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这句话说的是大翻译家傅雷，在他遭
受命运折磨时，依然感觉“江声浩荡，
自屋后上升”，翻译了浩瀚的西方文
学作品。那时，大儿子傅聪远在欧洲
游学，傅雷把对儿子严厉、博大、温厚
的绵绵之爱，都流淌在了一封一封书
信里。后来，傅聪和弟弟把这些父子
之间的书信结集出版成《傅雷家书》，
三十多年过去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
人。

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傅
聪傅敏兄弟俩到父母墓碑前读信，他
们一同抚摸着冰凉的墓碑，想把爸爸
妈妈从遥远的世界里呼唤出来，我的
心里也是那么难受。人到中年，重读
《傅雷家书》，眼前总浮现起这个中年
男人当年在上海江苏路二百八十四
弄安定坊的书斋内，给儿子深情地写
信，然后穿过大街去邮局投递信件的
清瘦身影，他依然保持着尊严，把头
发梳得一丝不苟，双眸明亮，但已有
两个浮现出的深深眼袋……傅雷用
丰厚的文化底蕴，通过书信不断涵养
滋润出一个艺术家的傅聪、一个杰出
英语教师的傅敏，我对父子之间在书
信里的相互激荡，充满了由衷敬意。
有天我读了《傅雷家书》，在晚餐的桌
子上斟满了一杯酒，心里喃喃呼唤
的，就是这个优雅、谦卑、傲骨、有时
脾气也很大的傅雷老先生，我同这颗
老灵魂的跨时空相逢，通过一杯薄酒
的发酵，在血液里贯通了。

前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
偶然买到一本抗战家书，读到了往日
心里那些铁骨铮铮的抗日将士写给
亲人的家书，有的大都成为了遗书。
这些信里，依然有家长里短，儿女情
长，让我与他们再次相遇，重新汲取
他们身上不竭的精神力量。他们以
骨肉之躯，血染疆场，以殷殷嘱托，激
励后人。抗战名将左权将军，陨落战
场时年仅三十七岁，在他从前线写给
妻子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在闲游
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
（女儿）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
是北北非常调皮……我也种了四五
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
还不坏……”这样一个慈爱父亲的形

象，跃然纸上，我仿佛眺望到了炮火
连天中那一块种了洋姜、西红柿的菜
地，左权将军从菜地里躬腰后抬起头
来，我似乎还看到了老照片中他那挺
直的鼻子。

读一个当年知青写给家里的信，
他说自己近来的工作就是垛马草，知
道那个年代朦胧田野上真有一个村
里蓄长辫子的小芳……

读民国年代的信。鲁迅写给许
广平幽默冷峻中亲昵语气的情书，让
鲁迅一贯严肃的形象顿觉和蔼亲
近。萧红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别
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
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对这个孤苦的女子顿生爱怜之
心。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一封信就
八个字“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张爱
玲也回了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
悲”。这个因为爱，低到尘埃里却开
出花的女子，在我心里更清晰了，她
也不再是那天边一弯凄冷的新月。

把时光之舟放逐得更远一点，还
可以读到孔子的《论语》，李白写给汪
伦、孟浩然写给王维、苏东坡写给黄
庭坚的诗，其实也是翻越关山万重的
旧时书信，我仿佛听到了“哒哒哒”的
马蹄声，还有天空中“嘎嘎嘎”叫着的
雁阵声，那是古时大地与空中穿越万
里的信使。见字如面，而今我上哪里
找到一封孟浩然、苏东坡、王安石他
们的原版书信，要不，我一头扎入唐
朝、宋朝的时光深水里去打捞一下？

前几天于凌乱的书柜里整理家
信，读到一封父亲写给我的信：“儿
啊，我还是你的爸爸，好吗……”那是
我青春期叛逆时，愤然之中在一张包
面条的纸上写下了断绝父子关系的
协议书，等我蓬头垢面流浪归来，父
亲从门缝里塞给我的一封信。快三
十年的日子过去了，这个八十岁的老
头儿，还在人世间嘀咕着，我应该庆
幸命运待我柔肠慈心。

