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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大杭州梦(一)
□王小丁专栏

熙宁三年（1070）苏东坡三十
五岁，在京城任职。八月五日，遭
受富阳人、时任监察常务御史谢
景温的弹劾，谓东坡在送父苏洵
归葬眉山的路上夹带私货（有说
木材，有说瓷器等），触犯刑律。
虽然后来被证实这是诬告，但苏
东坡已感觉到在京城来自王安石
新党的压力，故主动请求外放。
王安石本想给东坡安排一个偏
远、级别低的州府当通判（类似副
市长），亏得神宗皇帝惜才指定东
坡到杭州这东南形胜繁华之城。
就这样，苏东坡第一次来到了杭
州，也来到富阳。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东
坡五十四岁，以身疾为由乞外放，
朝廷命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大
约到了次年春天抵达钱塘（今杭
州）。这是第二次到杭州，同样亦
来到富阳。

苏东坡两次官杭，在富阳留
下许多故事，期待钩沉索隐，这无
疑是宋韵的最佳脚本之一。我们
会一一道来。

宋人笔记何蘧《春渚纪闻》有
如下一段记载：元祐四年，苏东坡
以内相出典余杭（今杭州）。时水
官（相当于杭州水利局长）侯临亦

出守上饶，过郡（应是沿着浙西唐
诗之路，即从钱塘江—富春江西
行），以尝渡江败舟于浮山。遂阴
（私底下）画回江之利以献（改造
计划呈给苏太守），从相公（陪同
东坡)相视其宜（实地考察，分析利
弊）。一自富阳新桥港至小岭，开
凿以通闲林港，或费用不给（之前
大概经费不足），则置山不凿，而
今往来之舟搬运渡岭，以余杭女
儿桥港至郡（杭州）北关涨桥以通
运河。一自龙山闸而出，循江道
过六和寺，由南荡朱桥港开石门
平田，至庙山然后复出江道，二十
里至富阳（上述有关记载涉及许
多地名，须专业考证，在此我们只
须了解新桥，闲林，小岭几个即
可。闲林港即今余杭闲林埠，新
桥即今银湖街道新桥村，小岭则
是位于银湖街道坑西，今称筱岭，
与今余杭区交界）。文中关于闲
林港至新桥的交通使我们联想到
当下在紧锣密鼓施工的中环北
线，它就是一条打通杭州城西—
余杭—富阳东北的交通动脉。其
起始于余杭骆家坞，途经富阳坑
西、唐家坞、勤乐，在新桥附近与
320 国道相接。这条线位与千年
前苏东坡谋划的何其相似。千年

一梦，沟联富余，想不到东坡留憾
今遂所愿。

据史料载，时苏东坡已筹措
了部分资金，准备撸起袖子大干
一场了，不料时运不济，被人给谀
沮了。“时越尼身死，官籍其资，得
钱二十万缗。公乞于朝，又请度
牒三百道佐用。得请，而公入为
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为代。有
谀者言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
身，因寝其议，而迁用亡尼之资，
遗患之今，往来者惜之”。意思是
东坡请示朝廷同意将亡尼买官身
的钱以及出售三百份度牒文证的
钱用于凿龙山、通小岭。但恰逢
朝廷诏东坡晋京，继任者是林希，
这时有马屁精好事者与林太守
说，此工程冲犯太守，故搁置。而
东坡费心血筹措到的钱也移作他
用，“遗患”至甚。

林希（1035—1101），字子中，
福建人，著有《林希野史》，与苏
氏、王安石、曾巩、米芾、谢景温等
相熟。但官声不好，是典型的两
面人。如他对苏氏兄弟的文学素
养极具推崇，且恰又起草诏书谤
贬苏氏兄弟。

夏日野读 蒋念文画

从骆村翻岭去上官

记忆

□曲曲

那个秋天里，我数不清多少次
经过骆村，翻越山岭，去上官。闭上
眼睛回忆，秋老虎淫威不散的白花
花的日头，日头照着的土路，土路边
的杂草，及偶尔遇到的匆匆行人，造
纸厂以及厂边稻田上的草垛和割剩
下的湿漉漉的稻茬，叼着快抽完的
仅剩的烟蒂不肯扔的外乡打工者，
还有他们脸上木讷的、缺乏表情的
眼睛。然后是蝉鸣声，鸟叫声，溪水
声，路上虫子的恼人的嗡嗡声，还有
大片的浓荫及山谷风带来的凉爽
感。还有由热夏过渡而来的初秋的
植物逐渐衰败的气息。

