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山论书傅山论书》》 书法书法 李兴无李兴无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篆刻 陈 才

报社地址：大连西路195弄12号 邮编：200092 电话：65752600 虹口报电脑部打印排版 电话：65752149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

重

逢

■
三
棵
树

我、阿丽与阿东是小学同学，我和阿丽中考
名落孙山，没文凭，只好初中毕业就长年摆地
摊、跟城管打游击，我真羡慕摆摊前辈回城知青
阿七头，他那时政府鼓励再就业，在街边卖水果
还有执照，没人管，也没手机没网络，电商更是
没个影儿，所以赚了不少钱，而我和阿丽日子难
过，整天提心吊胆。

阿东当初是我们班最出挑的，数理
化老第一名，我们佩服得不得了，后来他
考进名校，出国，许多人羡慕。阿丽对我
说，你要是他就好了，前程似锦。我说，
那人家阿东会要你吗？哼！

阿东父母卖掉一处房产、勒紧腰带
资助儿子出国，阿东海外苦读时，我和阿
丽卖过小百货、南北货、也贩过水果、茶
叶蛋，反正啥赚钱卖啥，后来，政府管得
严，网购又兴起，我俩就进了城郊某商城
地下室租摊位，但路远人稀生意淡，我和
阿丽结婚，眼看着儿子豆子出生，阿丽就
闹，说日子太难了，要离。好在这时我家
老屋遇动迁，接受安置，一套房自住一套
出租贴补家用，阿丽这才安分下来。

家附近一处新楼的配套商铺面积很
大，可是，很久招租不利，都空着，我和阿
丽想把自己的铺子搬过来，以后方便点。

那商铺多少钱？我问中介。100平
米每月一万五，中介答。中介人员说，这
里地段好，装修好，以后发展前景好，所
以这个价。太高了！我和阿丽只得悻悻
而回。

可是，3个月后，有一天经过原先空
着的商铺，我们见这里已然开出了几家
店，抬头一看店招，都是什么早教中心、
成长中心、国学中心、音乐乐园、教拼音、
英语开蒙、思维逻辑，辅导小提琴、弹钢
琴什么的。我好奇地走进一家早教中心
参观、咨询，什么叫“思维逻辑”课程？其
实就是搭积木、做游戏，什么叫英语开
蒙？就是教授写 ABC，英语中苹果香蕉怎么
说。这些课程，每节课的学费比大学生的课时
费高得多，一家音乐乐园，一上午说说小提琴名
曲欣赏，再为小朋友们调试下提琴，需要付费几
千元。

于是，我和阿丽后来都改行，关掉各自的铺

子，借来几张教育学、心理学教师资质证书，申
请开了早教中心。我教算术、电脑启蒙，阿丽教
唱歌、画画，一年后我们招聘心理学教育学硕士
当教员以扩大办学规模，招聘告示在网上发出
不几天，应征信雪片般飞来，其中不少出自海归
青年，想不到的是，里面竟然有阿东。

阿东以前功课好，还是班长，不怎么
理我和阿丽，老是笑我吹牛皮。我琢磨
着究竟如何应对，想不到在这时阿东却
通过微信圈加了我，介绍说自己现在学
心理学毕业多年，英语更是呱呱叫，但因
为是中国人，所以在海外开心理诊所难，
只好回国，想来试试运气。我说，我这里
要招收国际学生，你可以教调皮孩子，可
以用英语上中文课吗？他说完全可以，
还可以上思维逻辑课、基础英语课，一个
老师，可以上这么多课，对我来说当然
好，于是一拍即合。

签约日，阿东在办公室主动跟阿丽
搭讪说，这些年为外出读书，家里为他缴
学费、生活费投资大，想不到念完硕士就
业难。阿丽也如实相告，这些年，国家发
展了，城市化进程在加快，所以遇到了动
迁，没出国的身家都大涨，以前民办教师
收入低，也没有听说有学前教育的，而现
在社会早教教员可以有那么高的收入，
真得感谢遇上了好时代。阿东听后，直
夸阿丽说得实在。阿东还说，现在住的
地方小，紧巴巴的。阿丽鼓励阿东：好好
干，以后自己买房吧，阿东连连点头称
是。同学们热议称，阿东来我这打工，有
点委屈，还教那么多课，阿东诡异一笑，
答，这些课，无教学大纲要求，自由发挥
就是。