这些安卧在老时光里的信，没被
苍凉之风吹散，却被岁月的老棉被焐
热，让每一个字都有了温度，也让我遇
见了那些又沧桑又年轻的面孔，忍不
住学着张爱玲的口气轻声打了一个招
呼：“噢，原来你也在这里呀……”

老鼠，尖牙利齿，尾巴较长，
繁殖力很强，经常传播鼠疫疾
病。有史以来，人与老鼠，相生相
克，终生相伴。只要有人类居住
的地方，必有老鼠昼伏夜出的活
动轨迹。这可恶的家伙，成了扰
乱人们居家生活、偷吃食物、损坏
家具衣物的罪魁祸首，人们对它
恨之入骨，正所谓“老鼠过街，人
人喊打”。

小时候，曾亲眼目睹母亲使
用各种办法逮老鼠，办法虽土，
却常奏效：在瓦缸里撒上一把谷
子或玉米，饥肠辘辘的公老鼠，
发现了“新大陆”，“携妻带子”，
跳入缸里，狼吞虎咽一番。当它
们吃得滚瓜肚圆时，在光滑的四
壁面前，其利爪失去了攀爬的功
能，最终，成了“瓮中之鼠”，全家
覆灭；钢丝木板做成的老鼠夹，
也是逮老鼠的利器，母亲在小铁
丝钩上钩一小块肉类或其他食
物，当贪吃的鼠辈啃咬拖拽食物
时，触动弹簧拉杆，即被夹死在

“断头台上”；铁丝笼子也是捕鼠
率较高的工具，笼内铁钩上悬挂
着老鼠爱吃的腊肉或花生，难以
抵挡诱惑的老鼠，循着香味窜进
笼子，当它张嘴时，碰着了一触
即发的弹性阀门，“啪嗒”一声笼
门紧闭，逃无退路的老鼠只得

“坐以待毙”。每次逮到老鼠后，
母亲都要点燃几张箬叶，将鼠夹
或鼠笼熏一下，她告诉我，箬叶
的香味清除了老鼠的气味，因此
接着上当的老鼠仍然有之，否
则，聪明的老鼠们闻到了“刑具”
上同类的气味，决不会“重蹈覆
辙”。

除了工具，母亲徒手捉老鼠，
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把好手。手
捉老鼠，既要技巧，更要胆量，万
一不小心被鼠咬一口，弄不好会
被感染患上狂犬病。母亲也被咬
过一次，幸亏不严重，她用手指挤
压出几滴血，后来竟然没事了。
家中的箱子、衣橱、棉絮，常被老
鼠咬得千疮百孔，母亲十分心
疼，视鼠如敌。她经过几晚“侦
察”，发现了“敌人”的行动路线，
于是，在火桶上方的板壁上钉上
几枚钉子，依次挂上一束束红高
粱。夜深人静时，鼠辈出动了，
它们发现了渴望已久的粮食，钻

到高粱穗子之间，大嚼起来，殊
不知“守株待兔”的母亲正拭目
以待呢。母亲瞅准目标，双手按
下去，逮到一只，“啪”，重重地摔
在天井石板上，垂死挣扎的老鼠
顿时一命呜乎。这一夜母亲竟
然捉了五只老鼠。在那物资匮
乏、生活清苦的年代，母亲将老
鼠剥皮处理后，切成小块用辣椒
一炒，一碗青椒鼠肉，又嫩又香，
味道还真不错。

进城住进二楼新居后，心
想从此可与鼠辈们拜拜了，可
是我高兴得太早，一天，在餐
桌上竟然发现了几颗老鼠屎，
难道不速之客又入侵新宅了？
我马上关窗闭门，登高趴下，
四处搜寻，终于在墙拐处的纸
壳 箱 里 ，找 到 了 它 们 的“ 据
点”，居然还下了一窝小鼠仔，
好 得 发 现 及 时 ，不 然 满 屋 鼠
患，可就惨了。

