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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极具有象征意义，不仅指非凡
的力量与孤独的勇气，还有更多的东
西体现于不可言说之中。

对鹰简单地言及喜欢与否，已近
于亵渎。仔细分析我们的情感，更多
的是敬畏，正像面对伟人自然涌起的
无言。

悬飞着，像一面松木色的古琴，
风抚响弦样的羽轴，发出低缓而沉着
的声音。豹子从慵懒的走动中爆发
了闪电速度，鹰在平静的翱翔中保持
着强悍力量。我觉得它凝聚着某种
远远超拔于现实背景之上的英雄主
义。所以，早在先民部落里就把它作
为图腾形象，至今，印第安人仍传唱
着有关于鹰的优美古歌。飞在高寒
处的鹰，我们必须以费力的仰望方
式，才能见到它隐约的风姿——天幕

绸蓝的底衬上，别着一枚高贵的徽
章，谁才配接受这样的颁赠？

毒蛇打着尾部恶意的响板，危险
的警告节奏让周围一切退却。这时
鹰从天而降！犀利的眼神、快捷的手
脚、冷酷的心、非凡的胆量——鹰天
生适合外科医生的职业。尖利的嘴
撕扯着蛇的尸体，腥冷的血沾染在鹰
的羽毛上，这图景呈现出某种残酷意
义。但你能说鹰是残酷的吗？

大地上的生命无不处于食物链
的运转之中。前面是蝉，后面是黄
雀；吞吃着食物，又终有一日成为别
人的美餐。荒原上一架巨大的马骨
放置着，是空气中那些看不见的细菌
把骨头上的血肉舔得干干净净——
力量有着令人震撼的转换与平衡。
但是，相对而言，自然死亡是从容的，

它不经历过多的肉体疼痛，那些食物
链顶级的动物享有这样有尊严的死
亡——比如鹰，没有谁敢于染指，风
会把它勇敢的儿子抱走。鹿把头埋
下，贴近地皮，贴近食物链的底层，和
草一样，成为世界最卑微的基础食
物。遭追剿的鹿群在绝望中奔跑，后
面紧跟着几只狼——它们的胆小和
敌人的勇敢，它们的温和与敌人的凶
悍！无疑鹿在数量上大于狼，就像世
间善的面积倍于恶，但是善是柔弱的
呀，而恶是强硬的。所以，正因为绝
对的善使食草动物处于易于被伤害
和杀害之中，它们也由此不能走上王
位。那在王位之上的，必有它统摄的
能力，可以对待善，也可以镇压恶。
我们反对暴力，但正义之中，允许了
一定严格限量的暴力。严峻的面孔，

冷酷的手——制恶必须以同样恶的
手段，那使罪行屈服的，最终是法律，
而不是良心。你可以毫不在意地杀
死羊，但永远也别想藐视狮子，或者
轻蔑一只鹰。事实上，一些位于极处
的事物已脱轨于普遍的规范，就像大
政治家往往不能以简单意义的好人、
坏人概念来划分。高飞的鹰昭示着
高处的秩序与法则。

悬崖顶端矗立着一只威严的鹰，
它把宽阔的翅膀别在身后，如同穿着
垫肩大衣的将军。它俯瞰着它的王
国，护佑着它的家园。鹰总是把卵产
在空寂又险拔的崖顶，它让它的孩子
一降生，就处在英雄高远又孤绝的起
点上。蛋壳襁褓一样包住鹰的生命，
不错，现在它是脆弱的，但它终将是
最坚强的，因为它是未来之王。

“乡愁”这个词余光中最先打开，邮
票，坟墓，海峡，母亲和新娘都是愁绪，
千丝万缕啊，割不断理还乱，可是任凭
这些触须如何伸展，乡愁却从来难以安
抚。所以，记录，这时候最是显出它的
可贵——我的案头置有一本古朴淡雅、
泛着墨香的新书，它是由安徽省徽学学
会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共同编纂发行的
大型系列丛书《乡愁徽州》八卷之一的
休宁卷《书香一脉状元城》。冬夜寂寥，
伴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拥衾夜读，
实在是快意之事。

