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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那列向北的绿皮火车时间是那列向北的绿皮火车，，载着初恋载着初恋
越驰越远越驰越远，，直到看不到浓浓的长烟直到看不到浓浓的长烟，，直到转直到转
身搭乘另一趟班车身搭乘另一趟班车。。

时间在一个掌子面大汗淋漓地匍匐时间在一个掌子面大汗淋漓地匍匐，，随随
着时间的回填土着时间的回填土，，高耸和激情就这样在一个高耸和激情就这样在一个
郊外悄然填满郊外悄然填满。。

时间是一个都市的板面时间是一个都市的板面，，曾经那样郁郁曾经那样郁郁
葱葱葱葱，，昂首挺胸昂首挺胸，，那又怎样那又怎样？？时间就是一个时间就是一个
过期的挂历过期的挂历，，船舷抵达时破碎的激动船舷抵达时破碎的激动。。

时间或许是一个磨刀石时间或许是一个磨刀石，，它能打磨懒惰它能打磨懒惰
的锈迹或性格的缺刃掉拐的锈迹或性格的缺刃掉拐。。

我是倔强的我是倔强的。。时间就是一条比喻老旧时间就是一条比喻老旧
的河流的河流，，再多的棱角也会变得圆润再多的棱角也会变得圆润，，或蛰伏或蛰伏
或随波或随波。。

我是善良的我是善良的。。时间往往签署它的反面时间往往签署它的反面。。

时间是一块医用纱布时间是一块医用纱布，，愈合昨天的伤口愈合昨天的伤口
和疼痛和疼痛。。

不过不过，，时间是一张老年的宣纸时间是一张老年的宣纸，，一旦摊一旦摊
开就能描绘凝神静气开就能描绘凝神静气，，倾听江南的浆声雨倾听江南的浆声雨
声声、、小桥流水小桥流水。。

时间是一首又一首皎洁的月光时间是一首又一首皎洁的月光，，世界能世界能
听到诗意的回答听到诗意的回答。。

时间是一片龙井时间是一片龙井，，总能让我品茗杭州总能让我品茗杭州
西湖西湖。。

时间这个海时间这个海，，真能让夜漂洗得干净真能让夜漂洗得干净、、宁宁
静静，，淹没所有的相思和忧愁淹没所有的相思和忧愁？？…………

时时 间间
朱锁成朱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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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 ■周裔婷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
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十一月的周末，我与亲友们短途旅行，去往
南山竹海。

到达南山竹海时，天际一片灰暗。小雨没
有声音与踪迹，只是无处不在地滴在脸上。

走入竹海，湿润的空气涌入口鼻，让呼吸都
畅快。旅行不单是匆匆地奔向“景点”。缓缓地
走在路上，雨没有让竹子变得多么湿润，但大地
从脚底将清新的气息一直传递到身体的每一
处，似乎自己和竹子一样，平静安然。

由于时间关系，半山腰处我们选择了索
道直达山顶，小雨刚刚停息，无风的空气有些
凝重，乘上索道，周围的竹子低矮了许多，摇
晃着擦过我们的车身，一片片竹叶是明朗饱
满的翠绿，再远一些，雾气似乎加重了几分，
深深浅浅的绿色藏入浅灰色的云烟中，与天
融为一体。

飘忽缭绕的云霭雾气让人只觉得“羽化而
登仙”，除了触手可及清晰的竹叶，一切其余都
似乎化在了雾气之中，化作仙人所聚之处。

从未料想到走出站台后——恐惧瞬间席卷
了每个细胞，我仍随着人流一步步攀登上最高
处，当我鼓足勇气望向“悬崖”之时，映入眼中的
只是缥缈一片白，无法触碰的白，近在眼前的
白，万丈深渊的白，除了白，再无其他。

我曾登上群山之巅俯看辽阔的天地山峦，
望向绝壁间沟壑中的树木盘踞在陡峭的岩壁
……此时此刻，世界留给我的是一片令人惶恐
的白，看不清周围的人，脚下的路也隐隐约约渗
出白。

陡然间，有冰冷的气流涌过耳畔，我听见枝

叶的摇晃，身后又突然响起了沉闷而缓慢的钟
声。是哪位旅人敲撞了祝福的钟声，是不是有
披着淡淡金色的轻烟向着比白更白的天际飘
去，瑟瑟风声中是不是香火的味道，掠过鼻尖向
未知的白中远去吗？