可是今年，有人大代表提案要求整
治非学历办学，政府多部门响应，纠正校
外培训机构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

“强化应试”。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
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
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
布。严厉追究校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我到教
育部门办理登记时被指早教中心属于“提前教
学”，要关掉，我、阿丽和阿东顿时一起陷入了苦
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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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色的慢日色的慢 ■许军展



在朋友圈看到这样一个文字游戏：“研表究
明，汉字序顺并不一定影阅响读。比如当你看
完这句话后，才发这现里的字全是都乱的。”

这游戏对做玉雕的人大概无效，反正我是
刚看到前三个字就发现有错。不过，肯定也有
很多人没这么细心。小时候学数学，流行过一
阵专门的速算训练培训，最快速度算出大意即
可。一般人的生活，尤其是大城市高节奏的生
活，正是这样的“速算”。

举个旅游的例子来说，有科学研究表明，
每个人观看风景皆是速看和细观并存的。从
风景的角度而言，有的完全经不起细看，比如
很多热门景点、人造小镇，粗看看还行，细观会
发现太水了；而又有一些景点，速看完全看不
出好，简直是暴殄天物，比如自然的高山、大
海，老的古镇。

以前曾去过不少热门的江南古镇，并未留

下太多印象，只记得很淡很枯。前年，陪友人抽
空又去了趟某知名小镇，做得很精致漂亮，也拍
了不少的照片，仍无被打动之感。

这两天上海连日阴雨，闲来无事又路过了
那个古镇，不想这一趟完全不一样，突然就景景
入心，欲罢不能了。

两次行走感受如此相左，主要在于观赏的
速度。前一次看得太快，跟普通旅人一样只顾
赶路拍照，无暇驻足仔细欣赏沿途美景，而这小
镇巷里桥间美景密布，无数细节动人心魄。若
想被打动，必须付出时间和耐心，走得慢一点，
再慢一点。

很多的江南小镇如速观，就是一堆人造
景致的堆砌，必须细看才会看出其中妙趣黯
然。以审美为目的的旅游，往往是细观，或者
倒过来说，恐怕也只有细观，才能达到审美的
目的。

在今天这样以更高更快更强为主流价值
观的社会，玉雕创作者面临的现实之一是，你
费九牛二虎之力设计的作品，使其更精练，但
观看的人没那份耐心，他们反而会喜欢那些

“水货”，因为多余的展示巧技，正好适合了一
目十行的粗心。

但问题是，我们干吗要看得那么快？
生活也如同路途，最紧要的是慢下心来。

若这世界将美好的一切呈现在你眼前，你只顾
埋头前行，无意去看，自然欣赏不到那些美好。
一方美玉在你面前，不去好好品味，自然是白白
糟蹋了那一方雕琢的心意，品不到什么好味道。

想来，人生也没什么可计较的，越是简单越
是轻松，从前的日色变得慢，用心生活，便是最
好的一生了。

愿你是那个慢下来看风景、用心生活的人，
用认真雕琢、认真生活的心，去把日子过成诗。

一个人就是一条河一个人就是一条河
朱锁成朱锁成

走在路上走在路上，，也许一个人就也许一个人就
是一条河是一条河，，一条小河一条小河。。

成为长江的不多成为长江的不多，，成为黄成为黄
河的不多河的不多，，不会腾起滔浪不会腾起滔浪，，不不
会载起巨舟会载起巨舟，，也不会泛滥也不会泛滥。。

也许一辈子缭绕村庄也许一辈子缭绕村庄，，浇浇
灌红薯与玉米灌红薯与玉米。。

也许走进城市也许走进城市，，在各自的在各自的
甬道甬道，，不会涌入大海不会涌入大海，，不会走不会走
进主流媒体进主流媒体，，不喧哗不张扬不喧哗不张扬，，
淌着慢步淌着慢步，，响着碎铃响着碎铃。。

有 杨 柳 陪 伴有 杨 柳 陪 伴 ，，有 月 光 映有 月 光 映
照照，，有风和日丽有风和日丽，，有波光粼粼有波光粼粼，，
一条小河已足够满足一条小河已足够满足。。

也有乌云也有乌云，，也有雾霾也有雾霾，，也也
有薄冰有薄冰，，也有垃圾也有垃圾，，也有雷雨也有雷雨
与哭泣与哭泣。。

一条河就是玉洁与冰清一条河就是玉洁与冰清，，
就是透明就是透明，，只要心里还有一条只要心里还有一条
河河，，就有清清流水就有清清流水，，就有潺潺就有潺潺
琴音琴音，，就有方向和流淌就有方向和流淌。。

