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天阴沉沉的。整个天
空像一堵徽州老墙 , 一堵被风
雨洗刷了上百年的老墙，灰不溜
秋的，一直笼罩着徽州这座古
城。街巷里，虽然没有刀刃似的
风，没有刺骨的冰，寒冷却也像
洪水一样从狭窄的缝隙里涌进
城内，把南方的湿冷释放得淋漓
尽致。路边的行道树上，该落的
枯叶早已脱落，没落的也就不紧
不慢地悬在枝头，像几只外出觅
食的山雀，孤独地等待着。

淮河以北下雪了，大别山区
也下雪了，下得最汹涌澎湃的大
抵是省城合肥，滚滚而来的暴雪
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唯独这四面环山的徽州，依
然是这样阴沉沉的。

徽州老人把这种天气叫“作
雪”，年轻人却当着“等雪”。

一个“等”字把徽州的雪宠
着、盼着、恋着。

这个“新词”是周末早晨醒
来，从微信上看到的，那天我才
知道：整个徽州都在等雪，就像
一个初恋的少女在等待男友，怕
他不来，又怕他乱来……

从玻璃窗外穿透进卧室的
光，微弱地印在窗帘上，既无雪
白的亮光，也非橘黄的暖阳。街
上依旧传来汽车轮胎摩擦潮湿
地面的嗞嗞声。

估计，雪还是没来。
我依然躲在暖融融的被窝

里。
阴雨的冬日，最美妙的的地

方大概只有暖融融的被窝里，此
等境界，网上有人总结：床以外的，
都是远方，手够不着的，都是他
乡，上个厕所，都是出趟远差……

有时，生活确实很简单，纵
有广厦万间，不过夜宿一床，手
够不着的远方也不都是一首诗。

早上醒来读着这么顺心顺
气的顺口溜，梦里梦外都让人气
定神闲，如果再睡个“回笼觉”，
就更圆满了。

窃以为，这“回笼觉”是睡眠
的 最 高 境 界 ，周 末 最 大 的“ 福
利”，我对于享受“回笼觉”那种
酥软慵懒的美妙体感也还是特
别期待的。还有睡透之后，一觉
醒来的状态，就像早晨推开窗
户，看见铺天盖地的大雪那样，
令人神清气爽。

在徽州，如果真有那么一场
大雪，白茫茫中，那黑色的屋檐
线，像一位素描大师的杰作，寥寥
几笔，就从洁白的平面上勾勒出

立体的图像。如果再挥笔点缀二
三，跌宕的马头墙突兀而出，错落
有致的徽州就会瞬间灵动起来。

如果真有那么一场大雪，落
进徽州的街巷，那黛青色的石板，
像一方磨砺千年的歙砚，将鹅毛
似的雪花融进稀疏交错的脚印，
就着那堵斑驳的粉墙，书写起徽
州的厚重。朝着小巷洞开的老屋
侧门上，挂着一副耷拉下来的春
联，可能是过年时贴上去的，一直
熬到这个冰清玉洁的冬日，或许
就为点亮这个黑白相间的世界。

如果真有那么一场大雪，落
入徽州的天井，飘然而下的雪
花，会像一位云游而来的仙人，
不紧不慢地走进徽州人家，看着
徽州人把简单的生活过成一幅
田园画卷：堂前竹匾上刚蒸好的
年糕还冒着热气，月梁上挂着的
两刀年猪肉还没风干，板壁下那
根竹竿穿着一串过年的粽子还
在晃荡着，天井边那几条刚杀好
的草鱼还来不及挂起来，还有那
只老猫毫不顾忌地睁着圆溜溜
的眼睛……

只有来了这场大雪，才算完
成徽州最后的删繁就简，将斑斓
的新安山水浓缩成千年徽州的
底色，一股脑儿涌进这间热气腾
腾的老屋。

那时，我或许正龟缩在这间
敞亮的老房子里，昏昏欲睡地看
着天井上那一团团接踵而至的
白雪，仿佛全世界的雪，都变成
了徽商手里白花花的银子，从这
天井落进徽州人的口袋，然后变
成着一栋栋粉墙矗立的楼房，一
座座富丽堂皇的宗祠，一处处巍
峨耸立的牌坊，一条条翻山越岭
的青石古道……