《乡愁徽州》全书共分为 8卷，由徽州
十余位本土作家撰写，他们分别来自于古
徽州的休宁、黟县、歙县、祁门、绩溪、婺
源，太平及旌德。休宁是我的故乡，作者
黄永强是我之好友，因了这两样，《书香一
脉状元城》一书更是有了别样光辉。

在我离开之前，休宁这个皖南山区
的小县城似乎从未向我显示出它应有的
辉煌，记得有一次走在西街上，我问母
亲，休宁算不算是中国的？母亲觉得好
好的一个孩子居然问出如此没有水平的
话，甚是失望。可是，于我，总觉得休宁
离北京太远，又过于闭塞，山高水远，自
是无人管顾，不过是自生自灭的一隅之
地而已。

但总有慧眼识得璞玉之人，有为家
乡未来奔走在历史行径上的赤子，为了
找回失落的辉煌，“2007 年春天休宁县
政府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签约了一
份充满暖意的合作协议，我们是具体的
寻访者和工作者……我们在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一网一网地撒向浩瀚的历
史之海，捕获休宁状元的荣光，寻觅徽
州人文的真迹……这些乡下来的休宁读
书人，他们走了一条发奋苦读，历练成
才，精忠报国的大道，他们的一生都是为
国家殚精竭虑，孜孜不倦……休宁以一
县之域盛产十九位状元，也就有了中国
第一状元县这样不同凡响的称号。”

山城休宁第一次披上了”中国第一
状元县”的锦装，在不断钩沉的史料中
愈发立体，那些曾从休宁乡间走向紫禁
城的读书人逐个浮出水面，毕沅、黄轩、
戴兰芬、黄思永、汪由敦、汪廷珍，一个
一个被陆续认领归家。从默默无闻的
皖南小城到名声济济的状元故里，仿佛
是永强们一行合力推开历史的朱漆大
门，拨开岁月的云烟，精神引领，有料有
据，一路壮阔无边，可谓势如破竹，光芒
万丈。

与寻访历史的严谨庄重相比，永强
书写身边的师友却总又缱绻和轻柔，正
所谓，豪放是外在的风骨，忧伤才是内
敛的精魂。

他写吴象，“……他缓缓抬起手臂，
手掌相合，拱手向每一个人作揖，眼神
直直地望着对方，好似我们是他年少时
的好友，诸多的不舍和牵挂，诸多的嘱
托和依赖，就在那无言的拱手之间。”

他写许定安，“我们开始朗诵这首
《休宁颂》，光影流动，时空恍惚，随着深
情的诗句，休宁的历史画卷徐徐打开
……在这个千人剧场里，他借了我们的
声音，等于在向生他养他的家乡说着最
后无限爱惜的话。”

他写金家骐，“……老人这时全身
也紧起来，陡峭的石壁已容不得他的腿
迈动……老人把身体交给我们，但他的
头始终仰着，他的目光越过石壁，已先
于我们到达龙井潭。”

这些亦师亦友的人们，既如竹简般
泛着清幽古朴的光泽，亦如一炉钢水那
样热烈而刚毅。无论他们离去有多长
久，无论告别有多绵长，精魂都已驻扎在
永强的心头。永强说话行事一向谨言慎
行，凡事适可而止，从不会多半步跨越底

线。而他底线的建立，可能就来自于这
些坚定、高洁、乐观、清澈的师友吧。

乡愁，愁的是再也回不去故乡，和
再也见不到故人，但地域空间和时间维
度的障碍从来阻隔不了最深切的回忆，
所以最悲凉的不是乡关何处，而是物是
人非。

姚老师，五城青漪人，在永强笔下
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老师带四年级的他
平生第一次登齐云山，一次是几十年后
自己跟着调研组寻访姚家祠堂偶遇老
去了的老师。

“姚老师是我这辈子遇到最会讲故
事的人，他的叙述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这些故事足以让我挣脱这无边的
黑夜，看到霞光万丈的天堂。”

“天开神秀四个大字，一撇一捺，就
那么气定神闲地高居在丹霞之上。它
的周围布满各式崖刻，阵势庞大，绚美
之极。姚老师‘哎呀’一声，久久立着发
呆……”不消多言，只一声惊叹，一个精
神丰隆的姚老师立刻跃然纸上，对自
然，对文化的那声喟叹，正是灵魂在苍
穹之下相互碰撞的欢呼。

