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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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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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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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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迅

鲁迅公园边门南侧、四川北路山阴路口，
有一条叫甜爱路的小路。我在这条甜爱路上
走过多少回，恐怕也是一个“大数据”了。因
为工作单位靠近甜爱路，所以，只要天气晴
朗，不冷不热时，午饭过后，我就会信步来到
这条小路。

甜爱路原来叫靶场内小路。1920年筑，名
公园靶子场路。又因与那里的一条
石库门弄堂千爱里相通，又称千爱里
（路）。抗战胜利后，起谐音改称“甜
爱路”。沿路为住宅。

这么多年过去了，多少情侣曾来
到这条甜爱路上，手牵着手，卿卿我
我地沉浸在“sweetlove”里。据说，情
侣们只要到甜爱路来走一走，爱情就
如同上了保险一样而坚固不变。也
因此，这条甜爱路获得了“上海最浪
漫的小马路”的美誉。

此刻是秋日的午后，温暖的阳光
铺洒在甜爱路两侧，阳光下，高高的
水杉树和绿叶浓密的梧桐树熠熠生
辉，地面上泛着斑驳陆离的光亮。阳
光也洒在我的肩上，感觉这条甜爱路
对我也有那么几分爱的暖意。

可能是要保持市容整洁的缘故
吧，甜爱路东侧那夸张恣肆的“爱情
涂鸦墙”，已被雪白的粉墙遮盖，全然
见不到一丝痕迹了。

如今的甜爱路上那些爱的元素
或景点，已剩下不多，较夺人眼球的
是在甜爱路与甜爱支路街角口的一
只特别的爱情邮筒（从邮筒投出的每
一封信函，都会被盖上一枚英文爱的
邮戳），街角还有一间小小的“甜爱咖
啡馆”，对着爱的邮筒和甜爱咖啡馆
拍照的人多，进去喝上一杯有点甜有
点苦的咖啡的，寥寥无几。

甜爱路最“吸睛”的风景，就是从
甜爱咖啡馆一直到南边路口的一面
由中外诗人所写的爱情诗组成的“爱
情墙”。沿着爱情墙一边慢慢地走
着，一边可吟咏或默读着那些千古流
传的爱情“金句”：“当你抬头望星星，
我的爱人！我愿成为天空，用千万只
眼睛，好好将你打量。”——柏拉图；
还有雪莱、李清照、徐志摩、舒婷、顾城、戴望舒
……一面长长的爱情墙，镌刻着古往今来对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追问。
我仰头辨认墙上一个个名字，一行行诗句，经
浓密枝叶过滤后、清冽透亮的阳光滑落进眼
眸，然后，温柔地流淌进我心中那一块圣洁的
园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算是诗歌爱好者的我订

了一本《诗刊》。1985年5月，我在《诗刊》上读
到女诗人张烨写的《车过甜爱路》。诗中如是
写：“破旧的书页散发出芬芳，身体在车厢摇
晃，而心却遗失在了甜爱路。这是甜爱路，落
单的人请绕行。”“车过甜爱路，没有停下，我一
声也不响，心中的天空正在下雨。”

女诗人在诗中刻骨铭心、细致入微地融入
了她对美好爱情求而不得的心境和
对真纯爱情的执着向往，表达了很多
和她相同或相近的“大女的心律”。
我这个“大男”也不由得为诗中溢出
的那一种“并非淡淡的忧伤”而深受
感染。

纵观人的一生，有的人爱情之旅
一路顺畅，真是“转角遇上爱”“爱情
敲上门”；有的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则
未必了，对她（他）们而言，爱是可遇
不可求的。甚至执着追求爱情终生
却未能如愿，且不愿将就的她或他，
宁愿终身不嫁或不娶。这样的“杯
具”还真不少。对她或他而言，坚守
爱的初心，其漫长的人生之路，无疑
比别人走得艰难和窘困得多。