苍白的天撑在头顶，我未多逗留便匆匆下
峰，潮湿的台阶与我的鞋底摩擦出顺滑的音阶，
我沿着白雾中台阶的轮廓一步步向下，生怕无
意间便陷入“神仙地带”，而手边粗粝的岩壁在
疼痛地划过指腹时给了我些许的安稳之感。

有些惊魂未定地在迷雾重重的站台，上了
回去的索道，雾气已使眼前的一切都陷入了一
片茫然，回程中仍孑然一人置身于宽广到压抑
的白色境界之中，不知身在何处，风声中依稀看
到竹叶缓缓地摇晃，是融化的雾化作了额头上
冰凉的露水吗？

离山腰越发地接近了，雾气散了许多，清风
吹乱了头发，眼前是郁郁葱葱枝叶分明的竹
海。我无意间侧身，那浓重的雾气正被风一阵
一阵地吹走，而竹子本身也开始一晃一晃地摇
摆，远处竹叶茂盛的竹子并不优美，阴沉的天际
之下更像一个个长毛鬼怪，在风中拖着笨重的
身躯缓缓地摇动，风声中竹叶相互摩擦的声音，
遥远、低缓而沉稳。我的目光离开前，竹海渐渐
平稳的波澜从未停息，就像是一声声永远不完
的告别。

正如相机永远无法留住双眼看到的美丽，
和这旅途中的一切不过是一期一会，留下什么
也只是给自己的一点纪念，留存的也可能只是
一片空白。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作为过客走在
途中，在那一刻风呼啸而过，透彻的空气绕身体
回荡，心里还记得有一阵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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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村到山阴路
梁 晓

4、读书读报
一九六二年，我从三中心小学考取

了离山阴路口不远，位于四川北路底的
复兴中学。

复兴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因为
当时入读的都是外国人子弟，所以被称
为“西童公学”，因此复兴的老校舍，也是
一幢西式大楼。这在上海的中学中并不
多见。不过在我就读复兴时，那座老大
楼虽然还在，但学生已经是清一色的中国学
生，而且很多和我一样，家住山阴路。因为是
市重点，教学质量好，学校中干部子弟自然较
多，特别是来自东海舰队和空四军的军人子弟
比较多。同时因为复兴当时已经成了复旦的
第二附中，和老复旦附中在市郊不同，复兴在
市区，复旦教工往往都把子弟往这里送，所以
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复旦教工子弟也不少。我
记得复旦子弟之间对话很特别，他们很多都说
四川话，后来我才搞清楚，因为抗战时复旦曾
经内迁到重庆，和其他内迁大学组成了西南联
大，在重庆时期，复旦教工有不少四川人，所以
四川话就成为复旦子弟的“第二国语”。作为
市重点，复兴中学实行五年制教学改革，学制
设置是从中一到中五。我刚刚进入中学时读
的是中一，正是童心未泯的时候，这一年，正是
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
但我对这一类政治口号毫无感觉，喜欢做的
事，就是和同学在楼梯间争论打闹。

但是随着年龄渐大，我的感觉也在发生
变化。

刚开始上中学时，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渐好
转，爸爸所在的煤炭指挥部撤消，但是爸爸没
有能回到他熟悉的金融机构，而是被转到上海
一个分管工业物资调配的局里担任党委副书
记、政治部主任，专职搞党务。他爱读书，也爱

读报，从解放前一直读到解放后，家里堆满了
他买的书报。他读报时，遇到中意的文章，便
让我剪下来，贴在家中过期的《人民画报》上，
作为资料留存。我有时发现了不错的文章，也
向爸爸推荐。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文革”之
前，家里有好几本《人民画报》，都因为贴满了
剪报，厚厚地躺在他的书桌上，文章上常常还
有爸爸的“朱批”，他喜欢在文章的重要段落下
画上红线，用他那特有而潦草的字体写上批
语。因为帮爸爸整理剪报，也让我慢慢了解了
当时文史哲思想斗争的动向。小说批判的是

《红日》，电影批的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
戏剧界批的是《李慧娘》，史学界批的是翦伯
赞，哲学界批的则是杨献珍，当然殿后的，作为

“文革”“号角”吹响的是姚文元批海瑞，以及从
批海瑞而衍生出来的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
的“三家村”。