一个人流进一条河一个人流进一条河，，就有就有
月光与诗意月光与诗意，，不是长江不是长江，，不是不是
黄河黄河，，没有冰冻……没有冰冻……

去灵隐，从立马回头步行而走，沿郁翠的山
岭，身心舒畅自由。拐弯后浓荫蔽日，栾花铺
地，路边有闲亭、石阶，悠悠路径。走过叫石莲
亭的站台，期间只相遇两三个路人，这样的路途
直叫人欢喜。山岭中慢慢走上一段，感觉是清
新前引，有着妙不可言的情致。相比单刀直入
去景点，是完全不同美感的体验。立马回头是
令人好奇的名称，传说是清帝乾隆六次游杭，初
次经普福岭时，对破败山路极为不满，再到时，
由于路已整修甚为赞赏，便立马驻足。杭州的
民间，有很多关于乾隆帝游杭的传说，西湖划舟
的船老大，可以就这些传说让你猜字打谜，颇有
趣味。

灵隐多嘉木，枝叶参天，飞来峰游人攒动。
午时的光影落在理公塔的塔身，落在塔身的坐
佛像上，这是灵隐开山祖师慧理禅师之塔，也是
杭州仅存的明代佛塔。飞来峰的石窟造像，有
五代至元代造像三百八十余尊，佛像的雕刻手
法精美，意态栩栩，均分布在飞来峰洞穴和延伸
的峭壁上。游人纷纷举着手机留影，佛门圣地，
因心神清净，氛围并未显得喧乱。峭壁下溪流
淙淙，古树遮阴，虬枝旁逸溪上，龟和锦鲤在水
中悠游，找了块溪边的石头坐下，鸟雀飞来枝头
啭鸣，清风拂人，闲看初秋光影落入山溪。

灵隐寺门口人不算多，买了香花券进寺，看
到有香客在天王殿外的老树下读济公训诫。绕
到天王殿背面，看到供奉的韦陀菩萨手执降魔
杵，面如童子，想起昙花一现只为韦陀的传说，
佛原是凡人所修，修成五蕴不著，是深重的誓
愿，超然的智。觉有情，是更深远更宽宏的情
义。往大雄宝殿再往药师殿，药师殿中正结夏
安居，信众手持《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寺院僧侣
同修共诵，气氛庄严，佛前鲜花香果供奉，梵呗
悠扬。过两日就是七月半，是解夏安居的时日，

为期三月的持戒修持，在觉悟禅修、观照心灵上
会有更高的悟道。见佛见师，无形中增具信念，
日常在家一样可以安居，静定身心，在世事沉浮
中有自己的坚守。

罗汉堂后面有个篮球场，拾阶而上是葱郁
的灌木和古树，紫薇花已经开过，结籽在弯弯的
叶梢。跨进罗汉堂，让我想起二十岁那年春天，
和艾艾初次来灵隐，在弯弯绕绕的小路上遇见
一位中年女子，穿一身藏青西服，脑后盘了发
髻，一副端庄的模样。路边有人过来兜售门票，
大概见我们懵懂的样子，她主动前来询问，就这
样领着我们边走边聊起来。一路上得知她是罗
汉堂的工作人员，生怕我们迷路，又领我们进入
飞来峰，后来和艾艾去罗汉堂时，正巧一眼看到
她，笑意中感觉亲切。这些年到灵隐一直留意，
至今也没重逢，过去了这么多年，记忆起来仿佛
还像昨天。五百罗汉，有些名字在不同佛经中
出现过，念到时心中一喜。数罗汉数到相应的
尊者，怕忘就把名字记在小本上，随后去拜堂中
央的四尊菩萨。再一路拐弯想出门，饶了两个
回合，最终还是在罗汉堂书写路痴本色。

很多时候，会绕过灵隐寺去永福寺，这个位
于石笋峰下，依建在不同山麓上的千年禅院，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对他有着很深程度
的喜爱。作为南宋皇家寺院，格局脱俗，巧意在
明山秀水中佳境天成，尤其是最高山麓上的古
香禅院，空山鸟鸣清越，四时风月无边，香客寥
寥，禅深意浓。冬日到寺院探梅，夏天坐在殿旁
听雨打芭蕉，尘心安宁，世事纷扰早已抛上九
霄。然而，正由于如此心怡，逢出寺院，不是肚
子空空，就是天色向晚，个中因由，扰乱了每次
欲去韬光寺的心愿。袁宏道在《韬光庵小记》中
写：韬光在山之腰，出灵隐后一二里，路径甚可
爱。古木婆娑，草香泉渍，淙淙之声，四纷五洛，