这条甜爱路，始终毫无偏见地迎
候着每一个人的到来，轻柔地抚慰着
寻求美好爱情而未能得到的失意
者。很简单的道理，人们的生活有了
爱情确实能增添几分浪漫，若没有，
无碍，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和“任尔
东西南北风”的定力，依然可以活出
更优秀的自我，笑对人生。

数百米长的甜爱路，并不是两头
都通畅。从紧靠山阴路和四川北路
的甜爱路南边路口走进去，走至与甜
爱支路交接处，然后再往北走下去，
走到路的北端，便是一个大约建成于
十几年前的小区，小区只有一个出入
口。这个小区所在地大概是原先的

“千爱里”吧。走到这里，甜爱路就走
到头了。如果执意要走到底，小区里
的一堵围墙便挡住了你的脚步，只好
悻悻而归。转过身走向路的南端，走
到路口，便是视野宽阔、繁华喧闹的
四川北路、山阴路口了。

或许，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隐
喻：爱情之路非越走越通畅、越走越美好的。
倘若爱得过于偏执、爱得过于沉溺、陷得太深，
那么很可能就会像走进甜爱路北端那般，走进
了一条“死胡同”。明智的做法是“迷途知返”，
赶紧地“熔断”曾经的“爱”重新启程。正如走
向这条甜爱路的南端一般，“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霍亮地抵达一个会给
你带来真爱的人生新境界。

陪母亲赏荷 ■空 山

我原来不知道，母亲这么喜欢美院，她宁愿
不去走满觉陇路，去过石屋洞就急着出来说，还
是美院好。我最先游美院，水岸山居只是隔岸
观望。从南门进入时，母亲惊喜地叹道：那边有
荷花！我全然没在意：哪里来的荷花，我不记得
这里有小池，太热了，快走到阴凉里去。她指着
说：真的是荷花，你看呀！我已经不理会，直走
去了树荫下。在母亲面前，我总是任性又粗鲁，
这种意识是事后滋生的，当时总还理直气壮。

母亲从不生气，她喜欢篮球场外一片凌霄
花。凌霄花的藤蔓也爬满了整座教室楼的灰砖
外墙，阴阴凉凉将暑热覆盖，有少数学生背着双
肩背穿梭在楼道中。我们穿过水岸山居的茶
室，窗内少人在饮茶负喧，走道外的蒹葭映在玻
璃窗上反光，时间静止而悠长。母亲每到一处
都充满了惊喜和好奇，哪怕只是小径中穿行，遇
到几弯树枝压低，或路边数丛小植物，也一样趣
味快乐。我有时照见自己的粗枝大叶，母亲腿
脚不便，我兴奋了就不觉走快步，等意识到才回
头找人，发现母亲就在身边。但是她从不在意
这些，我拍照的时候将包随处放，她就背着两个
包，拍出来的照片照样气质温婉。

水岸山居连着一座小平桥，放眼望去蒹葭
丛生，穿过树林，发现一大片向日葵正朝阳而
放，毕业展时这里还是鸽群栖息的闲草地。年
初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上，展厅巨幅油画就
是院长的葵花图，回忆初游校园，教学楼外种
的油菜花，与水河外的山麓相映，在浓厚的艺
术氛围中形成独有的自然风光。阳光晒红了

母亲的肌肤，我们流连在葵园，浓烈的阳光勾
起母亲对以往劳作的回忆，又悠悠地说起我小
时候的事，梳着羊角辫，穿小褂子，拿着生梨怯
怯地不敢靠前。那时母亲生病，将我寄养在祖
父母处，几十年一晃之间。对于情感，我觉得
还是勇于表达的，而母亲的年代，却是隐忍的，
可当她学会表达时，我这个自认为生猛的人却
又羞涩着，不太敢听，我在害怕些什么？我发
现自己原来是那么胆怯，忧伤于残缺的实质，
又忧郁于圆满的虚幻，于是我常在深夜或独处
时，一遍遍自问自语。近些年她常有这般回
忆，想起母亲年轻时，她的脆嗓音，利落的行
事，那份纯然质朴，岁月终将这些打磨得更温
润。我对自己不满已多时，但只消母亲在，有
她的容忍，自己终是幸福。

