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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哗啦啦地响，细高的杨树排

起绿墙，直抵云空。一条公路从树边
笔直穿过，大漠营盘，四个黄字从红牌
子里突出。我们刚从格丹吉林回来，
灰黄的沙子和铁黑的戈壁，被鲜艳的
事实彻底翻去。绿荫深处的第一口西
瓜，让大家急于说话，又不舍埋头苦
干。口感被前所未有地刷新，红瓜瓤
是红鞭炮，有着年节般的热烈劲道。

村里的马尚斌说，2006年，乡里来
了个书记。面对赵家沟村、岳家沟村、
尚家沟村、上小沟村、下小沟村，他眉
头一皱，那么多沟，叫起来单调，烦，容
易误事。他眼睛一亮，有古城的村叫
古城村，会打粮的叫新粮地，九个井的
叫 九 个 井 村 ，下 小 沟 过 去 不 是 军 营
吗？就叫营盘村，叫起来真实，阳刚，
提气！现实往历史里一挂钩，不费劲，
地气就深厚了。

河西走廊积淀着大量历史云烟。
明洪武年间征西大将军冯胜，在此驻
扎修寨。沙地里深陷的壕沟，还在阻
挡时间吗？后来，洪水冲塌了营寨。
上天在试试兵锋，磨磨剑气？也许，是
个暗示。“勋臣望重者，胜居第三”并非
好事。过多的军功，容易堆积猜忌，而
王朝的结构少不了猜忌。喜读书通兵
法的征西大将军觉得奇怪：四周都是
戈壁大漠，唯独这里郁郁葱葱。是沙
子到了这里，终于有了决心，猛地将前
世和今生都豁出去？冯胜觉得做不
到，他还是在自己的角色里。望着一
大块绿飘摇沙海，心里的浪潮高起来。

说起大西北，说起营盘村里的绿
荫，不能不提左宗棠。这些杨树柳树
榆树，应该是著名的左公柳的最新版
本！左宗棠自 1869 年进入西北，看到
甘肃干旱少雨，树木稀少。戈壁上的

骆驼草，一点草的样子都没有，一个劲
地向着黯淡、矮里去了。丘壑怪模怪
样的，就像一团即将发作的风暴。斜
面和悬念都是光秃秃的，硬度向黑里
张望，一大块天空被活生生地挖走，剩
下的死寂也要开口。左宗棠被震动
了。这么大片的疆土，如果有草，要养
育多少活口。

一队人马，在大漠里导引起生命
的走向。左宗棠命令士兵在行军途中
种树。据《西笑日觚》记载，甘肃各地
种树约为 40 万棵，加上河西走廊、新
疆，总数在 150万-200万棵。真的是：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营盘里来了左大人。这里明朝就
是兵营，不要重复建设了。顶多修修
补补。左大人喜欢搬一把椅子坐下来
看书。边上站着兵。后来，许多电影
电视剧就把这个场景搬了进去。左大
人谈古论今，说到冯胜，说到朱元璋让
冯胜去死。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去死，
多么难办，又是多么容易的事。左大
人的表情，就像林子被风重重地碰了
一回。左大人中气足，说起话来传得
老远。笑起来，传得更远，像小孩玩的
响炮。马尚斌的爷爷说过，左宗棠住
在一个泥糊的屋里，那里一袋袋地码
着老高的军粮，从兰州制造局运来的
螺丝炮、劈山炮、后膛七响枪，在灯火
里闪着蓝幽幽的光。它们要从这里转
运到肃州、达坂、托克逊、乌鲁木齐、吐
鲁番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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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画像挂在墙上，黄得和沙丘

差不多。画里一个男子汉，眉毛里有
股剑气，往上弯，应该是刚中带柔。两
边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是左宗棠的画像，字是林则徐
写的。这是马尚斌的爷爷从一个当兵

的手里买的，花了三十块大洋。在马
家客厅，我对着左大人行了个大礼。
那时阳光已经到达桑树的叶子，鸟儿
在叽叽喳喳。

1885年 9月 5日往后，左宗棠就是
这样子，没有再老下去。一个给过土
地绿荫的人，已经根和水一样地深长
和明亮。逢年过节，爷爷摆上果碟、酒
盅，还有香案。左宗棠主要是来平叛、
打仗的。保一方平安就行了。没有谁
指望他种树，可他种了，而且种得轰轰
烈烈。左宗棠将保护和建设一把进行
了。当时清廷的财政坏透了。“海防”