那一刻，我或许正穿着老棉
鞋，把脚架在那个的从地面挖出的
火盆上。忽明忽暗的炭火闪烁着
富足的光亮，照得脚心丝丝冒汗。

那一刻，旁边火熜上烘烤着
的那个猪油雪菜馅的苞芦粿，已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弥漫在老屋
里……

小区里一阵热烈的鞭炮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

又是哪家在娶媳妇，或是嫁
女儿了。

我迫不及待地推开窗户，一
溜婚车缓缓驶出小区大门。

窗外的雨还是细蒙蒙的，低
矮的天也是灰蒙蒙的，远处的山
依旧烟雨蒙蒙。

雪，终究还是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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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也是一种美妙
□ 黄良顺

岁寒三友中，惟一树梅花，最为妩媚诗
意。

红梅似点点胭脂，白梅微晕嫩碧，黄梅
含春绰约。它们争先恐后地缀雪清妍，起
初总是寒风乍到，突然一夜之间，便繁花缀
枝。到凋谢时，并不是零零落落，而是几日
之间，一齐抖得干干净净。梅花总是给人
世间留下最美满的印象，最圣洁的形象。

唐梅大气明媚，宋梅诗意孤寂，元梅虽
染薰草之风，但画家王冕在江南绍兴府诸
暨一个茅舍里画梅时，不经意中吟了一句：

“吾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
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顿时元梅
的清气弥满大江南北，令人神骨俱清，而它
们的踪迹也很难寻觅，只有从唐诗、宋词、
元曲中去细读，去品味。

明代的梅花也已年久，虽雪泥鸿爪，
但名山古刹之中，仍有几株尚在水云间，
其干亦愈蚀，而旁茁枝茎，依旧著花，且弥
复艳冶。清代的梅花，人世间倒有许多标
本可见，虬枝屈曲，凡都梅花朵朵，照以阳
光，色彩耀目，遐迩来观者众。或许龚自
珍影响太深，病梅真的很多，心中总会升
起别样的云霭。到了民国，国门洞开，春
风徐徐，山水梅林，暗香笼袖，清代和民国
的反差很大，更加觉得清梅感情复杂、孤
傲冷落也。

梅花本性高野，宜山隈、宜篱角，或宜
小桥溪畔，亦宜松竹丛中。若置于金屋玉

堂，便非梅花知己，而是迫使众多梅花成为
一道平凡又俗气的冷菜了。也许清代梅花
的际遇，注定是生不逢时也。

近读嘉庆徽州状元洪莹的书稿，因为
我和他是同宗同源，故花费的时间较多。
起初，我只认为他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老学
究而已，可当读到诗句：“梅花落处疑晴雪，
柳叶开时任好风”，眼睛为之一亮，顿觉春
光无限，一改我原先对清朝梅花的看法，仿
佛回到了诗意的宋朝，那一树树玉蝶梅与
绿萼梅再次呈现在我的眼前，白者黄蕊，绿
者绿蕊，雨浴脂凝，欹斜有致，若映衬雪中，
可真是一个神采飞扬，酣畅淋漓的花雪境
界。我一直十分喜爱“花雪”这个词，可眼
前却比“花雪”明亮，俊美多了，不觉有鄙弃
一切，愿为花奴之想。

对清代梅花的误解，不仅是龚自珍的
《病梅馆记》，还有近代才子周瘦鹃、郑逸梅
诸先生之文章。在他们的文稿中，清代梅
花始终浸透着这些液汁，有丰富的贬抑、弯
曲、病态、无奈等元素，所以诗文中的信息，
都是病恹恹的，诸如“小饮助郎诗思好，一
盘生菜是梅花”“自是上阳高格调，一生悲
喜是梅花”，还有“底事行迟二三月，料无清
福对梅花”等等，要么把梅花做成生菜，要
么寻梅不遇，要么悲喜混杂等等。俗不可
耐，或孤独或残忍，哪有什么诗情画意，似
乎清人耳目所接，尽是冷酷和孤寂，无可奈
何的低吟浅唱罢！

