看了十来分钟，我想我得换一个场地，都
下午三点多了，太阳已经有些西斜。我又往
前骑，在一块“禁捕禁捞”的标示牌前，我看到
一大丛密集的、足有几十个平方的错落的荻
花群。我停了下来，坐在水泥堤坝上，从包里
拿出茶杯、香烟、相机、望远镜，一幅大派头。
风这个导演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家伙，来了这
么 个 唯 一 的 尊 贵 的 观 众 ，你 叫 它 如 何 不 激
动？于是它一声令下，那荻花群瞬间变成千
万面往同一个方向飘扬的旗帜；我有点兴奋，
站立起来，导演受到了鼓舞，于是又呜的一声
长啸，那些荻花们于是加大了它们的动作，那
一刻，它们像千万匹奔腾的骏马扬起的马鬃，
全都是全力以赴，勇往直前。我眩晕起来，那
时候，我感到自己也奔驰在这辽阔悠远的天
地间。
还有什么好的节目呢？我得抓紧看。在
大桥边，我又看到了一个大舞台，有多大呢？
足有一个学校的操场那么大，演员们已密密
麻麻地列好队在等我呢！而我终于来了，那
么还等什么呢？那就跳吧！那么一大片荻花
在阳光下闪烁，在风中摇摆，这样的阵势我何
曾见过？那时候我看到了天真，看到了青春，
看到了活力，看到了欢乐，看到了珍贵的诗情
和画意，看到了灵感和天才的创造力，看到了
生活的动力和源泉。
阳光已经泛红，而我还要赶二十多公里
路才能到家。我骑上车，不再躲让年久失修
的大堤上的石子和坑洼，颠就颠吧，我的脑袋
一直扭向江岸，我的目光一直落在江滩上那
些演员们身上，我向它们告别，感谢它们为我
表演的优美和真情之舞。

一棵树 瑞峰 摄

书边

我所见证的悲哀与坚强

我让圆珠笔从桌子一端滚到另一端，画出一个
不标准的圆弧，
思绪开始一点点回溯。
还记得第一次看《活着》，那是初中时的晚自
修，我从教室角落里的书架上抽下一本书。窗外淅
淅沥沥下着小雨，水蒸气混合了闷热空气像是在鼻
腔中塞入棉絮，难以呼吸。我记得班里笔尖在纸面
上滑动的声音，
杂糅在擤鼻涕和打喷嚏的声音里，
带
着腐朽的霉味。连纸张都被湿气晕湿，可以捏出水
来，几页翻下去，指尖像是沾染了放久的面糊，附在
皮肤上，
连滴落也是连着一根长长的丝。
高中看了《活着》的电影，现在回忆起来，只有
箱子里的皮影和鸡仔了，有点昏暗但绝不是阴沉的
色调，
电影的结局还是太过美好，
给人感觉未来依旧
是希望。我在同学们的嘻嘻哈哈中忽然想起那个
初中夜晚，黏在指尖的纸张，翻着黄的底色，还有那
令人窒息的悲哀。
意识浸润了泛黄的书页，似乎回忆起一切，又
似乎什么都回忆不起来。
我看见福贵在赌场肆意妄为，看见他第一次穿
上粗布衣衫，看见他哭哭啼啼地喊自己要回家。我
也看到老母在床上垂死等待失踪的儿子，看见再也
站不起来的家珍，
看见失血过多死去的有庆，
看见那
场婚礼，
似乎是全书里仅有的亮色，
但是那喜庆的红
色被加上滤镜，变成一片血红，变成染血的床单，变
成孩子与大人不约而同的啼哭。
像是一场悲哀的具象化，大片大片不甚清晰的
黑色被泼到了泛黄的墙面上，
有人带着镣铐，
在墙角
爬行。连仅有的灯光都是遥远的施舍，被蒙上油纸
一般模糊了。
思维进入了死胡同，
黏滞着，
像是一湖死水。
有人说，他们不害怕那些痛痛快快捅过来的刀
子，
不害怕那些可以酣畅淋漓哭一场的情节，
只害怕
那些压抑的，
沉闷的，
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悲剧，
也许，
《活着》就属于后者。我一直以为那些可以让我大哭
的，
让我在深夜辗转难眠反复思考的才是好书，
后来
才意识到，
还有一种书，
它带给你的感觉像是已经结
了痂的伤口，
时不时来一点细微的痒与痛，
只要试着
用指甲一拨，
便能回忆起曾经受伤的撕心裂肺来，
只
可惜伤口已经在愈合，我连哭都找不到名正言顺的
理由了，
但是那块痂永远在那里，
似乎从未想过功成
身退，
从心口脱落。
福贵，这本书的主人公，过着悲惨的日子，赌博
输了家业，
被抓去当兵，
甚至是失去妻子儿女。但这
种悲惨在那个年代并不是特殊的事情，
说悲惨，
他也
只是一个当年人们的缩影罢了。
思绪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找到一条逼仄的
小道，
滋溜一声窜出去了。
我想，
《活着》最大的悲哀，是让我们感同身
受。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需要去经历战争，那些个
为了争取工分拼命从床上爬起来干活的日子也很
遥远，但是，也许人与人的悲欢无法相同，也许人与