“塞防”的较量几经波折，左宗棠收复
新疆的主张得以实施。户部拨款 200
万两白银，各省协饷 300 万两，允许左
自借洋款 500 万两。缺口依然大。大
清江河日下，政府的信用差极了。幸
亏有个徽州人胡雪岩，由他去和外商
打交道，才借到洋款 1375 万两，华商
846万两。

1876 年左宗棠 63 岁，人生已经透
出晚秋的斑斓。生命的弦歌，嘈嘈切
切，丰富里透出了老辣。这笔财富全
给了晚清。阿古柏勾结英俄，势力不
可低估。何况在环境恶劣的大西北用
兵。左宗棠带着棺材而战，表明了以
身 许 国 的 决 心 ，也 极 大 地 鼓 舞 了 士
气。左宗棠是科举漏掉的大才，从做
幕僚开始，他的才干受到越来越多的
王公大员的赏识。甚至有了“天下不
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
棠”的说法。咸丰皇帝听进去了，一
用，果然非同凡响。

三次科举考试不中，可他对舆地、
易经、兵法、农学、经济、水利等经世学
问兴趣不减。想不到，一般人认为无
用的东西，在行军打仗、施政理财等方
面派上了大用场。可以说，兴趣即命
运。他的学问，在大西北生根发芽落
地开花。运筹帷幄，判断精准，章法娴
熟。他收复新疆的方针是：缓进速决，
先北后南。军事部署上，整齐队伍，严
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把一半
的人给裁减了。他认为练兵得练心练
胆，再练体力和格杀技巧。

在左宗棠的系统工程里，河西走
廊上的营盘村，是个不可缺少的绿色
环 节 。 那 会 ，马 尚 斌 的 爷 爷 是 个 小
孩。他看到袋子里的树种，源源不断
地来了。孩子们偷偷地摸几粒放到嘴
里，才知褐色的颗粒是苦涩的。春天
从泥土里探出头来，成了小小的绿绿
的芽瓣。一年后，左宗棠让 160多万平
方公里的国土回归了大清版图。让沙
皇把吃到嘴的伊犁也吐了出来。叛乱
分子阿古柏在自饮的毒液里，冰冷僵
硬了。大西北崭新的生态覆盖，连着
内地的生机地气，至今让人回味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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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没了封皮的本本，完整了马

尚斌对于左宗棠的认识。这是左宗棠
宣传种树好处的文字材料。爷爷用它
教马尚斌识字。马尚斌先读了它，然
后才进入陕西财经学院的。至今他记
得其中的句子：谁引春风，千里一碧，
勿剪勿伐，左侯所植。马尚斌的印象
里，那本发黄的纸页，和爷爷的面颊有
些相似。事物都是有根的。左宗棠的
植树造林造福乡里的济世情怀，源于
自幼耕读的绿树环绕的湘阴柳庄。本
本上还有儒家经典《礼记》：孟春之月，
盛德在木。

大海是溪流堆积的。
湘阴的左氏，是从江西迁徙到湖

南的。曾祖父左逢圣读书为生，舌耕
养家，一次回家，爷爷病重，饮食起居
不能自理，他端起脏衣去河边洗，边洗
边 想 起 爷 爷 ，竟 不 能 自 已 地 痛 哭 流
涕。这事惊动了族谱，直到今天还可
翻看一个男人的哭泣。1848 年，湘阴
遭洪灾，左宗棠募捐 5000多两白银，办
粥厂救灾。花光全部积蓄，家里只剩
空空的四壁。左家 700年的家风，就是
孝顺和慈善。这种累加，纵向的是家
族，横向的是不少社会贤达。

1849年长沙一个夜晚。林则徐一
见左宗棠，眼睛一亮。两人无拘无束
地彻夜长谈。他们有点吃惊，彼此对
治理国家的根本，关于西北军政的见
解，竟然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