出南门时和母亲绕到荷塘，站在阴处，荷
叶卷来池上清风。亭亭一池荷花，夏炎里赋予
人心洁净与清凉，易让人回归与检阅本心。爱
读《地藏经》里的句子，爱诵《业感品》，说的是
地藏菩萨一世曾为小国王，为救度教化罪业众
生而发大愿；又一世曾为光目女，为度亡母之
魂，地狱救母的故事。读完整部经文，才知自
己疏浅犹如盲人，爱与情意的深沉，可越过时
间的维度，又可超越在原有的亲情之上，这份
勇猛而无求的心愿示现于人，应就是渡吧，普
渡不是仅于口传，而是自心关照后的省悟与修
正，我是这样理解佛经的现实意义的。母亲不
读经，佛缘却深，四月初四到唐家庵礼佛，那日
是文殊菩萨圣诞日，庵里在念经做佛事。我们

礼拜时被请去一同念经，我因经文诵念不熟而
导致几处无法跟随，尼师却可背诵，及时走来
予我指正。事后母亲说自己一处都没念错，想
起以往和她说《地藏经》，全不用看译文就可说
出要点，让我反观到自己的愚笨。母亲自幼失
双亲，婚后极孝顺长辈，祖父母也当是小女儿
待，祖父后期患病需每日扎针，母亲学护理悉
心照料，无一句怨言。我看过母亲一张小学三
年级的集体照，在海边所拍，光着脚坐在地上，
娇怯的模样，想着没有父母关爱的孩子，成长
路上会是怎样的孤独。听外人说母亲的童年，
困苦艰难，可由母亲自己说，却更多是兴致而
趣味的。比如说中秋夜，和小舅一起抢一个蚂
蚁月饼的事；又比如帮助人推车上桥，获得一
把蚕豆而整晚兴奋的事，或许她生命中更多存
在的是阳光和阳光的天性。之所以爱读《地藏
经》，是被一颗心的无畏无私所感动，对待人世
的恩情，所生的悲心，我看到一个女子对母亲
的不舍。《地藏经》又有一个词叫“旋出旋入”，
说的就是我对母亲的态度，常忘记检点自身犯
毛病，一时迷糊一时清醒。抄经再多，也不及
母亲为人丝毫，心虚而有愧。母亲举着手机拍
荷花，我拍下母亲的侧影，这一池荷风，轻轻拂
过母亲和我的童年。

后来在孤山陪母亲赏荷，接天莲叶无穷碧，
她格外喜欢。我原先独自来时，会在花树下坐
小半日，读一卷经或读旧书，思绪出离，如今母
亲在我们就一起说话。悠悠走过湖区，有蜻蜓
久久停伫在茎上，母亲的兴致犹如刚来时。

篆刻

张遴骏

千年石经永传世



梦想飞过北外滩梦想飞过北外滩
■沙沙 柳柳

新一轮明月照亮浦江新一轮明月照亮浦江

北外滩微笑着露出霞光北外滩微笑着露出霞光

浦江后浪推前浪浦江后浪推前浪

滨江绿地滨江绿地，，智慧妆扮智慧妆扮

宛如黄浦江的新嫁娘宛如黄浦江的新嫁娘

白玉兰广场站在北外滩的正中央白玉兰广场站在北外滩的正中央

今夜的月亮回头守望着今夜的月亮回头守望着

北外滩环抱半边落日北外滩环抱半边落日，，另一半铺展在江水上另一半铺展在江水上

像是流淌着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像是流淌着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只有只有