我有时坐车去，常常是坐车。
也有时候自己骑踏板摩托，只是偶
尔，那是我姐的踏板摩托。好像还
有一次是坐车到骆村站后，再徒步
行走去的。

坐车去极不方便，且有时我大
包小包拎着行李。若时间凑不好，
常常需要等车，一等往往大半日时
光就如此消磨掉。在等待的时光
里，我的唯一乐趣就是东张西望，想
方设法看一看我没有看到过的事
物。不过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所
以会很无聊。我坐的是乡间民营中
巴客车。车窗都半开着，蓝色的遮
阳的布帘子也叠在一起。只看得到
驾驶员头顶有一只悬挂式小电扇在
拉胡琴般运作着，其他空调出气口
全无冷风。司机时而娴熟敲动挡位
杆，时而拿起一只如热水壶般大小
的茶瓶喝水。透过水瓶的外壁，可
以看得清楚里面的大张茶叶在浅褐
色茶水中翻滚着。

车窗外则是另外一个世界。那
个快速向后倒退的世界，仿佛你一
不小心就会错过的世界。我喜欢把
头侧过去，向外张望。一幢幢的楼
房，一棵棵的树，一座又一座的桥，
然后是弯弯曲曲的土路，以及土路
后面扬起的灰尘……一切都在向后
倒退。在土路九曲十八弯后，有一
处地势特别宽阔，似水边的一处旷
野上，有一大片的芒花。我坐在车
上，沿路的芒花也可以看好一会儿，
果真是一大片。这片芒花我不必担
心会错过。它以翻转生命的姿态，
仿佛在迎接着我的到来。因这片芒
花，这一路展开的，便是美丽风景，
其余的，似乎均可忽略不计。我有
时候傻傻想，若是时间就此停住，在
此处停住，亦即美好。

骑踏板摩托过觃口三岔口，左
转向骆村方向再翻岭，可达上官
乡。踏板摩托的自由便捷，让我充
分体验到在山间路上驱驰的快乐。
当我骑行到那一大片芒花的地方，
常常停下来驻足片刻。我想象着，
如若自己是一位摄影师，手中拿一
个单反，把这片芒花的美记录下来，
岂不妙哉。如果可以，如果有机会，
我当时想，我以后或许会带着一个
她，一起来欣赏这片芒花。里尔克
说，写下就是永恒。我觉得，用镜头
拍下的一瞬间，也是永恒。

印象中，曾有一回翻岭从骆村
去上官，是步行去的。徒步虽说吃
力，与我却也另有一番趣味。步行
的好处是要走就走，要停就停。步
行最无羁绊，也最自由。那一截山
路高低起伏，路两旁稻田溪水，村庄
屋舍，和我自己老家颇有几分相似，
甚感亲切。我沿路走着，边走边看，
边走边玩。迎面走来野外玩耍归家
的孩子，他们手中或拿着一只螃蟹，
或拎着一只水桶，水桶里还盛有细
小的泥鳅黄鳝几尾。他们那粘满泥
渍的裤管和脸上纯真的笑容，让我
也仿佛回到自己小时候放学回家的
时光，也是这般样子。偶遇一只昆
虫，一朵野花，我都会停下来驻足，
观赏许久。所以大哲梭罗曾说：我
已经明白，最快的旅行是步行。

刚刚毕业的我，初入职场，带着
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盼望，一次又
一次走过骆村弯曲狭长的山路，去
往上官。当我置身于骆村的山路
上，感觉这个村子隐藏在这一片狭
长的山谷之中，显得特别宁静。那
时候我老家与上官之间正在建设一
条隧道，尚未建成的隧道。因而我
需要兜一个大圈子，翻大黄岭，过虹
赤，往觃口去骆村，再翻岭去上官。
等待我的是一帮稚气未脱的孩童。
我去上官中心小学教书。那里是一
个盛产羽毛球拍的地方，有许多外
来民工子弟。他们背井离乡，拖家
带口，有的已经在这里生活几年，甚
至十几年了。我和同我一起搭班的
老师在那个学期结束后，去每位学
生家里作过一次家访。从家访中我
了解到，我教的这些孩童中，有许多
就是在浙江出生的。他们跟着父母
辗转在浙江各处打工生活，最后在
上官落脚，和本地孩童一起上学，他
们甚而不怎么会讲父辈们的方言
（但能听懂），只会说普通话。他们
大多来自四川、重庆或江西的乡
下。当我问及老家的土地是否有人
耕种时，他们说，在老家耕种不如外
出打工，所以越来越多的田园荒芜
了。当我再问及他们，以后这里小
学毕业，会继续在此读中学，还是回
老家去？大多数孩子告诉我，会回
老家读书。因为即使在此读初中，
中考也还是要回原籍去的。