由于和老鼠打交道多年，自
己仿佛患上了厌鼠过敏症。第三
次乔迁不久，发现露天阳台有鼠
屎鼠尿，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也不
知尾随而来的家伙，是“老客户”
还是“新邻居”？一天早晨，妻发
现纱窗被咬了一个洞，“鬼子”进
村了。可不是吗，木碗橱纱窗洞
开，饭菜全部遭受吞噬、啃咬、污
染，杯盘狼藉。我恨得直喘粗气，
却四处查找无果，妻说：“别找了，
老鼠早在天亮前按原路返回了，
它尝到甜头，今晚还会再来的。”
我在碗橱里铺上一张粘鼠纸，第
二天清晨，果然有只老鼠被牢牢
粘住，一双鼠眼还在贼溜溜地盯
视我呢。

虽然初战告捷，但不敢高枕
无忧。果不其然，第一只鼠被

“就地正法”之后，不怕死的第
二梯队又来了。尽管我将所有
窗子全部换成了钢丝纱窗，可
谓“铜墙铁壁”，不想一月后，家

中又出现了鼠类作案时留下的
“罪证”：茶几上的食品瓶子打
碎，纸袋洞开，果壳遍地。该死
的小家伙从何进来的呢？凡可
疑之处都被我搜索了一遍，终
于在抽油烟机塑管靠墙处发现

了一个破洞，十分隐蔽，原来老
鼠借门罩作跳板，钻进“安全隧
道”乘虚而入。我立即用铁纱
网堵住了管道出口。当晚，滞
留在家中的老鼠，又开始频频
作案，我和妻子围追堵截，它东

躲西藏，行动极速，利用沙发
底、大衣橱底、床铺底，和我们
躲起了迷藏。当我们把家中所
有摆设移位之后，它又蹿上了
窗帘杆，朝我们投来一束似乎
挑战的眼光。早己汗流浃背、
无比愤怒的我，却束手无策，气
得干瞪眼。妻想了想说：“我有
办法。”从此以后，每晚睡前，她
将一切食物放进冰箱或铁皮箱
里，关紧龙头，擦干水迹。如此

“坚壁清野”一周，又渴又饿的
老鼠最终被活活渴死饿死，在
橱底旮旯儿发现它时，已成了
骨瘦如柴的空皮囊了。

中文系毕业的人大概都迷
恋文字，喜欢舞文弄墨，或多或
少地做过作家梦。我也不例外。

写散文，要从高中算起，但
那时应试的文字多，少有按照
自己的兴趣写的东西。进入大
学后，有写作的冲动，却没有写
作的素材，陷入了空落和茫然
的境地里。那年月里我正好经
常关注足球，就写了几篇短文，
介绍我所喜欢的几位球星的故
事，比如巴蒂斯图塔，内德维
德。我用信纸工工整整地誊写
了一遍，郑重地把它塞进校报
的投稿信箱里，在焦急中等待，
并祈盼它们能幸运地变成铅体
字。几个月后，终于刊登了，虽
然只有豆腐干大的版面，但我
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
事，特别有成就感，兴奋极了。
或许那是我文学梦的开始和起
点。现在想来，那些字是不算
纯正的散文的。有一次到隔壁
寝室串门，一位叫陈锐的文友
问我可知道别人怎么评价我的
文章，我摇头不知，他正色相

告，说我的文章是抄袭的。我
吃了一惊，极力辩解说这是我
自己的文字。陈锐摇摇头，说
要怪就怪自己吧，下次留心一
点，选好合适的内容，别再让别
人议论了。我渐渐有点觉悟，
文学不是体育播报，而是对生
活的悉心写照。

打算跟着文友后面学写诗
歌，但琢磨了一阵子，觉得那风
行一时的诗歌晦涩、刁钻、朦
胧，并不是我的追求，我不是写
白鲸诗歌的料。所以，我放弃
了当诗人的打算。那就老老实
实地写散文吧，相对而言，这种
文体的限制比较少，颇有自由
发挥的空间。因为没有熟人带
路，完全是自己钻研，摸着石头
过河。生活体验不深，阅读量
少，又没有生花妙笔，常常冥思
苦想，才拾得只言片语，打草
稿，修改，誊写，写出了一点点
粗浅的文字。别无他法，继续
学习，在杂志和网络上读名家
写的文章，借鉴、咀嚼、体会，比
较和反思自己的作品。我一次