“西定新疆”“舍左莫属”。他将自己在
新疆整理的资料、绘制的地图，全部交
付左宗棠。当时，左是在老家苦读的
一个隐士，受此重托自然感触良多。是
林点名要见他。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
林则徐的这套资料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他在批驳李鸿章放弃新疆的时候，
底气早有了，就是长沙的这个晚上。灯
火穿透了窗户和夜空。那会儿，天太黑
或者左宗棠太激动了，一脚滑了，掉进水
里。林则徐笑了：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两个男人哈哈大笑。笑声惊动了中国近
代史，也湿了好几张页码。

一个人的能量，我相信加法。自
身加书本加前人的经验，他就一点点
地强大了。好比种子沙地加上北回归
线以北充足的阳光，就有了最甜最沙
的西瓜。

爷爷的想法很朴素，自己能识几
个字，得让孙子识更多的字。时代在
不断地累加着文明进步，马家一代代
地累加着最初的想法，终于出现了大
学生马尚斌。他走南闯北，不断回望
生他养他的故乡。高高在上的画像，
是日月升挂中堂，他看到了山峰和河
流，那里的巍峨和光明。笔墨和石头
啊，都是生命的色彩、担当和分量。营
盘 曾 为 收 复 边 关 ，垒 高 了 沙 土 和 凝
望。马尚斌认为营盘是英雄保护和建
设的土地，理应在“一带一路”里贡献
力量、找准自己发展方向。村子对面
的沙漠里，有着野性十足的拓展营地，
马尚斌的意思是，让现实和历史再次
对接，深厚的地气和乡土文化，在培植
新的亮点。我看到一蓬蓬发红的细茎
在穿缀。那是沙米、梭梭草在深耕大
漠，锁阳、肉苁蓉，将大西北的阳刚劲
道，在沙子里悄然凝聚了。

(本文刊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解放
日报周刊·品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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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笔下品蟹趣
□ 缪士毅

大漠营盘与左宗棠大漠营盘与左宗棠
□ 阮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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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是我国诸多美食佳馔中的珍品。
古往今来，不少画家啖蟹、品蟹、画蟹，绘
之以画，倾之以情，留下了许多轶闻逸
事，为人们品味蟹馔平添几分韵味：

明代画家沈周不仅精于画山水人物、
花鸟虫鱼，而且画蟹也有独到之处。他的
水墨写意画《郭索图》（螃蟹又名郭索），先
用淡墨画蟹壳、蟹脚，焦墨画爪尖和蟹壳凸
凹，浓墨渲染双螯，稻草一根则用笔极点
染，活脱脱勾画出一只清水大闸蟹横行于
水草之间的情景，将螃蟹狰狞而又可爱的
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别有一番意境。

明代画家徐渭对蟹观察细腻，笔下的
螃蟹活灵活现，一墨千金。他的《黄甲传胪
图》，以纵横奔放的水墨写意将蟹画得栩栩
如生，呼之欲出。他的两首《题画蟹》诗写
得明快传神：“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
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
脐。”“谁将画蟹托题诗，正是秋深稻熟时。
饱却黄云归穴去，付君甲胄欲何为。”真可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更添蟹之味美。

清代画家庄仁咏擅长画蟹，所画之
蟹千姿百态，惟妙惟肖，求画者众多，实
在应付不了他就作了一规定：蟹的画价，
一块一只。有一天，一位姓陈的乡绅付
了一块半钱求画扇面，想得两只蟹。第
二天，乡坤去取蟹扇，当他展开扇面一
看，顿时惊呆了。原来画面上只有一只
完整的蟹，另一只蟹的半个身子被芦苇
遮住了。他气愤地问：“怎么只画一只半
蟹？”庄仁咏说：“给多少钱，画多少蟹。
你给一块半钱，只得画一只半蟹了。”那
乡绅无奈，只得悻悻离去。