——然而，三十年后师生再见，却
是“屋里堆着晾晒的稻草和农具，走进
房间，一台小电视兀自开着，木板床上，
蜷缩着一个瘦弱的人，‘姚老师’，应声
下床的老师看着我，脸上是让人心酸的
茫然，他真切地不认得我了……”读到
此处，旋即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都说
相逢是首歌，只是这样的相逢该是什么
样的旋律呢？

因缘际会，我见过姚老师一次，我
见到的姚老师正是永强三十年后遇到
的 那 个 姚 老 师 ，瘦 弱 ，枯 槁 ，拘 谨 ，又
……木讷，他刚从市人民医院出来，执
拗地赶到女儿单位借两百元要去打牌
——那个会讲故事的姚老师眼中的星
辰是何时黯淡的，那个醉心于大自然的
姚 老 师 心 灵 深 处 的 光 华 是 如 何 消 失
的？我们不得而知。

《书香一脉状元城》第三辑是“书香
弥漫古村落”，从文化、村貌、民俗、历史
各角度介绍了休宁县最有代表的几个
古村落，引经据典，记录详尽。永强一
直没有离开休宁，从炼钢工人、播音员、
记者、馆长，直到现在任职的文化部门，
他扎根于休宁的山水草木，生长得极其
葳蕤茂盛，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
休宁的舞台上，他是俊朗的小生，字正腔
圆妙语如珠；幕后，他是敏锐的才子，编
写剧本节目策划。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
文化干部，多年来，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双
手为我们徐徐打开休宁前世今生的画
卷，稀释着那些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有一次我问永强的愿望是什么？他
毫不犹豫地说：早日当爷爷！忍不住笑
他，就这么点出息啊？！永强说，我觉得
人这辈子能与儿孙相处得长久是件非常
幸福的事。褪却所有虚幻的光环，原来
家族的亲情和荣光才是永强心头的一点
朱砂，这就不难理解他在文字里那种对
故乡故土带着体温的追溯，和对故人故
事深切的体恤和巨大的悲悯。

书墨泛香，笔墨情深，《书香一脉状
元城》一书既描摹了状元城的历史烟
波，又承载了休宁山水故园情。倘若以
一种颜色来定位这本书，我想它应该是
青色的，它不似红黄的热烈，更没有黑
灰的消怠，它是温润的，含蓄的，在我们
的品读中泛着微微的光泽，所以，当我
们的乡愁有了这样的诠释和寄托，即便
无以岁月可回头，内心也永远能感知故
乡“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深情
吟唱。

感谢《书香一脉状元城》。
愿永强更好。

菊花素有“君子”之誉，傲霜斗雪，不合
流俗，故被赋予凛凛人格。文人诗赋题咏，
画家泼墨挥毫，都要表现菊的高标。菊有
共性，人有个性，于是，就有了“菊官司”，姑
且称之“菊花误”。

《西清诗话》记载，王安石曾写了一首
《残菊》诗：“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
金。”欧阳修读了之后，笑道：“菊花是不落
的。”戏续道：“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
细看。”王安石则回答道：“你难道没听说过

《楚辞》‘餐秋菊之落英’吗？”难道欧阳修也
会为这件事争执？这很像文人的臆造。

“菊花误”这种事，到冯梦龙手里，王安
石的反对者换成了苏东坡，于是，王安石很
生气，借故把苏东坡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恰逢重阳节，黄州菊花开，一夜风过，菊花
满地，苏轼傻了，原来，贬官至此，就是为了
让他看一下凋落的菊花。

民间关于苏东坡的传说太多，也不在
乎多一个。但冯梦龙的故事显然是编造
的。且不说苏轼被贬黄州时，王安石已辞
官归田，便是时间吻合，王安石又岂会为一
首 菊 花 诗 而 计 较 ？ 传 说 中 的“ 波 是 水 之
皮”，显然，也是不满王安石的文人杜撰。
林语堂的《王安石传》写道，后人对王安石
的评说，往往是不公正的。