其实清代也有许多著名才子不是这样
想的，洪莹状元如此，俞曲园大才子亦如
此。俞曲园在中进士前，一直在徽州府休
宁汪村当私塾老师，而且一当就是六年。
清代道光年间，国运衰败，不知是天意还是
无意，清宫保和殿的进士考题是“淡烟疏雨
落花天”，面对这道考题，许多人都感到为
难，无法下笔。可俞才子不这么想，反而诗
泉喷涌，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花落春常
在，天时尚艳阳。淡浓烟尽活，疏密雨俱两
……”，浅黄宣纸似乎霞光万道，力透纸背，
芳香扑鼻。皇帝见之大喜，曾国藩闻之大
惊，宫殿内外顿时旭日临窗，春光明媚，梅
香四溢。与前朝状元洪莹那句“梅花落处
疑晴雪”，有异曲同工之美妙。他给病恹恹
的清廷带来春光，也给文人送来晴空万里
的梅之清气，这就是中国民族的梅魂所在，
而且是永不消融的文化积雪。

后世的虚谷和尚，尽管开始也反清，还
参加了太平天国，一生坎坎坷坷、艰辛困
苦，但改不了他对梅花的热爱。为僧后在
姑苏瑞莲寺、狮林寺担任主持，却倾心于香
雪海的梅花，在晨钟幕鼓中注视着寒来暑
去，四时变化的梅林。那春梅含苞待放，冬
梅披雪飘香，红梅夕阳斜照，月夜横影斜
疏，他一幅又一幅地为梅花写照，一首又一
首地咏出梅的诗篇。我记得他的一首《冬
梅》：“满纸梅花起偶然，天成寒骨任周旋。
闲时写出三千篇，行乞人间作饭钱。”三千

幅并非夸张之意，而是梅花知己的肺腑之
情。直到七十四岁的除夕之夜，他对着一
只硕大的插满梅花的青花瓷瓶，大哭了一
场。不会无端无由眼泪奔涌，男人情多累
梅花，他的哭词就是最后的绝句《除夕》：

“几声爆竹隔邻家，户户欢呼庆岁华。明日
此时新岁月，春风依旧度梅花。”写后，他就
困卧在沪上关帝庙的一张破桌上，仍然紧
握那枝画尽天下梅花的画笔，乘鹤西归。

多少年后，我依然不忘虚谷和尚的梅
花往事，特意去了苏州，寻找着伟大的梅
魂。沿着香雪海，盘山东行两三里的僻径
狭路，至石壁山的水慧寺，登山门前的古月
台，下瞰太湖三万六千顷，碧波荡漾；七十
二峰青峦倒影，湖山一色，梅林茂竹，暗香
飘拂，令人迷醉。虚谷临终前的哭及其哭
词，是在哭途，哭天，哭地，哭穷，哭庙，哭无
奈。哭天下事不可为，那是要借高大的庙
堂来哭的，他那么沦落不遇，借得到吗？

江南有多少梅林，我无法清楚，每棵梅
树都有一定的高度。我仰望蓝蓝的天空，
看着一树树梅花，花枝交错间，我脸上是花
影、眼中是花影、心中是花影，彻底被迷了
眼，晴天之下的梅雪真美妙，似梦似仙似人
间。人世间的生命就是这样不息不止，朵
朵蕊巧，瓣瓣洁白，树上缀满雪，地下积满
雪，这是真真实实的“晴雪”，我已经深信这
不是文人笔下的想象词汇，古人所谓的“梅
清如雪、玉骨冰肌、梅花雪树”也不是夸大
其词。