那样的一个秋天，在秋天里或
坐车或骑行，或坐车后再步行奔往
上官的时光，已经在我的生命中远
去了。可那段时光里的经历却如记
忆中的珍藏，历久弥新。我时常会
想起骆村的那大片的芒花地，那微
风中轻轻摇曳的如天鹅羽毛一般轻
盈的芒花；想起我骑着踏板摩托时
拂过我脸颊上的轻柔的微风，还有
山谷里的各种蝉鸣声，鸟叫声，水流
声；想起那一张张稚气未脱、充满好
奇的、目光清澈的脸蛋；更会想起我
自己，骑着车，带着行囊，带着对未
来生活的期盼与憧憬，也同样带着
迷惘，在那片芒花地附近，久久地徘
徊。

父亲的大冰箱

凡人

□朱辉

那年一向节俭的父亲斥“巨资”
买了一台大冰箱，容积达 500 多
升。父亲住的是老旧小区步梯房，
虽说只是4楼，送货师傅忙乎了半
个多小时，极为费力地才将这台“巨
无霸”塞进了家里的防盗门内。接
着，我们又花了一个小时，慢慢将它
移动到预留的位置。

有了这台一般用于餐馆、食堂
的大冰箱，父亲的囤积欲得到了极
大满足。超市里凡有蔬菜、鱼类、肉
类做活动，他必去抄底。偌大的冰
箱，长期被他塞得满满登登。

母亲喜欢看电视里的健康节
目，知道了冰箱不是食物“保险
箱”。它只能抑制细菌生长的速度，
并不具备杀菌功能，顶多只能延缓
食物变质。而且冰箱里的空间，应
该适度“留白”。一旦塞满食物，会
影响冷空气循环对流，进而影响食
物保鲜度。

父亲当然也旁听了这些知识，

但每每给予评语“都是放屁的话，冰
箱这么没用，为什么每家每户都要
买？”常言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
前”，不听医生的忠告，吃的亏就更
严重了。后来父亲得了结肠癌，切
除了几乎所有肠道以及胆囊。

显然父亲得癌与长期食用变
质食物有一些关联，可是他很犟始
终不肯承认。面对家里“舆论”压
力，迫不得已同意将用了40多年的
旧碗柜，换成了不锈钢的，并且扔掉
了发霉的木筷子。

今年初，父亲多种慢性病集体
爆发，两度病危。其中体内大肠杆
菌超标程度，震惊了见多识广的主
治医生，穷尽手段，最后也没能恢复
正常数值。

考虑到父亲很可能出不了院
了，在大哥主持下，我们花了一下午
对父亲的大冰箱展开特别行动。发
现这台冰箱里内容琳琅满目，先是
找到一袋两年前买的“骨肉相连”，

又找到一只三年前的三黄鸡，最后
找到一包牛肉，它已经在冰箱里住
了四年多……

扔掉了这些让人惊悚的陈年
食物，不料父亲生命力特别顽强，居
然远超医生预期，他并没有“走”。
不过抬回家以后，再也起不来了。

“冰箱里的东西，你们没有瞎动
吧？”躺在床上的父亲，气息微弱，还
惦记着他的“百宝箱”。

“没动，都还在！”大哥答道。父
亲便放心了，他也没办法亲自去核
实了。

扔掉父亲冰箱里这些宝贝，起
码保住了老妈的命。或许因为体质
不同，母亲目前还没倒下，可是健康
不能靠运气。等以后，这台大冰箱
一定得处理掉，可以低价卖给楼下
餐馆，然后换一台容积小一些的。
免得母亲怕浪费了空间，情不自禁
想去塞满它。