王安石虽然与苏轼政见相左，却是襟
怀坦荡之人。在得知苏轼因“乌台诗案”入
狱后，王安石上书神宗皇帝，解救东坡。苏
轼被贬黄州，既与黄州菊花无干，也与王安
石无干。朝云说：“先生一肚子不合时宜”，
王安石人称“拗相公”，东坡豁达，荆公果
决，即使表面入世，心里却是落落寡合，冷
眼看世，都是菊性格。他们相左又相知，怎
会上演“菊花误”呢？

描写菊花枯而不落的著名诗句有三
句：一是东坡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
有傲霜枝”。另两句非常相似，南宋女词人
朱淑真的“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
风”，表现出一种“不合作”的冷淡，无奈但
坚决，一个“老”字，可见煎熬；宋元之交诗
人、画家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
吹落北风中”，“死”字毅然决然，“何曾”则
坚决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朱淑真每与李清照并提，才华横绝，可
惜所嫁非人，一辈子郁郁寡欢，终于自尽，
不得入葬。她一生追求爱，却一直在寒冷
中，最终成了“东篱菊”，却绝不苟合于俗，
宁愿在枝上老到不堪。而后世毁之以“不
贞”，“非好妇”，岂不又是一场“菊花误”？

郑思肖比朱淑真晚生了一百多年，南
宋灭亡后，隐居杭州，自称“孤臣”。居室题
额为“本穴世家”，将“本”下的“十”字移入

“穴”字中间，便成“大宋世家”。他原与著
名画家赵孟頫相善，赵降元后，郑当即与之
绝交。郑擅画墨兰，宋亡后，所画兰均无土
和根，因土地已沦丧于异族，无处扎根。四
十多年，作一本奇书《心史》，讴歌志士，痛
斥奸佞，控诉元军，死前投于寺庙枯井，350
年后，大明将亡，书重现人间。后人褒贬不
一，毁者称其伪书，终于得到证明时，时间
又过去 360年。世有菊花，而人不识，岂不
又是一场“菊花误”？

“菊花误”多，因为人们惯看春花。今
日世人不解菊花，用它布置装饰，岂不知：
若是菊花愿意出镜，选择春天岂不是好？
人们误会菊花越来越深，菊花也渐渐退出
今日的精神语境，东篱不见了，在城市的阳
台，于枝头老去，干枯成标本，却绝不落下，
任北风驰骋。

菊花误
□ 董改正

何人不起故园情
——读黄永强《书香一脉状元城》有感

□ 吴晓雪

本版责任编辑 /胡玉琪 E－mail:hsrbhyq@163.com

（一）
一条古巷出云霞，
几处青峰几处家。
石阶石屋石塝上，
层楼叠榭似书吧！

（二）
南迁避乱进深山，
劈地开山创业难。
远望村庄石上立，
宛如画卷任君翻。

我在给学生讲徽州地域文学创作
的时候，曾经布置了一道课外作业，就
是 要 他 们 写 一 篇《来 徽 州 读 书》的 文
章。这里的“来徽州读书”其实有两个
含义，一个是指来上学、完成大学学业；
另一个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读书。同学
们写的从这两个角度展开的都有，特别
是从后一角度来写的更为丰富。他们
有的在图书馆、在书店，也有的在乡间、
在田野，不仅读纸质书，而且读城市、读
山川、读村落、读古今人物、甚至还读自
己。真是巧了，看完他们的作业的时
候，正好拿到项丽敏的散文集《读爱，在
花开的春野》，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同
学”的“作业”写得还真不错，把春天的
徽州或者说是徽州的春天读得这样仔
细、这样认真、这样兴味盎然，温润安详
的文字直给人好似又渴又乏之后喝上
了一杯奶茶，又无异于春暖花开时节在
徽州的灵山秀水之间穿行。当然，作者
不是我的那些学生的同学，而完全可以
做他们的老师。