“批判”，是“文革”前报刊文章的主旋律。
耳闻目睹后，我的血液里也开始积累着批判的
骚动。当时报刊的批评文章，很难说是理性
的，做法通常是先给批判对象戴上一顶顶帽
子，然后上纲上线往死里批。平心而论，这种
批判方式和我的性格本不相符。从本性来讲，
我平和而不喜偏激，但同时又喜欢辩论，一到
辩论的场合就热血沸腾。这种对辩论的偏好
和当时“批判风格”结合在一起，很难不走向极

端。这时复兴的语文课正在进行讨论式
教学的尝试，我这类对辩论有偏好的学
生，特别喜欢这种讨论式教学，可惜由于
受到极“左”风格的影响，这种“讨论式”
教学的发展，到最后，往往是对优秀文章
的口诛笔伐。

我记得最早遭殃的是中五年级对袁鹰的
散文《七里山塘》的讨论。袁鹰即田钟洛，中国
现代著名散文家，我们中四的语文课本中也有
不少他的散文。在我的记忆中，袁鹰和杨朔的
散文，当时几乎是我们中学生的必读课文。

七里山塘是位于苏州的一条运河以及沿
着运河而修筑的街道，是大诗人白居易任苏州
刺史时的杰作，沿河街道称为“山塘街”，因为
山塘河和山塘街均长约七里，所以也叫“七里
山塘”。山塘街现在已经成了旅游热点，那个
王安石出的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绝对”的上联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应该也已经被哪
位才子对出来了。我过去没有去过七里山塘，
只是它成为旅游热点后，才看过几张山塘街的
照片。袁鹰的散文把山塘街写得很美，不过当
时山塘街还没有成为旅游景点，袁鹰笔下的山
塘之美，透着一种自然、原始而朴素的风格。
可惜我们当时血管中燃烧着批判的冲动，并不
懂得，似乎也不屑去懂得一条山塘街所包含的
文化底蕴，以及这种文化底蕴所包含的超越一
切界限的美。

由于讨论《七里山塘》是中五年级的教学
安排，我们虽然很关心，但不得参与其中。举
办讨论活动的教室在走廊里有一扇窗子，讨论
激烈时我们都只能挤着站在一张课桌上，通过
这扇窗子往教室里瞅。

故 事 连 载故 事 连 载

光照北外滩的“一滴水” ■王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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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区，虹口黄浦江北岸一带，襟江带
海。2008 年，原高阳路码头上，北外滩上海国
际客运中心建成，它的标志性建筑“一滴水”甫
一面世，新颖独特的造型，流光溢彩的幕墙，使
人眼睛一亮。很快，人们就将“一滴水”作为国
际客运中心的代称了。

“一滴水”前身为高阳路码头，解放后由顺
泰码头、公和祥码头合并，改称高阳路码头。

上海开埠后，1845 年，英商东印度公司在
虹口首建了两座驳船码头，它们就是公和祥码
头和顺泰码头，合称虹口码头。1864 年，又将
其改建为轮船码头。2年后，英商蓝烟囱轮船
公司的大轮船“鸭加门”号首次停泊，开启了外

商轮船专泊码头建设的先河。如此说来，“一滴
水”便是建立在虹口最老的码头之上。其间相
隔了160多年。

2016年初冬，我穿过旅顺路来到东大名路
500号，从“一滴水”的正门进去，看到了宽敞明
亮的候船室等。接着，我从上港邮轮城超市的
自动扶梯先上后下，出来，终于看到了企望好久
的“一滴水”了。4层楼，高28米。

怎样形容“一滴水”呢？它仿佛一朵硕大无
朋的穹窿形的蘑菇，但这个蘑菇沿着直径，被切
走了一半，故我们看到的正面，为平蘑菇和蘑菇
梗的剖面，兜到后面，是半圆形的蘑菇和蘑菇
梗。三层高的蘑菇梗顶着蘑菇，边沿用白色的

长柱子支撑着。到了傍晚，幕墙内湛蓝色的灯
光一齐蓦然点亮，此时的“一滴水”真的变成了
一滴正在下滴的水珠，涟漪荡漾。假如它真是
一滴水，也太庞大了，这是一滴数千吨容量的水
啊！虽与浩渺无涯的大海相比，它也就是沧海
一粟，但一滴水可以映出大海的千寻波澜，美得
令人惊艳，光照北外滩。