次拿起笔杆子，努力让枯涩的
情思朗润起来，让自己的思路
开阔起来，把点滴的感悟和发
现郑重地写在稿纸上加以保
存。写作是一次精神的漫游，
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来了灵感，则心手相应，没有灵
感，则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当
年的我是懒散的，我常常听到
师长学友又刊发了一篇大作的
消息，而我直到毕业了也没有
什么创作成绩。跟这些写作诸
侯们相比，我只有自惭形秽的
份了。后来，我又读到一些评
价家的写作经验谈，说写作不
可操之过急，好作品需要自我
的修炼和生活的打磨，还要等
待时间的检验。文火慢熬，不
也是一种智慧吗？于是，从校
园走向市井，从历史走向现实，
我点点滴滴地记录下自己对这
个世界的感知感悟。

这些年，对于文字，我是怀
有敬意的。不随意写它，写了
就把它写完备，不留遗憾。当
我酝酿的散文终于脱胎成形

了，我会长舒一口气，心境有如
天高云淡，风静潮平。其实，写
作是一个人的长征。它是时间
积淀的坚守，是孤灯耕耘的执
着。想起一件往事来。我的大
学同窗，即前面提到的诗友，乃
是学校白鲸文学社的社长。诗
作愈百篇，在核心诗刊上也有
佳作亮相。大一学写诗，大三
成为名满校园的诗人。毕业时
我问他将来是否想成为专业作
家，他不无无奈地说，诗歌在这
个社会是滞销品，哪能当饭吃
啊，只能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赚
一点买糖的钱。我能领会他的
语意，我懂得面对现实的道
理。他说为了告别自己的写诗
生涯，特意把自己的作品整理
成册，自费编印出来，送给文
友。当我拿到这本《一棵树的
风景》时，我就在想，这里面大
概有终结文学梦的意味吧。毕
业后他成为家乡中学的一名老
师，结婚，生子，过着平凡人的
生活。有一次联系时，他说写
诗这事太奢侈了，一没有闲工

夫，二没有那种心情，只为学校
撰写新闻稿了。

但是，写散文的门槛比写
诗的门槛要低。散文是在人间
的艺术，散文是心灵的微光，如
果说文学是梦的话，散文的梦
更温暖，更憨实，更朴实，芳香，
悠扬，轻盈。我愿意编织这个
梦，在梦里沉酣一会儿，小憩一
会儿，然后，继续赶路。我是一
个思维有些迟钝也不善言辞的
人，我一直对别人说自己是才
小善微。但我相信勤能补拙的
道理。毕业了还是没有离开语
言文字、离开文史书籍。我的
读书写字生活是寂寞的，也是
清贫的，倒不是为了赚得微薄
的稿酬，而是为了让心灵不至
于荒草丛生，为了让自己有一
种生活的慰藉，生命的修养。

我的散文写作当然不是专
业写作，那有一天我会跟前面
的诗友一样拾起柴米油盐而远
离写字吗？琐碎的生活，现实
的计较可能会影响自己，但最
重要的是，有一颗散文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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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雨露滋润的清晨，绿野青翠，
慕名前来石耳山的游客，早已在歙
县绍濂乡政府大院里泊好车，兴致
勃勃地开始登山了。这让我不得
不惊讶，石耳山已走出深闺，不再
是无人知无人识的荒山野岭了。

曾经孤寂独处的山林树木，曾经与
世无争的孤芳幽草，如今已成为众
多游客相机中的宠儿，它们的倩影
仙姿，传播于网络之间，登堂于报
刊之上，开始入世争夺着属于自己
的空间和位置。

4月底的一天，歙县绍濂乡政
府举办了首届徒步登山节。作为
首批登山者，700余人应约而至，原
来一座未出名的山，也可以有这样
的号召力。循着登山路线，经石耳
山生态农庄，石耳山泉在此汇聚成
湖，农庄依山就势，绕湖而成，与四
围浑然一体，青山影印水，白鹅游
湖中，两岸廊桥动，一阵清风来。
徜徉其间，心澄神宁。沿溪而上，
水白草绿，百瀑千潭，泉水叮咚之
声，旋律变化无穷，深感天籁之奇
之妙。路边上是层层梯田茶园，兼
加绿梅点缀，山民生活作业之态由
此可见。往前去，即到神龟望瀑。