清代书画家郎葆辰，以水墨画蟹著
称于世，名闻天下，人称“郎螃蟹”。他笔

下的螃蟹形神兼备，且喜欢在蟹画上题诗，
诗画交融，更添蟹画之意趣。他曾画一幅

《蟹菊图》，并在画上题诗道：“东篱霜冷菊
黄初，斗酒双螯小醉时。若使季鹰知此味，
秋风应不忆鲈鱼。”起到了诗为画增色的效
果。仔细赏画吟诗，顿有余音绕梁之妙。

清末民初画家李瑞清寓居上海时，
笔墨之余，常光顾当时上海小有名气的

“小天有”闽菜馆，因他嗜蟹，且食量惊
人，菜馆里的食客常为之瞠目结舌。某
年秋天，时近重阳，李因无钱买蟹，便画
了一百幅蟹图，聊以解馋。此事被其友
冯秋白知道后，冯特购阳澄湖大闸蟹三
筐，在重阳节前夕赶到李家，意欲换百蟹
图中的一幅。谁知李瑞清见蟹流涎，急
不可待，马上呼人拿到厨房烹饪，以便下
酒。高兴之余，竟把一百幅蟹图全部赠
给冯秋白，令冯喜出望外。从此，李瑞清
便有了“李百蟹”的绰号留传至今。

大画家齐白石素以画虾、蟹、鸡雏最
为精妙，被公认为“三绝”。抗战初期，齐
老不与敌伪交往，对方常以买画为名，前
去骚忧。齐老画一幅螃蟹图并题诗：“老
年画法没来由，别有西风笔底秋。沧海
扬尘洞庭涸，看君行到几时休。”挂于门
上，以此嘲讽敌人。抗战胜利前夕，齐老
又画了一幅《螃蟹图》，并题诗道：“处处
草泥多，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
见君少”，嘲笑日本侵略者陷于中国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现代画家吴茀之画蟹颇有造诣，曾
画一幅珍如拱璧的《螃蟹图》，并在画上
方题了一首十分有趣的咏蟹诗：“九月
团，十月尖。潇洒水国天，有酒非尔不为
欢。”诗画合璧，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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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复旦拟与苏联列宁格勒
大学结为姊妹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是
以城市命名的，为此有人提出要改复
旦大学为上海大学，一场改名风波就
这样产生了。校内各派各说各的理
由，一时难有定论。后来校长陈望道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日月光华，旦
复旦兮，光华已经没有了，我看复旦还
是留着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
施也发话说：“复旦改校名的事就到此
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场争论才
算平息下来。

陈望道拒绝复旦大学改名陈望道拒绝复旦大学改名
□ 小 敏

大家熟知的诺贝尔奖原本只设物
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根本
就没有设立经济奖。那么后来为什么
又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呢？

原来，它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
建行三百周年，在 1968 年出资创立的

“ 瑞 典 中 央 银 行 纪 念 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 年
开始颁发。

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学家能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翻开了开这本吴
惠林著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故事》。

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将经济学家
分为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
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
人。他还评价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也并不全都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真正的经济学家又会是哪些人呢？
真正的经济学家必然有挪威计量

学家弗里施和荷兰计量经济学家丁伯
根。这两位是 1969 年获得“诺贝尔经
济学奖”的。也是在首届“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奖的，其贡献定然不可小瞧。

弗里施建立的动态经济学概念，

已经成为今日的圭臬。他一手建立的
生活成本指数，即便在今日仍被广泛
引用；他从动态理论的观点来解释什
么是最优储蓄水准，也是伟大的成就；
他将次佳理论应用于福利经济学及经
济政策，更是重要的贡献。

但这些还不是最让我感动的。让
我感动的是，弗里斯研究经济计划的
模型具有特别的意义与目标，因为有
些经济计划模型是他专为发展中国家
设计的。这些研究赋予经济计划模型
一个重要的特质，即对发展中国家有
所贡献。

而丁伯根在计量经济学上最伟大
的成就在于，始创宏观动态计量模型，
使宏观动态学能实际的验证；1951年，
丁伯根出版过一本计量经济学，该书
已成为计量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同样，让我感动的是，丁伯根 1967
年发表其划时代著作《发展计划》，讨
论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制定经济发展
计划。

看完全书，我了解到，获“诺贝尔
经济学家奖”的经济学家们从弗里施
到霍姆斯特罗姆一共有 70多位经济学

家。书中对他们的生平，理论思想，研
究成果，优缺点以及著作进行了详细
的介绍。

读着这本书，仿佛在经济的海洋
里遨游，与经济学家们对话。他们的
成果蔚为壮观，令人钦佩。但是，在我
看来，真正的经济学家，他应是关注民
生，关心民众，以给民众带来幸福为己