“一滴水”的一楼，婚纱照和江宴厅；二楼，
中式餐包厢；三楼，西式烤牛排和下午茶。朝南
半圆形的3个楼层，所有房间都看得见江景，对
江的东方明珠塔、世茂大厦、金融中心，尽收眼
底。“一滴水”周遭被绿化簇拥，但见翠竹青青、
樟树蓊郁、冬青碧绿，黄杨潇潇。

“一滴水”的东面，上有木质阶梯天桥，可供
远眺；下有 700米健身步道，可直通邮轮码头。
我沿着健身步道走到江边，因为没有邮轮停靠，
码头的铁栅栏门关闭着，从栅栏朝里望，长长的
码头干干净净，只靠着一艘大型的白色引船，好
像有点落单的样子，江面上小游艇穿梭往来。
这个邮轮码头长850米，可同时停靠3艘大型豪
华邮轮。

“一滴水”的东南面。有一艘绛红色的单
桅帆船模型。船身上漆着八个字“上海上港，
势不可挡”。这八个字说出了我们心中的愿
望。是的，北外滩的千船百轮，从“一滴水”启
碇，水击三千里，纵横四大洋，是不可阻挡的历
史潮流啊！

我一直很喜欢儿歌、童谣等儿童作品。
“小鸡小鸡叽叽叽，要想吃东西

……”“早早起，打开窗，放进空气和阳
光……”“丁丁是个好孩子，每天扫地擦
桌子……”你瞧，这些儿歌脱口而来。
1979 年起，我在《小朋友》《小螺号》《儿
童画报》《幼儿园》《小花朵》《万花筒》

《小火炬》等儿童刊物上发表作品。我
觉得与小朋友在一起，我们的心态永远
年轻。

1980年代中期，我经常应邀参与中
国福利会少年宫的重大活动，或写文艺
会演的串联词，或写歌词，就在此时，我
认识了潘与庆老师。那时，他正主编少
年宫刊物《少先队活动》，约我写儿童戏
剧，这是我的本行，立刻答应，从1987年
开始发了第一个剧本，后来又发了几个，
再后来，因为剧团里忙，没有与潘老师联
系，听说他调了工作。

日前，好朋友宋雪蕾邀我到文艺会
堂，参加“《成长的脚印》潘与庆童谣、童
诗作品研讨会”，这正合我意，很久没见
到潘老师，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在会场里，见到潘老师，还是老样
子：戴眼镜，穿着很随意，只是背似乎有
点点弯。主持人宣布开会，两个《小主
人》报的小朋友，向潘老师献上红领巾
和鲜花。接着，一位女士朗诵了潘老师
新书《成长的脚印》里的七首作品，有

《我乘飞船上天了》《比爸爸》等，精彩的
儿童诗，精彩的朗诵，使大家似乎又回
到童年。

陈醇老师是上海早期的广播员，以前经常
在少年儿童广播节目里播音，给小朋友
讲故事、念儿歌等。这次，他以亲切的
语调、深厚的感情，特有的男低音，朗诵
书的主打诗《成长的脚印》。说的是老
师要孩子们找找自己“成长的脚印”在
哪儿？

上海歌剧院的王森老师的发言充满
了趣味，他说：童谣童谣，姓童名谣。童
年童趣不可少，童心童真是个宝。潘与
庆的作品就具有这样的特色，虽然篇幅
很短，可是有人物、有情节，而且一环扣
一环，如《献血车》，一共才九句，但安排
了四个人物：爸爸、妈妈、我，还有医生，
每个人物都带着戏上场，尤如小品童
谣。还有的，用一问一答，步步追问，层
层解答，如《猜谜》《我和月亮通电话》《谁
去参加家长会》等。

你猜，潘老师调离少年宫后，干什
么去了？原来他到电视台《小伙伴》节
目任编导、少儿出版社《儿童诗》杂志任
执行主编等，出版专著有《另一种创造》

《捧出心中的爱》，参与编辑主编了《儿
童诗》十六期。其作品五十多次在全国
及省市比赛中获奖。总之，一句话，他
从来没有离开过小朋友，没有离开过儿
童创作园地。

让我们送他一首诗吧：“娃娃笑，你
也笑，/娃娃堆里乐逍遥。/最爱最恋小
伙伴，/为啥投缘我知道。/天生一颗娃
娃心，/童言童语到今朝。/信手打开你

的书，/立马奔出新童谣。”

篆刻 李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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