望穿秋水冬有冰，春花看尽心神
定，一年又一年，巨大石龟目不转
睛地望着瀑布，我无法洞悉其中有
着怎样的情感，但我理解千年等待
姿态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纷繁
世界，心定心止，实是难能可贵。

告别神龟往上走，随山就势一
转，即可望见石耳山的小狮子头
峰，怪石峥嵘，其状如狮头挣笼而
出，临空耸立，拔地倚天引颈看山
河。又有迎宾松倚绝壁伸虬枝，揽
日月于怀中，狮虎松傲然挺立，雄
视四方，卫戍峰岭。与小狮子头峰
相排对峙的是大狮子头峰，两峰相
对，遥相呼应，一阴一阳，相伴永

久，真正感叹中国易学之妙。大狮
子头峰是石耳山之巅，1234米的海
拔让其可俯视群峰，登临绝顶，立
于巨石之上，顿感八面来风，层云
飘荡游弋，群山众壑连绵，目达天
际，耳听万里，登山之乐，于此深感
矣。

从大狮子峰环绕往后，向高山
草甸行进，千万棵有着数百年树龄
的野生杜鹃树在此集聚，各色杜鹃
花竞相绽放，树干在高山顶峰与风
雪冰霜搏斗了数百年，树形矮粗，
犹如千年古梅，沧桑岁月造就了该
处杜鹃独特的低姿，但其花颜色更
深，花香更郁，或片或点，镶嵌于崇

山峻岭之间，渲染在云山雾海之
中，星星点点，遂成燎原之势，花之
娇艳让一座山有了最灵动的音
符。越过跑马场，到达高山草甸，
青草新发，透着绿意，透着清新，透
着一串串的诗意，难以想象在高山
顶上有这么一块大草原，平缓不失
气势，在草原上，零零星星有一些
杜鹃花生长其间，树枝遒劲干练，
枝条疏密有致，像是园林大师算准
了位置安放的杜鹃盆景，自然规
整、落落大方，被游客誉为“华东最
具特色”的天然杜鹃盆景。

巍巍石耳山沧桑历目，太平天
国的败兵残勇曾在此驻扎，三十六

家棚的遗址今日犹在，战斗的传说
依然流传在石耳村人心中，石耳山
腰曹家书院旧址，平坦而规整的房
基，以及遗剩树木，可想象当日朗
朗书声透过茂林翠竹传出的景
象。近百年来，曾扮演重要时间载
体的石耳山进入了睡眠期，好像被
遗忘了，轮轮回回的低调，让多少
美景缺少了欣赏，多少花朵辜负了
春天，惋惜总令心有丝丝疼痛。随
着首届石耳山徒步登山节的开幕，
绍濂乡秉承生态立乡和旅游兴乡
战略，深度推进农旅结合，石耳山
草甸之美、杜鹃之媚，狮头峰的独
特魅力必将征服每一个到过石耳
山的人，石耳山必将迎来更多更多
的游客，她活了，活了。

石耳山活了
□ 徐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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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义民 履印点点散文的心

 李 晓

见信如面
悠
悠
心
曲

山花绿风燕舞，载芬芳寄
送。杜鹃唱、山谷回音，唤醒春树
花动。画廊影、轻舟过处，一波游
漾千波涌。赏春景、垂柳梳妆，绿
水风弄。

梦里徽州，韵味常在，似诗情
与共。漫屯浦、波影楼台，燕约莺
语情种。倚桥边、闲云道远，醉山
水、清风崇奉。等闲空、天上人
间，总还圆梦。

亭皋极目，柳绿长堤，翠湾野

渚拢。漫景象、惜心保底，系住情
丝，系住琴心，感恩进颂。踏青江
畔，繁花缭乱，欢心漫步人微笑，
醉红妆、尘缘甚持重。平生信念，
敲吟赋有文章，劳身自是嫡统。

波光潋滟，幻听流莺，信美心
中供。画景派、远山无语，柳下浓
阴，翠陌沉沉，黄昏朦胧。倚栏拭
目，山山元寞，音尘还对灯火处，
上佳时、《水调》风来捧。夜阑香
径余红，瞻仰仁德，向学孔孟。

 郑隆生 作词\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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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立

灭鼠患

古镇风情
朱文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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