项丽敏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由
读书而进入写作，其笔耕的领域主要就
是散文。她的文字纯静而清丽、笔调舒
缓而安详，书写中努力去寻求属于自己
的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这一方面得
之于她生活其中的钟灵毓秀的地域环
境，另一方面也得之于她不断的阅读、
体味与思考，她思考人生、思考自然、思
考别人的创作，同时也不停地思考自
己。在她思考之后抒发出的对周边对
象和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领悟、
感慨与理解时，读者已很难分清这些文
字到底应当属于她笔下的对象还是她
自己的内心。她的审美对象选择性很
强，这正取决于这些对象与她自己心灵
的契合程度。春天里，万物都是那么可
爱，其实这正是作者自己心情最美好同

时作者又对自己最自信的时刻，她正是
通过对春天万物的阅读，将自己的内心
世界与外物获得沟通，在享受自然和艺
术之美的同时，谛听自己的心声、享受
自己的人生。

品读项丽敏的散文，影响最深的是
她对笔下的对象的理解，这种理解并非
仅仅限于认知上的“知道”，更重要的是
指彼此间的相互“懂得”，这才有类似张
爱玲所说的“怜惜”，尽管“一旦以自己
的心情去理解另一类事物，错误就开始
了。但在此时，错误或正确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们感动了我，让我觉得其间
有无尽的奥妙和无言的美好。”努力去

捕捉这种感动、发现和表达出这种“奥
妙和美好”就成就了她呈现在我们面前
的这些篇章。在《五味子》一篇中，放蜂
人在并没有花的山野摆下蜂箱和帐篷，
自信地说道：“现在正是五味子开花的
时候，我是来采五味子花蜜的。”我显然
被“感动”了，放蜂人不是本地人，她怎
么就知道这山中有五味子花呢？原来
他“心里存着一卷百花地图册，什么地
方有什么植物，什么季节开什么花，都
瞒不过他。”在《月色撩人》中，作者写
道：“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之所以迷人，
让人在经受痛苦和厌倦的同时仍然愿
意活着，是因为，这个世界坚硬粗糙的
背面还有轻灵柔美的东西，比如露珠、

雪、月光，尽管它们无一不是短暂的、脆
弱的，转瞬即逝一如幻象。”这近乎已抵
达某种“敞开”的哲人境界，含有满满的

“去蔽”之启迪。《浆果处处》一篇中，作
者自得于能时常身入山林的深处，既感
叹大自然的奇妙，又欣慰于自己的发
现 ：“ 山 林 最 美 的 部 分 总 归 在 它 的 深
处。如果不走进山林的深处，只是站在
山林的外部观望，就永远不会知道山林
内部的秘密，不会知道还有一个如此盛
美的野浆果地在此繁衍，不会知道在十
二月的冬天，还有春天般的景致和滋
味。”你瞧作者那美滋滋的样子！

如果说上面这些篇什的风味在作

者之前的散文集子中我们已经有所领
略，那么本集中《女作家的书房》和《原
谅我，不能上岸》两辑中的书评、影评倒
真正是作者创作上新的收获，体现了她
对自己的创作空间寻求拓展、走向丰富
的努力，而其中饱含自己人生体验的对
那些艺术作品的理解和欣赏显示了一
个有个性的作家眼光的敏锐和独到，以
至让她的阅读和感想成为令人羡慕的
与作品中人物的邂逅与倾谈。在谈论
黑塞的《骏马山庄》时，作者写道：“那是
一次怎样的阅读体验？我觉得自己的
心都被掏空了，不，这样说还不准确，应
该说我觉得一个孤独而辽远的声音击
中了我，它来自渴望燃烧的生命和渴望

