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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清泉指上流月下清泉指上流，，
人间况味任搓揉人间况味任搓揉。。
悠扬音律心灵曲悠扬音律心灵曲，，
沉重琴弓命运舟沉重琴弓命运舟。。
锡惠山中听暮雨锡惠山中听暮雨，，
春申涧畔送寒秋春申涧畔送寒秋。。
我随空寂溶天籁我随空寂溶天籁，，
自遣情怀到白头自遣情怀到白头。。

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
姚国仪姚国仪

胸中块垒化渣尘胸中块垒化渣尘，，
静待澄清自任真静待澄清自任真。。
又是惊蛰动诗绪又是惊蛰动诗绪，，
寒冬乍过半逢春寒冬乍过半逢春。。

惊惊 蛰蛰
李兴无李兴无

3副刊2017年3月20日 责任编辑 谢智君 E-mail:hkbs765@163.com

为待润醒千红 ■胡晓军

不记得是哪个冬夜，在兰心大戏院看罢了
戏，闷着头第一个推门而出。戏不好，心境好不
起来。还未跨出门槛，忽觉一片凉意，犹如大衣
的金属纽扣触到了脖颈。抬眼一望，哦，飘雪
了！雪片纷纷扬扬，飞飞斜斜，被路灯和车灯一
照，闪着白亮亮的光。

我打消了叫出租的念头，干脆就在街上走，
任撒盐飞絮般的雪片乱洒在我的身上。它们多
的是凭着风力，扑面而来，来迷我的视线；也有
的趁着回风，转身而去，去钻我风衣的下摆。扑
面的可爱，回身的则有趣。只可惜它们都仅稍
作停歇，即刻消融，不一会儿我已全身半湿。当
雨变身为雪，可爱复有趣；当雪蜕化为雨，便可
恼而惹厌了。鲁迅把雪看作雨的精魂，我想这
与把神视为人的精魂，在道理和感情上都是一
样的。

再过几天，就要过年。前些日的冬雨，已把
心境落得个阴阴的了无生气，正思量着作首诗，
第一联即是“不待寒风不待雪，匆匆催我僭新
年”，而今这场初雪一下，下一联顿时不用再
想。这场初雪不大，即落即化，也就是上海人说
的“湿雪”，尽管如此，也已令上海的这个冬天，
真正成了冬天。我以为无雪的冬，最多只配戴
着冬之虚名，是无法拥有冬之真谛的。

回家后撇了七绝，重作了一首五律——
雨丝今失的，姑扮絮纷飞。
起舞乱迷眼，回风戏入衣。
一宵开混沌，方物至璇玑。
可待消融日，邀人共探薇。

作诗好比坐飞机，作着作着，坐着坐着，便
不自主地腾空而起。前两联确有实事，好比在
跑道上疾驰；第三联全无实处，就像在天空中滑
翔。那滑翔着的飞机，就是想象。而想象的来
源，自是诗中北方的雪了——“开门雪满山”“燕
山雪花大如席”“千树万树梨花开”……梁实秋
说得是，雪是越下得大越好，只要不成灾，就没
人不喜欢。他又说雪的最可爱处，就在于覆盖
一切，使万物没有差别，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银世
界。鲁迅虽也是喜雪的，但似乎更爱小一些的
雪，因其掩不住红的山茶、黄的梅花甚至冷绿的
杂草。他又说江南的雪，滋润美艳之至，犹如极
壮健的处子的皮肤。

尽管我喜欢大雪，要胜过喜欢小雪，但既然
身在江南，理应来之安之，学梁实秋去想象大雪
的好处，学鲁迅来领略小雪的妙处。我说的是，
雪是越洁净就越雅，只要不受穷，就没人不乐
意。我又说江南的雪，玲珑晶莹至极，仿佛极高
洁的女子的指甲。特别像煮雪烹茶这般雅事，
历代文人乐此不绝，竟以小雪为最佳。何以见
得？陆游有诗为证：“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
全须小雪。”妙玉为宝钗黛三人烹茶，不但拿出
最好的茶杯，更用了最好的水——蟠香寺里梅
花上的雪水。妙玉收了一小瓮，埋了整五年，直
到那年夏天才开。何以如此？震钧有文为据：

“雪水味清然有土气，以洁瓮储之，经年始可
饮。”妙玉收的，自是小雪，否则岂不像她取笑宝
玉的那样，比起解渴和饮驴来尤有不如？

不过我已有了小雪，就愈发盼有大雪，因疏

细的初雪固然令人惊喜，终究是铺天盖地的大
雪才令人满意。也唯有一场大雪过后，才会有
更青更高的晴空，才会使人更真切地得悉春天
已是不远。梁实秋说得是，大雪不仅遮掩一切
芜秽，涤白这个世界，更是作为天然的润溉，去
当农事的保障。我说的是，除了“既沾既足，生
我百谷”外，大雪更会润醒万紫千红，来重新打
扮这个物质与精神并存的世界。