几个头簪梅花的美丽女子笑着走来，
一个个春意映脸，妩媚婀娜。如梅花仙子
一般，也是从那梅花初见处来，到那梅花深
处去。她们可不管这些梅树是明梅清梅，
更不管是唐梅宋梅了。晕了脑，醉了心，或
浅浅一笑，或回眸一笑，多少梅花故事，起
伏隐约在江南烟雨中。

梅花深处，香雪海。

梅花落处疑晴雪
□ 洪振秋

弟子子游出任武城宰，孔子问他那里有
什么人才，子游答，有一个澹台灭明的人，

“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肯定澹台灭明，有两个原因，一个

是，他没有公事的时候从不到我的住处，我
是他的上司，而他不巴结我。一个是，他走
路从不走小路。所谓“行不由径”，径就是
小路。这个说法得到了孔子的认可，因为
后来澹台灭明也成了孔子的弟子，虽然他
长得很丑。

弟子们记载孔子言行，说他“割不正，
不吃”，“席不正，不坐”，进食时，食物切割
得不整齐，不方正，不吃。如果大大小小，
一团乱麻一样堆放在那里，即使美味无比，
也不迁就。就坐前，一定把席子摆得端端
正正，否则不会坐下去。

行不由径，割要正，席要正。三件事，
看上去都有点无厘头。但三件事之间又有
着隐秘的联系。即，分寸感与秩序感。

从现实角度考量，很多自我约束行为，
有其实际意义。比如，走小路，抄近道，诚
然提高了时效，但风险系数也在提高。小
路两旁草木丛生，隐藏着蛇虫之类毒物，不
小心就会被咬伤；因为走的人少，小路上的
坑坑洼洼要多一些，可能会崴了脚。相反，
大路宽敞明亮，危险状况一目了然。“割正”
亦然。食物切割的乱七八糟，虽然味道没
变，但吃起来心情会受到影响。一份赏心
悦目的饭菜跟一份胡乱摆放的饭菜，给人
的心理感受能一样吗？日本人的美食名气
不小，跟他们重视细节不无关系。他们重
视颜色的搭配，食物的形状，摆盘，甚至刀
在鱼身上的划痕都有讲究，做味增的豆子
都是一粒一粒的选出来的。“味增”是一种
豆酱，作为原料的豆子是大是小并不影响

做出来的品质，但这是全方位的“割正”，或
者说，“割正”是简化了的、符号化的美食准
则，以此要求自己，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席
正”亦如是。一个人坐得歪歪扭扭，或许会
影响别人对其内在的判断。今有“外貌协
会”，看脸行事，古代并不比今天高明，第一
印象也产生作用。看你第一眼就不爽，你
的意见，提出的想法可能就会被别人毙掉。

基于利益考量的条条框框，逐渐进化、
完善，形成了规则与秩序。这些秩序，就是
日常规范，所谓“礼”。它们约束着人类的
言行，帮人类规避掉一些潜在的风险。

而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有些行为是
专门针对条条框框的，以打破传统为荣、为
乐。你让我把衣角扯平，我偏衣衫不整，蓬
头垢面；你让我定时沐浴，我偏扪虱而谈，
一边在裤裆里抠虱子，一边高谈阔论；你让
我按部就班，我偏放荡不羁，天马行空。魏
晋风度至今仍有拥趸。

结果呢？反传统反僵化反固化，听上
去很美，但反完以后，还是要制定新的秩
序。秩序是永恒的，反秩序只是建立新秩
序的开始。

季氏家族是鲁国的贵族，有权有势。
有一天，季氏子弟季子然问孔子：“子路和

和冉有做大臣还可以吧？”子路和冉有都是
孔子的高足，被季氏延揽至门下。季子然
心中喜悦，故有此一问。孔子不屑地答，
嘁，看你一本正经，以为要问什么事，原来
是问他俩啊。所谓大臣，应该以道事君，如
无此界限，那就别干了。子路和冉有，备位
充数可也。季子然不过瘾，又问，那么，他
们俩是肯听话的人吗？孔子答，若要弑父
弑君，他们肯定是不听从的。