达于山厨。又萧士玮《韬光庵小记》中有：大都
山之姿态，得树而研；山之骨骼，得石而苍；山之
营为，得水而活；惟韬光道中能全有之。此次心
意已定，从灵隐寺出，经永福寺，随右边的山路
而上，直往韬光寺。

缓坡的山道上，周遭的氛围静下来，两三个
游人迎面，悠悠闲闲下山的姿态。拐角处有小
摊，飘着茶叶蛋和豆腐干的香，斜对面有婆婆坐
在树下卖茶叶蛋，想想这茶叶蛋，一定藏着龙井
山的烟雾气，弯一拐，林更幽，人更静了。午后
三点的阳光，穿不透茂密的树林，只落下点点碎
光影，拾阶的步道不比平地，走几十步就开始
喘，腿也酸了，汗也在滋。听到林中窸窸窣窣有
动静，前去探看，心头一喜，见枯叶中一只独角
仙，头顶莹绿色亮光，从石块上滑落后再次攀
爬，几次三番，今年也家养了一只，觉得它的憨
态中亦有调皮。山阶直上，行人寥寥，周围竹枝
翠影，溪声潺潺，行山的氛围跟一般景点大不
同，这里林深而境幽，景色秀美，无人工过分雕
琢的痕，一幅自然素朴的风光，往年行五云山时
也有同样感受。几步一歇上行，转弯有一方闲
亭掩在古木，路人在此歇脚，下山的人多数面色
从容，而上行者只管疲累喘息，行到云深处，一
条是通往北高峰的山道，而此处拐弯，韬光寺便
在眼前。

韬光寺三字，与寺院朴素的山门相对应。
进门随阶而上，先看到大雄宝殿，枣红色门窗门
柱，内外光线通透，檐下飞龙吐珠，青砖黑瓦，同
一般寺院的色调有所不同。再往观音殿，菩萨
形象庄严生动，这里供奉着智慧观音、送子观
音、姻缘观音、慈悲观音等六尊不同形象的观
音，一一恭敬拜过，心生欢喜也生感叹，脑中浮
现人间生动，也掠过人世沧桑。而对摩尼殿的
偏爱，源于她造型与意境的典雅，莲池之上，有

重檐的六角楼被浓荫掩映，芭蕉在侧，殿中菩萨
手拿宝珠，庄严慈目。退身看，幽景仿若天上；
走去旁侧，斜阳照在芭蕉和枣色窗纹上，窗内现
出点点烛光，通透的结构形式，互通着室内外光
源，先前的佛殿也有如此妙意，是有别于寻常佛
殿之处，心下赞叹，不觉已置身一瓯亭，前去亭
中读乾隆帝的题诗。传说乾隆帝六下江南，八
次到韬光揽胜，初来为法安堂题下“云澄日观”
的匾额。一瓯亭边上是金莲池，是寺院的开山
祖师韬光禅师引水养金莲的所在，民间相传池
水治病功效殊胜，看见有女子正用水杯在接水，
蓝天映在小池里，云朵游逸。一瓯亭旁，仅有两
三人小坐憩脚，而池上拐弯的山阶，通向更高的
山林。

沿山阶而上，山木葱茏，白墙黑檐隐约其
中，几十阶之上来到仙姑殿和纯阳殿，纯阳殿供
奉的是八仙中的吕洞宾，民间有吕祖灵签的说
法，并不想抽签，就躬身在殿外拜过。纯阳殿二
楼有个观海楼，是登高揽胜和观海观日的最佳
地。到韬光祖师殿时，四下早无游人，看了看殿
外，并无一字注说，进殿见祖师像面容慈霭，殿
中布置简朴，肃然起敬。拜过祖师出殿，站在平
台上观景，碧空如洗，远远一汪湖水婉约绿意
中。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有这样的记录：师，蜀
人，唐太宗时，辞其师出游，师嘱之曰：“遇天可
留，逢巢即止。”师游灵隐山巢沟坞，值白乐天守
郡，悟曰：“吾师命之矣”。一切顺天意，之后，白
居易与禅师成好友，并常来寺院与之吟咏酬
唱。默默吹着千年的古风，站在先贤修习的净
地，赏景、观心、品味，感叹千载光阴如白驹过
隙，浮生若梦，惟青山绿意悠远。从修竹夹道的
石径下山，飞檐错落林间，山鸟引路，满目青翠，
赞赏这朴素自然的艺术审美。尘嚣之上，古道
幽邃，如驾白云，清风与归。