这一段江水这一段江水，，此时此刻展示着新时代的光芒此时此刻展示着新时代的光芒

缤江绿地这块石头上缤江绿地这块石头上

收留了多少落日的光晕呀收留了多少落日的光晕呀

第一圈有二十四道光芒第一圈有二十四道光芒

流淌着黄浦江二十四个节气流淌着黄浦江二十四个节气

第二圈有十二道光芒第二圈有十二道光芒

标志着奋战北外滩的日日夜夜标志着奋战北外滩的日日夜夜

第三圈有飞虹路看过来的眼睛第三圈有飞虹路看过来的眼睛

穿过楼宇穿过云雾穿过楼宇穿过云雾

那是带领虹口的那是带领虹口的““一班人一班人””的目光的目光

牢牢把握住虹口前进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住虹口前进的政治方向

今夜的月亮多象一块指北针罗盘今夜的月亮多象一块指北针罗盘

一圈一圈画着同心圆一圈一圈画着同心圆

里面有看得见的太阳和月亮里面有看得见的太阳和月亮

里面有看得见的劳动素描里面有看得见的劳动素描

铺展开去的脚手架承接着日月光华铺展开去的脚手架承接着日月光华

那长着花朵的眼睛那长着花朵的眼睛

那长着春天的眼睛那长着春天的眼睛

一朵比一朵更艳丽一朵比一朵更艳丽

一只比一只更明亮一只比一只更明亮

今夜的月亮是天上抛出的红绣球吗今夜的月亮是天上抛出的红绣球吗

北外滩在江水中抖了抖身子北外滩在江水中抖了抖身子

薄雾便在月光下隐去了薄雾便在月光下隐去了

一块块石头裸露出光滑的背脊一块块石头裸露出光滑的背脊

一块块石头咬定虹口人的前生一块块石头咬定虹口人的前生

四大会址的枣树已经开花了四大会址的枣树已经开花了

鲁迅纪念馆依然干净的容不下一粒尘沙鲁迅纪念馆依然干净的容不下一粒尘沙

茅盾茅盾、、郭沫若郭沫若、、苏雪林苏雪林

叶圣陶叶圣陶、、丁玲丁玲、、柔石柔石

一块块石头铭刻着虹口的人文精神一块块石头铭刻着虹口的人文精神

我们坚信我们坚信：：虹口的精神不会被岁月风化虹口的精神不会被岁月风化

今夜的月亮今夜的月亮，，十月的月亮十月的月亮

虹口的子民来了虹口的子民来了！！

触摸触摸，，你勇立潮头的波浪你勇立潮头的波浪

每一个虹口人都是遨游海洋的水手每一个虹口人都是遨游海洋的水手

翻开虹口的历史画卷翻开虹口的历史画卷

有深海中的探索有航程中的迷茫有深海中的探索有航程中的迷茫

行走那么久远啊行走那么久远啊，，仍然没有忘记初心仍然没有忘记初心

四十年水手四十年水手，，四十年奋战四十年奋战，，四十年希望四十年希望

早年的水手早年的水手，，是苦难的水手啊是苦难的水手啊

承载着多少中华民族的沉重负荷承载着多少中华民族的沉重负荷

那时烽火燃落日那时烽火燃落日，，边关唱亡灵边关唱亡灵

古道西风瘦古道西风瘦，，志士空悲怅志士空悲怅

昨天的历史昨天的历史 是根是根

今天的行走今天的行走 补钙补钙

献上一杯最浓烈的酒献上一杯最浓烈的酒

给我们的先辈和早年的水手给我们的先辈和早年的水手

捧一束最浓艳的花牵起虹口人的目光捧一束最浓艳的花牵起虹口人的目光

看云涌月下的浦江倒映成字母的欢畅看云涌月下的浦江倒映成字母的欢畅

看蜜蜂在滨江绿地酝酿成知识的琼浆看蜜蜂在滨江绿地酝酿成知识的琼浆

你来了你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们虹口人都来了我们虹口人都来了

今天今天，，在这美丽的十月在这美丽的十月

今天今天，，我们虹口人我们虹口人

承载着老上海的故事承载着老上海的故事

不断创造新虹口的新景色不断创造新虹口的新景色