从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有点冷
淡和尖刻。在弟子的记述中，孔子基本都
是彬彬有礼的状貌。“见齐衰者，虽狎，必
变。”见到穿丧服的，虽然是亲昵的朋友，
也必变容色以志哀悼。“朝，与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
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在庙堂上，和下大
夫交谈时，侃侃然和气而又欢乐；和上大
夫交谈，訚訚（读作“音音”）然中正而有诤
貌。国君视朝时，孔子恭恭敬敬，威仪中
适。

为什么和季氏有这样一个对话？其来
有自。季氏家族把持朝政，对鲁国国君并
不是很服服帖帖，亦非忠心报国之辈，常有
僭越礼仪之行为。孔子的名言“是可忍孰
不可忍”，就是针对季氏家族在其家庙的庭
中使用了周天子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行列
所说的。

尖酸刻薄常被视作没有修养的行为。
但某些时候，却也是“礼”的一种表现方
式。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言，非礼勿动”，并非让人不视不听不言不
动，而是要将其严格控制在“礼”的基础
上。在此之上，不但视听言动，且要经常为
之。比如孔子此举，即是通过“刻薄”来提
示和警醒对方，你不要以为我的学生可以
给你当鹰犬，如果你们胡作非为，他们是绝
对不跟的。我看不惯你们季氏家族，但不
能打你们，不能骂你们，难道还不能说话直
接一些？孔子本是性情中人，并不刻意隐
藏自己的感受，在表述上常有骇俗之语。
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他可以视孔子之语
为文化人特有的尖酸，但没办法，他们家族
的行为只配得到如此对待。若对他大礼参
拜，毕恭毕敬，只能让他忘乎所以，蹬鼻子
上 脸 。 你 的 好 言 好 语 ，对 其 是 没 有 效 果
的。因此，这里的“尖酸”，从根本上讲也是
礼貌的表现。符合“非礼勿言”的标准。一
个朋友，一度为自己说话“尖酸”感到懊
悔。比如，整个桌上只有一位吸烟者，周围
多是女性，吸烟者拿出烟来，点着以后还问
在座的人“可以吗”，这种情形谁好意思说

“不”？唯有这个朋友补了一句：“最好不要
抽啦，容易得肺病的”。事后有挚友说他
刻薄，让客人没面子。不过在我看来，此
话已经很客气了。对公共场合吸烟这种要
伤害别人的行为，必要的拒绝，当头一棒，
没准儿是救人呢。而那些明明不喜欢、不
同意，还要装出一副“很好”“无所谓”的样
子的人，才是“非礼”。

读文章好比喝一壶陈年的女儿
红，不去看作者的背景、名气，也不
用分析文章的主题，就是冲着文章
里展现出的那一份干净。

写文章则如同品一杯炒青，要
有一份干净的心境。内心干净，才
能不慌张，不比拼，不着急，不求功
利。为自己写，为自己喜欢的人写。

干净的文字，字里行间，透着闲
情。有了闲情，自然就有韵致、意
趣。如弹着古筝凭栏远眺的素衣女
子，如身在云端低回盘旋的鸟儿，如
比翼双飞花间翩然的蝴蝶，如飘逸
潇洒临波照影的白鹭。

干净的文字没有傲气，默读时如
行云流水，读出声来则如琴韵悠悠。
好比一个出色的朗读者，只要摊开纸
页，发出第一个读音，整个人从外到
内就投入了角色，物我两忘，眼前，心
里，脑海里，都是正在朗读着的文
字。

年 少 时 喜 欢 看 戏 ，也 喜 欢 演
戏。还曾经在初中的一个暑假，瞒
着家人，一个人闯进地区剧团去学
戏。剧团的一位老演员对我很是青
睐，不仅给我说戏，还让我穿着小生
的戏服试戏。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对
戏服的喜欢，趁着老演员不在意，我
穿着戏服走出了剧团大门。才走了
几步路，那老演员怒不可遏地追了
出来，一把把我拽了回去。