人的情感的的确确可以产生共鸣。
因为我们一样在生活中挣扎。我看见生活像
是大山一样沉甸甸地压下来，
有人在山下努力挣扎，
为了防止自己被碾成肉酱将身体扭曲成各种形状，
为了多呼吸一口充溢着尘土的空气忍受折磨。
我放下笔，觉得主题越来越发散，于是下意识
搭筑了摇摇欲坠的高墙，想要把主题限制在一个区
域内。
但是啊.……
活着，活着，我已经打算写这个故事，难道人的
一生只有一个主题吗？
这样想着，我推翻了原本就根基不稳的高墙，
任凭思绪越飘越远。
让我们感同身受的悲哀，又到底是什么悲哀
呢？
我记得书里，福贵和家珍为聋哑女儿说婚事，
得知有个城里的工人看上了自己女儿，第一个反应
却是担忧，
这种担忧一直到得知对方跛脚才缓解，
开
始欢欣鼓舞。
在书中故事都被蒙上了悲惨滤镜的时候，这个
场景如此清晰，
似乎它已经不需要任何修饰了，
这个
场景本身就是那么真实，
真实到悲伤。
也许就是因为真实，我甚至无法说出什么命运
不公之词，每一个角色的死亡都是那么荒诞甚至随
意，
在网络小说里，
不会有这样重要的角色死法如此
简单，
但仔细想想，
又完全有理由。它带着浓浓的悲
剧色彩，
人与这个世界，
与自己的命运比起来实在是
不值一提，
几颗豆子就足够害死老人最后的希望。
也许这就是让我们也会感同身受的悲哀。
总有那些倚老卖老的人说，为赋新词强说愁，
但是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被抢走了糖就是失去了全
世界，
对于一个学生而言，
考砸了一场测试也是一次
崩塌，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蚁穴便是最大的城市，
哪怕自己的世界是一座山，也不应该觉得那些为失
去蚁穴哭泣的人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悲惨从来都是相对性的，我们都感受过这种悲
哀。
面对真实时内心的无力感不会受时代限制，只
要袭来一样是铺天盖地。谁没有做过那些个美
梦？谁没有期待过猫头鹰飞到自己窗台？
但是啊......我们终究还是普通人，猫头鹰不会
降落在我们窗台，
唱歌一样跑掉，
好不容易写的小说
放在网上，几个月过去依旧是无人问津。到最后还
是回归了生活本质，或是柴米油盐，或是高数英语，
现实把所有幻想压垮，
似乎稍微停下来喘一口气，
就
会被急匆匆向前的人群落下，连普通人都算不上
了。生活不仅仅有读不懂的诗和抢票永远不成功
最终抵达不了的远方，
还有眼前的苟且。
到最后，我们还是活着，那些理想，在生活面
前，
只能被扔进尘芥中了。
思维触碰到了不应该接触的地方，像是蜗牛的
触角触到了物体，一下子缩回来。一股干涩从喉咙

□徐瑾如

口冒出来，窒息感撅住了我的心脏，我试着放下笔，
这个故事还是太过于悲惨，我担心这种评论放到网
上会有人说我在装抑郁。
不不不，
不应该这样。
我如此告诉自己，绞尽脑汁回忆这个故事，但
是，没有，无论什么情节都是带着无奈与压抑的，哪
怕中间几段放松的部分，也由于前面一口气憋了太
久，
而气喘吁吁。老人回忆自己的过去，
像是将满是
伤痕的身体展示给别人，手上指着每一道伤疤讲述
来历，语气没有悲伤，麻木得干瘪，只有听者被里面
早已干涸的情绪浸润出满眼泪花。
活着，
活着。
迷迷茫茫，为什么而活？为了地里干不完的
活？为了妻子端上来粗糙的饭菜？为了还不懂事
嚷嚷着买羊的稚子？到最后，他又为什么买下那头
将死的老牛？父母，
妻子，
战友，
儿女，
甚至是女婿和
外孙，
都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等待与他团聚了，
他又为
何在人世间苟活？
我找不到理由，有多少人能为自己的活找到理
由？芸芸众生所求不过是温饱三餐，若是有远见一
点，儿孙的未来，这种未来不过是一份好一点的工
作，芸芸众生就在人世间为了这一点点卑微的小目
标煎熬。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
万物为铜。我为什么而活？这个命题太大了，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更何况我只是大一，区区十八
岁，还没完全走出象牙塔，人世险恶对我还太过遥
远，所谓的死亡，也仅仅是小说电视才会有的字眼。
二十五岁之前的三观都是易碎品，
不要轻易输出，
更
何况是生死的观念呢？
但是，
但是……我总要积极一点。
我回头看看赶着牛回家的老人，无数苦难压弯
了他的脊梁，
眼睛里污浊不堪，
丝毫没有英雄的清亮
坚毅。他不过是芸芸众生的一员，
和我一样，
也是个
普通人。
忽然想起那首歌，说，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
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有点无奈，
甚至不够正能量，
但这是事实。
我既然还活着，不就应该继续活下去吗？只要
还剩下一口气，
不就应该继续喘出来吗？
没有什么理由，我活着，就应该继续活着。管
它什么未来如何，
我就是要活着。
也许这才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有些时候死很
容易，
活着反而难了，
但是，
没有什么其他理由，
就是
这么一个平平凡凡的活下去，包含了一个人最后的
倔强，
这种蕴含在我们生命里最本能的力量，
像是顶
开岩石的幼苗，忍耐了所有不公，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是一场搏斗。
我想，
也许这个搏斗可以配上最热血的宣言。
也许，每一个活到现在的普通人，都是英雄，而
日趋增长的年岁，
毫无疑问便是为人忽略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