不料想两天过后，居然天遂人愿，上海迎来
了今冬的第二场雪。这场雪下得极大极久，从
午后到傍晚，毫无止意。街头的车顶白了，对面
的屋顶也白了，就连细长的电线杆顶也白了。
我打消了呆在家的念头，欣然就在街上走，任淘
气孩子们的雪球误扔到我的身上。我曾多次梦
见奇美的银蛇、雄丽的蜡象，梦醒即知，此地既
然无山，银蛇焉能来舞；此地既然无原，蜡象自
然不肯来驰。不过这不要紧。这场大雪一下，
明天必会有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只要这个世
界来了，就必会有一个分外妖娆的世界。到了
那时，岂止“邀人共探薇”，更当重新看取一个万
紫千红的世界。

我盼望着。我在今夜的梦里盼望着。
哦飘雪了，算天古坚冰，又消些许。盐抛絮

撒，最忆谢家联句。纵是奇思妙喻，却未若、身
遭起舞。周旋脉脉犹情，缭乱纷纷何据。

移步，从其所御。盼此夜清纯，月华应妒。
欢欣游戏，扮作酒仙诗侣。犹胜初春好雨，当不
愿、随风归去。为待润醒千红，世界教重看取。
（调寄《双双燕》）

春天来了！苍穹更新万物，生灵复苏大
地。微微的轻风，把冬的严酷吹散；淅沥的小
雨，把冬的沉重尽洗。遍处是一派蓬勃景象，充
满生机，且涌动着春的气息。

春天来了！烧不尽的野草拱破泥
土，在随风摇曳中享受阳光下的和熙；沉
睡的种子苏醒后便钻出地面，细细的嫩
芽打量着这个喧闹又陌生的世界甚觉好
奇；含苞的花蕾争相吐蕊，生命的序幕渐
渐拉开，在万紫千红的景色中孕育；那散
发阵阵的幽香令人陶醉、沁人心脾；柳树
上的枝条冒出新芽，如垂在清野的绿梳，
妆扮着这个裹着淡淡温情、绒绒绿意的
空灵之躯！

春天来了！潺潺的溪水欢快地流淌
着，融化了冰雪、驱走了整个冬季；河里
小鱼儿愉快地摆动尾巴，与小蝌蚪们嬉
戏在暗绿色的水草间窜过来游过去；河
面上成群的鸭子羽毛浮绿水、曲项向天
歌，尽情地把“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境
来演绎！

春天来了！小鸟呢喃出了巢，在湛
蓝的天空中飞到东飞到西，“叽喳……叽
喳”地向四处报告着春的消息；南飞的大
雁北去了，翱翔在绿的田野、绿的河流、
绿的山冈、绿的街区，把春天的喜讯向人
们一一传递！

春天来了！春风吹佛着燕赵大地，首都成
了中国乃至世界新的聚焦点，十二届全国政协

五次会议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如期
地进行，周围处处都飘扬着“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各项工作扎

实推向前”的旗帜。春天来了！黄浦江
上荡漾着春波，满载着“抓好一带一路、
科创中心与自贸区建设、做改革排头
兵”的希望之舟，正在两千四百万申城
人民的心河上荡起涟漪。春天来了！
欢腾的街市花团锦簇、嫣红姹紫，社区
群众意气风发，开怀欣喜，人人从心底
里拥护“推进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
战”策略的实施！

春天来了！年轻人迈着矫健的步伐
走进这祥和、惬意的融融春意，老人们再
一次聆听温馨、难忘的《春天的故事》！
鲜艳的彩旗在春风里飞舞，骄人的硕果
在春天里展示，远景的宏伟蓝图正在春
天里浓墨重彩的描绘……

啊，春天来了！让我们满怀豪情走
进春天，吟一首好诗、唱一首赞歌、放飞
我们永恒的爱恋和思绪！

啊，春天来了！让我们斗志昂扬走
进春天，越一道坎、赶一程路，播撒我们
不朽的信念和意志！

啊，春天来了！让我们手携手托起
明天那五彩、绚丽的太阳，让我们肩并

肩拥抱这舒爽、怡人的春光，让我们共同引吭
高歌，唱一首优美、舒缓、雅致、动听的“春之圆
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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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够的虹口水系 ■王坚忍

虹口区名，来自境内一条河流——虹口港。
这是黄浦江北岸的一条支流，南北流向，入

口在扬子江路（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明朝时
称“洪口”，清顺治年间，因“洪”系明朱元璋年号

“洪武”之“洪”，为清廷所忌讳，官方文书乃以谐
音改称“虹口”，从此一直延续至今。

涨潮时，纵贯虹口的虹口港由南向北，缓缓
流淌，串起一个个关于虹口的美丽传说。当它
流到北面的溧阳路辽宁路后，分成丫字型两条
支流，一条沙泾港，一条俞泾浦。有趣的是，水
分两路，到了虹口最北端的江湾镇，又被一条从
西向东的走马塘贯通，形成了个循环。