过了好长时间，老演员才平静
下来，告诉我说，戏装只能在剧团练
戏或是上台演出时才能穿的，出了

剧团下了戏台，红尘滚滚，会脏了戏
装的。那时我少不经事，对老演员
的话似懂非懂，后来经历人生太多
的舞台后，终于知道，真正的戏里人
生恰如那有灵魂的文字，是活着的，
是干净的。

《幽梦影》的作者涨潮说：“文章
是 案 头 之 山 水 ，山 水 是 地 上 之 文
章。”可以这样理解涨潮的话：山水
除了大气磅礴之外，还有干净，是那
种水碧天青、远山如黛的干净。我
的一位文学导师也不止一次跟我说
过，文字应该像山水一样，自然，不
做作，不矫情，干干净净。

干净的文字是素面朝天，更是
雨后青山纤尘不染。就像寻常人家
过年一样，扫扫扬尘，扫扫庭院，洗
洗澡，洗洗头。衣服新不新不要紧，
但一定是洗干净的，散发着太阳的
香味的。

读写文字，就要有过年的心情，
里里外外，都是干干净净的。

曾经有个人跟我说过一个癖
好，喜欢在入睡前靠着床背读书，而
且要读那未被别人翻过的书。多么
干净的读书方式啊，想想都是美好
的——入睡之前，从头到脚都是干
净的，再翻阅那干净的书籍，读那干
净的文字，那是一种多么优雅的意
境呀。

最美的人，就是最干净的人。
干净如秋水，悠然自来去。窗外是
颠簸的俗世红尘，内心，却是一个用
文字构建出来的冰晶琉璃世界。

秩 序（外一篇）

□ 王国华

干 净
□ 伍劲标

雪 忆
□ 阿 成

说下就下。在风和乌云
的后面

跟 着 轰 轰 隆 隆 的 车 辇
——

一夜白。门窗之外有精灵。
那时祖父尚在花甲，母亲

正值壮年
“下雪了！”，堂屋里传来她
沙哑惊诧的声音……

炭火在她手中生起来
红红的火塘，映着白白的雪
灰 黑 的 泥 地 ，隔 年 的 柴

禾，淡黄的竹竿
还有远处的田畈、山野
都 是 濛 濛 的 雾 、茫 茫 的

白……

此时有闲暇，温暖的火塘边

是 乡 村 的 琐 碎 事 ，亲 疏
事，长短事

一双粗布的鞋底，在母亲
的手中

辗转、翻滚；父亲在锯柴，
祖父说着

下雪的往事，觅食的鸟雀
在雪光中跳跃
少年的我，歪在木凳上
读一本不知名的书——
隐隐地，期盼绿色的邮差
带来一封远方的来信——
他的枣红马在门前打着

响鼻，铁掌在
雪地上踏出清亮的回声——
不知其名，雪花在时光中
埋下种子。此刻，炉火和

冰凌
在朴素的乡间成亲……

尖酸之礼

常言黄山有五绝：奇松、怪石、云海、冬雪、温泉，其中冬雪只
有冬季才可见到，而云海在冬季出现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夏季。
绝美的雾淞、云海和日出，把黄山装扮成人间仙境。兴之所至，
赋七绝四首，以酬欣慰。

一
冷月凝霜催夜寒，佛音妙语唤丰年。
东风不负黄山意，玉甲鸿霖飞满天。

二
玉彻冰清云里身，六出神韵练如沦。
前身本是瑶池客，为许黄山降世尘。

三
新元祥瑞蕴春光，天降玉龙绕绮窗。
夜半琼花风做势，东方欲晓化银装。

四
冰霜横缀三千里，银粟蹁跹漫野飞。
冬月梅花听雪笑，琼妃抱玉待春归。

《黄山雪后》七绝四首
□ 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