任的。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弗里斯和丁伯

根。他们关注发展中国家，专门为发
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书中还有很多类似于弗里斯和丁
伯根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为促进人
类幸福展开研究，做出了很多突出的
贡献。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心里装着
人民的人，人们也会支持他，拥护他。

读这本书，能让我们从“诺贝尔经
济学奖”看经济思潮，了解：世界正面
临什么经济问题？经济学家打算怎么
解决？经济学与现实经济政策有哪些
关联？有哪些现实经济政策值得反
思？

在一家书店里，挂着这样一张照片：
在一场大轰炸之后的废墟上，立着几个
歪歪斜斜的书架，几个衣衫褴褛身上还
缠着纱布的人站在书架前，正在专心致
志地读书，他们的神情平静而庄严。

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时，我目不转
睛地盯着看了很久。废墟，瓦砾，落满灰
尘的书架，受伤的灾民，到处都是战争带
来的创伤。但是，书籍却战胜了这一切，
不，或许是让饱受战争蹂躏、摧残的人们
暂时忘却了这些，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
慰藉和满足。

书籍啊，该具有怎样非凡的魅力！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
能像一册书籍
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
也没有一匹神奇的坐骑
能像一页诗句
带我们领略人世的真谛；
即令你一贫如洗
也没有任何栅栏能阻挡
你在书的王国遨游的步履，
多么质朴无华的车骑！
可是它却装载了
人类灵魂中全部的美丽！”
美国诗人狄金森曾经这样深情赞美

过书。是的，好的书籍能为我们打开一
扇扇通向世界的窗口，让我们看到外面
旖旎绚丽多姿的秀美风光，她犹如一把
把神奇的密匙，帮我们打开浩瀚知识宝
库的大门，让我们尽情畅游其中，获得精
神上的巨大享受。

“像蜜蜂飞过花丛，像泉水流经山
谷，像一张流光溢彩的画页，又像一阕跳
跃着欢快音符的乐章……”著名作家叶
文玲女士忆及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她
禁不住热泪盈眶，瞬间容光焕发神采飞

扬，她用一组充满诗情画意的比喻来形
容逝去的读书生活，告诉我们，当年她曾
经多么醉心阅读，在阅读中又收获了怎
样无与伦比的美感和快乐。

宋代大儒朱熹曾经这样写道：半亩方
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半亩方塘
形容书，简直是绝妙的比喻。是的，一本
好书，可不就是一方清澈见底、水波潋滟
的池塘吗？一翻开她，天光云影，远山近
树、野草小花，无不在其中摇曳？哲思、正
义、勇敢、诚实、善良，人类所有美好的品质
和情感不都扑面而来，令你精神愉悦的同
时，更获得了无穷无尽受益终生的启迪。

我爱上读书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爸爸从图书馆借来几本大部头作品。看
到爸爸读起来如饥似渴，叫他好像根本没
有听到，时而莫名其妙地笑出声，时而又
把眉头皱得紧紧的。我就想：到底书中蕴
藏着怎样的宝藏，让爸爸如此沉迷。

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下，我也拿起其
中一本大部头翻开来看。这一翻不要
紧，我的心完全沉浸在那跌宕起伏的故
事中了，书中似乎有千万双看不到的温
柔的手拉着我，让我手难释卷。只记得
我只花了两天时间就读完了，尽管是囫
囵吞枣、不求甚解，但那本书于我而言意
义非凡。它分明把一粒爱读书的种子神
奇地播撒到我的心田，它完全改变了我
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了我一生。

美国畅销书《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
治·R·R·马丁说：“读书的人经历了千百
种生活，不读书的人只有一种人生。”书
籍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润泽了我们的心
灵，它就像一双双有力翅膀，带着我们的
心灵飞翔，让我们摆脱了狭隘、浅陋和愚
昧的束缚，飞向更加广阔浩瀚的天地，创
造属于自己的更加美好的人生。

真正的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
——读吴惠林《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故事》

□ 余悦妍

书 籍 的 魅 力
□ 张燕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