自由的灵魂，是我想要发出又无法发出
的声音。”这与其说是评论、倒不如直接
说成是作者自己的创作。类似的再创
作在评论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也
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作者对小说人
物的原型高更的理解突出在“是什么原
因促使高更在中年时期抛开事业、家
庭、中产阶级的优裕生活，只身前往异
乡，像流浪者一样漂泊着、贫穷着，并狂
热地把生命核能倾注在绘画上，最后又
像原始人一样滞留在蛮荒之野，并把生
命留在那里。”问题的答案就在“突然醒
来的一个中年的早晨，仿佛听到血液中
祖先的召唤。”心中能否有这种召唤也
许是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
家的重要标志，也许在程度上会有些许
的不同，我相信项丽敏常年能坚持于太
平湖畔的阅读、思索与写作也是中了这
种召唤的“邪魔”，那是一种让人义无反
顾、倾力而往的神奇的力量，作者在高
更身上读到的其实不正是对自己的认
同吗？此外书中还有作者对小说《朗读
者》《霍 乱 时 期 的 爱 情》《又 来 了 ，爱
情》，电影《悲怜上帝的小女儿》《海上钢
琴师》等等的感想和评论，限于文章的
篇幅，这里不能一一听到，但我觉得都
非常精彩和独到，特别是在谈到《海上
钢琴师》中钢琴师述说自己不愿上岸的
理由时，作者想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选
择，仿佛突然让我觉得作者似乎也是电
影中的一个未出场的角色。

读书、思考与写作已成为项丽敏能
让自己觉得心安的生活方式，而在春天
的美好季节里，这一切更使她觉得自己
蒙受着“爱”的眷顾，因此她又渴望着将
这份“爱”传递给他人、传递给读者，于
是会有这本《读爱，在花开的春野》的问
世，愿作者保持着这种心态和选择，写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徽菜闻名全国，就是家庭宴席中上的
菜肴，都有一定的寓意。如：开始要上的是
整只的炖鸡，末尾上的是整条烧鱼，寓意有
头有尾，事业有成，红烧肉表示红红火火，
兴旺发达，肉圆子表示团团圆圆，家庭和
睦，粉丝表示绵延不断，传承有序，青菜表
示清清白白，幸福吉祥……这些也许不很
特殊，而在歙南的部分地区，有一个普通的
菜，它用了方言的谐音，意义便深刻而非
凡，特别令人回味了。

油豆腐许多地方都有。在我家乡，有一
种油豆腐，是把豆腐切成半寸立方体模样，
放进油锅煎，它膨大许多，矮墩墩的，就称为

“豆腐墩”，用以烧肉或炖肉，或者单独烧了，
都松软、灌汤，受味得很。不过，土话中，这

“墩”字变了音，有独特的叫法，为“dé”。
四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时，

曾参加多次红白宴席，那时菜肴不多，但豆
腐 墩 总 是 有 的 ，而 且 第 一 碗 上 桌 的 就 是
它。原来我不明就里，还以为在生活水平
普遍低下时，豆腐类尚是比较好的菜，这油
煎的豆腐墩首先就上了。谁想到，一次有
位老大爷的话，使我对它刮目相看。那是
参加邻居的的婚宴，人到得差不多了，东家
开始上菜，一大碗豆腐墩端上了桌。我坐
的一桌，有位老大爷，他拿起了筷子，对大

家说：“来来来，大家动手，先吃豆腐墩，以
德为先！”一丁豆腐墩没嚼下肚，在座的民
兵排长顶撞了老大爷：“你啊，还是迂，现在
不讲德，讲的是思想！”老大爷则继续说：

“思想就是大道德，以前讲勤劳节俭，讲和
睦孝顺，现在讲一心为公，讲为人民服务，
都是道德。”嗨，我听出来了，先上豆腐墩不
是随意的，过后就特地向这位老大爷询问
一番，弄清了它的含义。

“墩”字，土话中跟“德”字一个读音。
老徽州人，处处注重道德，而家乡的前辈，
在这儿就借用了谐音字，以此提醒、感化、
教育普通百姓。

难怪啊，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奠基起
屋，或者做其他的大事，宴请宾客，首先上
的是豆腐墩，有些人家除夕夜的分岁宴，也
要先上豆腐墩，其目的，就是教育人们、教
育后代，要讲道德，以“德”为先，样样要把

“德”摆在前头。
宴席中，别看先上不起眼的豆腐墩，它

却包含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呢！
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

话中，都提到要“以德为先”，每每阅读至此，
我无一例外地兴奋不已，习总书记既充分肯
定了“以德为先”，又赋予它在新时代的深刻
含义。它一定会被发扬光大，熠熠生辉！

菜 肴 中 的 寓 意
□ 吴宪鸿

花开春野 温润安详
——读项丽敏散文

□ 黄立华

《七绝·万二村有感》（二首）
□ 秦学锋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