谛听鸟鸣

声音

□厉勇

自3月以来，每个清晨的六点，
我准时从热闹的鸟鸣中醒来。不用
仔细谛听，耳朵里自然被一声声婉
转动听的鸟语所充斥：有的是叽叽，
有的是喳喳，有的是啾啾，有的是布
谷，还有的是好几个连续的音……
我自然听不懂鸟语，但毫无疑问，我
听出了它们的自在和高兴。因为此
起彼伏的鸟叫声不绝于耳，像一场
鸟类带来的大合唱。

起床后，我就朝鸟鸣的来源
——楼下那排柳树走去。柳树中间
夹杂了几棵泡桐树，现在都长了长
长的或宽宽的叶子，浅绿的叶子在
明媚的阳光下闪耀着绿光。树旁边
有一大片空地，绿绿的草铺了一地，
高高低低。还有不知道谁种的青
菜，早就开出了明艳的黄花。青菜
都被种在盆盆罐罐里，走近看，还有
大蒜、茼蒿等，简直就是一片私人的
菜园。而脚下的野草也不甘寂寞，
星星点点的蓝色或紫色小花开得十
分灿烂。

我发现了，前面不远处，有好几
只黑色的鸟就在草地上欢快地踱
步，叽叽喳喳地鸣唱着。没等我靠
近，它们被惊动，有几只来了个三连
跳，蹦向了更远的草地。有几只扑
棱着翅膀，飞上了旁边的泡桐树上，
我看见它们的尾巴是白色的。我认
不出它们是什么鸟，但是，鸟儿到了

树顶上，真是灵动。仿佛它们也嫌
弃冬天光秃秃的树，冬天的时候，真
的寻不见它们这样的精灵。只有春
天，鸟儿好像是和春天一起长出来
的，当灰色树干的树长满了一片片
翠绿的叶子，也许连鸟儿都觉得这
叶子好新鲜，好好看，甚至好好吃。
不信，你看，它们张开灵巧的小嘴，
这里啄啄，那里看看。它们不停地
在树顶跳跃、欢叫，在树叶间腾挪翻
转。这幅春晨泡桐树上鸟鸣图，是
多么充满生机，多么富有朝气。

到了双休，我发现，鸟儿不只在
早晨把春天唤醒，它们在中午、下
午，都是像淘气的孩子一样，到处溜
达，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树叶间
更少不了它们的身影，只有被人类
惊动的时候，它们才会哧溜一下，从
地上飞起，或者从泡桐树上飞到柳
树上，那个飞翔的剪影照样灵动而
充满韵律。

于是，我很认真地思考起来：为
啥春天的鸟儿这么活跃，它们一次
次欢快地歌唱着，用自己的歌喉，从
晨光熹微一直唱到夕阳西下，甚至
夜幕降临。鸟语花香的春天，鸟语
在前，花香在后，难道它们甚至比花
儿更重要？难道连花朵也是因为它
们的歌唱而绽放的？

我先是问了一个瘦瘦高高的
话也不是很多的男同事，他竟然回

答：“鸟在春天叫个不停，是因为发
情。”我笑着追问：“你的第一反应竟
然是这个？”他羞涩地笑着说：“春天
本来就是动物交配的季节啊。春眠
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句古诗说
不定也说明鸟在发情呢。”

我又问了一个有了孩子的中
年女性，她的回答让我很满意：“鸟
儿终于熬过了冬天，不用挨饿受冻
了，它们用鸣叫表达满心的欢喜。”

是啊，熬过了那么漫长的冬天，
鸟儿们终于可以出来活动身体，舒
展歌喉了，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自由
欢唱更有意义。

武汉晨报的一篇文章，揭示了
真正的原因：通常只有雄鸟才鸣啭，
雄鸟通过鸣啭的歌声建立领域和吸
引配偶，熟练而充满活力的鸣啭显
示它是健康的、具有竞争力和合格
的伴侣。有些鸟类学家认为，歌声
能够刺激雌鸟的繁殖周期。一旦求
偶的高峰期——春天的繁殖期结
束，雄鸟已完成交配并建立了领域，
它们就往往较少鸣啭了。

如果用声音来匹配每个季节
的特点，那么，毫无疑问，春天是谛
听鸟鸣，夏天是静听蝉鸣或者雷鸣，
秋天是且听风吟或虫鸣，那么到了
万籁俱寂、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就
仔细去听雪落下的声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