旧时月色



慕闲

上海自开埠 170多年来，其意识形态领域
逐渐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海派文化”。而除“海
派文化”外，还有许多从中延伸出来的、被冠以
与之相近的诸多“文化”。其中不可忽缺却往往
被人遗漏的，就是“棚户文化”。

如果说上海的“海派文化”体现的是“海纳
百川”，那么，“棚户文化”便是“五方杂处”。笔
者在上海棚户区土生土长，生活了整整半个世
纪，这里的风土人情、公序良俗等了如指掌、烂
熟于心。

作为中国最早的移民城市，上海可以说是全
国的上海，其核心就是“五方杂处”。边缘地区就
更集中了各地底层穷苦百姓，当然，也包括那些
脑子里很早装着“上海遍地黄金”想法来“淘金”
的人们。当年苏、皖、浙一带来沪的人最多，其中
苏北籍的占首位。他们在上海的“边缘”区域落
脚（如闸北、杨浦、长宁、虹口等），自然也就形成
了“帮族”。“滚地龙”便是早期住宅的雏形，之后
从茅草屋、油毛毡、瓦房直至楼房……

我父亲建国前带着新婚妻子从连云港来上
海，一年不到便在杨浦的兰州河边落了户。他
起先是做建筑工，后来当了码头工人。那时上
海扫马路、登三轮车、混堂（浴室）、剃头店、码
头、建筑工、拉劳动车（橡皮塌车）、小菜场等职
业皆为苏北人居多，他们既对这些苦力劳动驾

轻就熟，又对自身缺少文化而认命，但骨子里那
种坚韧的性格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是初始铸就
的。

棚户区的生活设施简陋。每天生煤炉是一
道风景，四斤供应的柴禾不够烧，星期天去捡柴
便是孩子们的“课外劳动”；为了搭配的面粉，顺
带去郊外挑马兰头、野荠菜回来包馒头，即是更
快乐的事。夏天的毛豆壳、蚕豆壳晒干可以生
煤炉，茭白叶洗净晒干梳细可以做枕芯，没烧完
全的煤核与煤灰参合调成球状晒干继续当煤球
烧。“给水站”是棚户区的集散地，挑水、洗衣服、
淘米、洗菜、夏天冲凉的同时，张家添了孙子、李
家伯伯去世了等等信息不胫而走……

“远亲不如近邻”是对街坊广义的认知，而
狭义的“近邻不如对门”乃棚户区的真实写照。
那时甭说“日不闭户”，夏天竹床、竹椅睡在外门
也不关的。平时各家的“底细”一清二楚，来了
陌生人一目了然。包了水饺、馄饨，过生日一碗
面，必定周围邻居要端去的；隔壁孩子中午放学
家里没人，二话不说拉到自家桌上吃饭；出门衣
服晾在外突然下雨，邻居定会帮忙收进；倒点酱
油、拿根葱、借点油，缺什么，尽管说……“亲望
亲好、邻望邻高”是“穷街”里人们内心的祈愿，
因为你家好了，才能帮助他家啊！

岁月荏苒，棚户区的环境逐显逼仄，平房成

二楼，二楼变三层……但人们串门交流、就地娱
乐的习惯未变，小孩们打弹子、跳皮筋、斗鸡、捉
强盗，大人们下棋、打牌、搓麻将都是最基本的
文娱活动，有新电影出来，几个年轻人相约观看
着实惬意，过年弄堂里“啪、啪”的踩火药纸声，
是棚户区独有的风情。

近十多年来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近十多年来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上海的上海的
棚户区逐渐减少棚户区逐渐减少。。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殆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殆
尽尽。。其实其实，，当人们提到上海的本土建筑当人们提到上海的本土建筑““石库石库
门门””并要保留一些时并要保留一些时，，作为上海开埠的另一种存作为上海开埠的另一种存
在在，，棚户区也应有它的一席之地棚户区也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双鹤展翅北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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