如果以走马塘为界线，那么走马塘之南是
发达的商业文化，走马塘之北曾有过悠久的农
耕文化。

走马塘北岸，万安路东面，走马塘与一条南
北流向、叫南泗塘的小河相接；万安路西面，走
马塘与另一条也是南北流向、叫西泗塘的小河
相接；还有一条短短的沽西浜，南接走马塘，北
通南泗塘。

这样，虹口港、沙泾港、俞泾浦、走马塘、南
泗塘、西泗塘、沽西浜，7条相连相通的小河，组
成了虹口水系。7条水系中，虹口港、俞泾浦、
沙泾浜、走马塘为虹口景观河道。

虹口水系的特点：第一，在上海中心城区，
虹口水系最丰富，保存得也最好；第二，虹口水
系穿越虹口主要区域（从中心城区穿过），工业
遗址和典型民居沿河两岸一路延伸，历史遗存
有 1933 老场坊、益民食品一厂、景云里等；第
三，虹口水系上的桥，大多数保存下来了，有桥
名而桥已不复存在的比较少。虹口的桥，造型

不同，质材也不同，有木头的、石头的和水泥的，
可谓精彩纷呈，但作用一样，走人过车。虹口的
桥，苏州河上有4座，虹口港7座，沙泾港26座，
俞泾浦有22座，江湾镇走马塘、南泗塘、西泗塘
3条河，共有10座桥。说虹口的桥梁星罗棋布，
一点也不为过。

如果再加上虹口南部背靠的两条主河道，
苏州河和黄浦江，西起河南北路北苏州河路，
东至大连路杨树浦路，虹口水系真的是实力雄
厚啊！

明清时期，虹口作为江南水乡的一部分，河
港纵横，好像陆地上的阡陌交错。当时，虹口水
运比陆运发达，一是水路较之陆路更为四通八
达，可直通长江，而陆路除了少数“官路”铺上了
青石板，大多数还是乡间的泥土路，一下雨便泥
泞不堪；二是舟船装货多，陆路的手推车、马车
又能装多少货？所以说，当时河港是水运的分
干道（相对于黄浦江、苏州河而言），舟船是主要
交通工具。当然，帆船过虹口港上的桥，是要卸
帆并放倒桅杆的。虹口水面的小帆船，有风张
帆，无风用橹，可以直驶到崇明。

那时候，虹口水系河水清清，岸边错落散布
着渔村，故驾船航行在水上的，是出海打鱼的渔
民，和搞运输或者“跑单帮”的船民。

上海开埠后成为兴起的工业基地，在虹口
办厂，一般都选在水边桥畔，驳岸小码头。扁舟
水上行，装来原料；卡车桥上过，运走产品。

由于主河道苏州河污染严重，虹口的一些
分河道渐渐萎缩、淤塞、断流，最终被填平消
失。而虹口港及其两条支流（沙泾港、俞泾浦），
也曾经水黑如柏油，散发着腥臭味。上世纪后

期，工厂迁走了，花大力气、投大资金治理污水
河，黑乌鸦终于变成了俏孔雀。现在，虹口几条
河浏亮清澈、涟漪轻泛，两岸垂柳蘸水绿，夹竹
桃红白花开。

虹口有“双桥”。水电路朝北笃底，至奎照
路、万安路之间，为走马塘与斜塘（南泗塘）两河
相汇处，有两座桥，南北向的水电路市河桥，东西
向的斜塘河桥，两桥交错成曲尺形，很有味道。

喜欢有河水的城市，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
钢筋水泥的人造森林建筑，如果没有水，太压抑
了。七水相通，或纵或横，漫延散布，点缀着虹
口，养眼的绿色，灵动的感性，生命的活水。河
上的桥，下有桥墩插入水中，桥面平铺、延伸，悬
接路两端。大桥如宏大叙事，小桥如日常细节。

虹口水系的流水潺潺，成为新开发楼盘的
清水河岸。虹口水系都与黄浦江或苏州河相
通，潮涨潮落的水流，在河堤左右都印下了两道
水痕，和疏淡的绿苔藤萝。好些水景房小区，也
在岸边造起了小巧的桥，或如张开的弓弦，或如
横吹的洞箫，样子很精致。虹口的水，弯弯曲曲
地蜿蜒着。尤其是沙泾港，在辽宁路沙泾路弯
出了一个美丽的“U”型弧度，站在岸边，看“U”
型弧度内一幢“宛在水中央”的半圆形房子，美
得不可方物。有趣的是，哈尔滨一号桥跨在虹
口港上，哈尔滨二号桥跨在沙泾港上，为虹口水
系中间隔最短的两座桥。

虹口港、沙泾港、俞泾浦，三水交汇处，尤其
是虹口港、俞泾浦相接处，临水人家多，粉墙黑
瓦的木结构房子，小桥流水，依稀似姑苏人家尽
枕河。

虹口的水系啊，值得看，看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