我们要用自己的梦想还原梦想我们要用自己的梦想还原梦想

把人文精神植入我们的坚定把人文精神植入我们的坚定

让我们回到起点回到初心让我们回到起点回到初心

找回最初时的笑意脸庞找回最初时的笑意脸庞

你来了你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们虹口人都来了我们虹口人都来了

樱花在樱花在““鲁迅公园鲁迅公园””里美妙盛放里美妙盛放

夏荷映照着一个夏荷映照着一个““世界文豪广场世界文豪广场””

““远东第一厅远东第一厅””述说着久远的故事述说着久远的故事

““山阴路山阴路””的文人们聚会着一个时代的文人们聚会着一个时代

鲁迅故居鲁迅故居、、瞿秋白故居瞿秋白故居、、茅盾故居……茅盾故居……

还有还有————““优秀历史建筑一条街优秀历史建筑一条街””

新式里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花园洋房、、石库门旧居石库门旧居

老上海的生活老上海的生活

重新盛开宽敞明亮的记忆重新盛开宽敞明亮的记忆

让我们感受这春天般浩大氛围吧让我们感受这春天般浩大氛围吧

在这波澜壮阔的季节在这波澜壮阔的季节！！

诗的朝霞正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诗的朝霞正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汇涌而来汇涌而来，，汇聚成今天对虹口的合诵和歌唱汇聚成今天对虹口的合诵和歌唱

有浦江的潮声有浦江的潮声

有北外滩高远的星空有北外滩高远的星空

有四川北路的街风海韵有四川北路的街风海韵

有甜爱路的滴水涟漪有甜爱路的滴水涟漪

那些从青草地里长出来的诗句那些从青草地里长出来的诗句

是我们奋进向前的絮语是我们奋进向前的絮语，，梦想的激情梦想的激情

我们啄过的每一个汉字我们啄过的每一个汉字

我们咀嚼过的每一条公式我们咀嚼过的每一条公式

在虹口的职场上散发出动人的气息在虹口的职场上散发出动人的气息

一如理想般金黄一如理想般金黄

我们在虹口建造起金融高峰我们在虹口建造起金融高峰

我们在虹口港点亮航运灯塔我们在虹口港点亮航运灯塔

我们从多伦路的书籍里寻找到成功的螺旋我们从多伦路的书籍里寻找到成功的螺旋

我们从前辈们的思想里发现新的牧场我们从前辈们的思想里发现新的牧场

一片海交融一片蔚蓝一片海交融一片蔚蓝

每一个虹口人的内心都铺设了一座大桥每一个虹口人的内心都铺设了一座大桥

通向世界的腹部通向世界的腹部，，通向繁荣的经济中心通向繁荣的经济中心

过去厚重的历史翻卷新时代的灯火过去厚重的历史翻卷新时代的灯火

满世界播撒我们虹口的人文之光满世界播撒我们虹口的人文之光

我们湛蓝的梦乡在虹口抽枝拔节我们湛蓝的梦乡在虹口抽枝拔节

我看见在我们起步的摇篮我看见在我们起步的摇篮

轮船正扬帆起航轮船正扬帆起航

鲜亮的贝壳正垒积起成为山峦鲜亮的贝壳正垒积起成为山峦

我看见云和海浪正交汇起舞我看见云和海浪正交汇起舞

我看见雄鹰正飞过北外滩我看见雄鹰正飞过北外滩

我们看见云和海浪正交汇起舞我们看见云和海浪正交汇起舞

我们看见雄鹰正飞过北外滩我们看见雄鹰正飞过北外滩

我们看见虹口明亮的海岸线我们看见虹口明亮的海岸线

在金黄色的云端里延展飞翔……在金黄色的云端里延展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