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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豆棒冰 ■王志良



奋斗的人生 ■汪长明

小案有菖蒲 ■许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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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两首诗词两首
蔡慧蘋蔡慧蘋

黄山玉屏峰麓小憩黄山玉屏峰麓小憩
我是光明顶上仙我是光明顶上仙，，
穿云踏翠醉松前穿云踏翠醉松前。。
玉屏峰下春阳暖玉屏峰下春阳暖，，
归倦依栏石上眠归倦依栏石上眠。。

烛影摇红烛影摇红
戊子谒乾陵见日月同光戊子谒乾陵见日月同光

珠带高靴珠带高靴，，袍长袖窄兜离袍长袖窄兜离
语语。。当年谁是佩鱼符当年谁是佩鱼符，，天马奔天马奔
来去来去，，恭听龙钟凤鼓恭听龙钟凤鼓。。越千年越千年、、
凭谁封土凭谁封土。。有完颜谒有完颜谒，，毕抚修毕抚修
文文，，斯人忆否斯人忆否？？ 熙日初冬熙日初冬，，
石阶司马迷茫处石阶司马迷茫处。。金光城堞共金光城堞共
新垣新垣，，松柏高低树松柏高低树。。翁仲风云翁仲风云
对诉对诉，，向斜阳向斜阳、、双碑傲顾双碑傲顾。。月华月华
东上东上，，淡淡天青淡淡天青，，同光千古同光千古。。

小区门口装潢新潮的奶茶铺“转行”变“菜
店”了，路人眼皮都不抬一下匆匆而过，一家雕
梁画栋的中式茶馆“关门了”引来很多惆怅。一
样卖“茶”，就这么冰火两重天。

据说茶馆在唐朝叫“茗铺”，千余年
来成为文人着墨甚多的地方。古代名著

《儒林外史》写茶馆最多，当代艺术话剧
《茶馆》最经典，还有京剧《沙家浜》里的
“春来茶馆”和阿庆嫂。但恕直言，“布尔
乔亚”气质浓郁的上海，茶馆不是主流休
闲地方。

以往上海人“轧朋友”，初次见面多
在南京路咖啡馆，然后荡到外滩“情人
墙”。若就在弄堂口茶馆“碰碰头”那是

“白相人家”，多半不“碰”就“黄”了。原
因简单，咖啡店亮堂，脸上有痣、龅牙、假
发套……难以藏匿。小时候父母耳面命
提：少去茶馆！现在也这样叮嘱孩子。
那时“少去”是觉得里面“很社会”，怕被

“勿视、勿听”的“传染”了。如今“少去”
是因为太贵，同事同学聚会说有人“请喝
茶”，要么“打新股”赚了一票要么老板开
心多发一笔奖金。如今年轻人“拍拖”买
杯“网红”奶茶边吸边走，时尚又便宜。

被称作“巷口街头炉遍设，卖茶卖水
闹声盈”的老虎灶曾是数量庞大的“草
根”茶馆，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就在家门
口。开水敞开供应，茶客自带茶叶。冬
天偎在灶边，半梦半醒。天气合适就沿
街放几张方桌，数条板凳，十几个汉子喝
茶聊天，一坐半天。这些成为了当时城
市的一道风景。如今股市开盘，跑掉大
半，请也未必肯来捧场。

稍大些的茶馆与书场界限有点模
糊，都有“驻场”的评弹说书，“武松打虎”

“桃园三结义”必是保留节目。门口小窗口“买
筹子”，一筹一位，走过路过隐约听得苏州口音

“迪个大虫‘忽’地一下扑过来……”随着茶汽氤

氲、烟味缭绕飘散过来。“十里洋场”时期评弹人
士每天早上要到广东路“品芳茶楼”喝茶，大小
茶馆书场老板便到那里请说书先生，亦是沪上

一特色。
老舍的“茶馆”里有个情节，老板王

利发说我没出息，想请女招待了，并痛不
欲生地扇自己一巴掌。那时茶馆跑堂都
为男性，手脚麻利且“满嘴跑火车”，雅称

“茶博士”。如今若是肤色黝黑的爷叔端
上茶，茶客会暗忖：请不起俊俏姑娘，茶
叶未必地道，以后不来了。

现在茶叶店铺不少，茶馆却渐行渐
远，硕果仅存的就有了博物馆“高冷”
范。明代有品茶“十三宜”之说：无事、佳
客、幽坐、吟诗、挥翰、徜徉、睡起、宿醒、
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还有“七禁
忌”“三点”和“三不点”等等。时至今日，
若用四个字概括是“无所事事”，用两个
字点评是：清谈。5G通讯、纳米时代了，
谁还清谈？所以，茶馆只能成为一些老
人的乐园且须免费。

上世纪二十年代，首开售卖咖啡、可
可、汽水等西式饮料先河的新雅茶室，在
竞争激烈的茶馆业脱颖而出。很多年
前，在南粤某市当地朋友带着“喝早茶”，
走进茶馆被鼎沸的粤语声声震撼，直到
打着饱嗝出来也没明白：早茶怎么不喝
茶？其实茶馆老板最不喜欢“两杯茶，几
十块、望洋眼、坐半天”的清谈客，房租、
装修、水电及那位偶露香肩、弹古筝女孩
的工资……都指望点餐、最好点大餐的
利润给填上呢。

上海最高建筑37层有处装饰典雅、
风景绝佳的茶馆，标价十几、二十几元就
能享受“普洱”。而女服务员指着甚小的

纸杯“这是端着喝的价，坐下来是 168元起”。
或许能潇洒坐下来的更钟情咖啡洋酒，想坐下
来的觉得“咯”得慌，所以只能远观，不能亵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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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的记忆 ■崔 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叔叔背回一台12寸黑
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无疑是爆炸性的新闻，整个
邻里为之哗然。男女老少对这个有图像的，里
面还有人在走路说话的电子玩意儿充满了好
奇，我的家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七十年代末，省吃俭用的父亲购置了一台
14寸黑白电视机，我的喜悦之情难于言表。随
着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电视剧也日益风靡
起来，《霍元甲》《血疑》《上海滩》《射雕英雄传》

《排球女将》等都曾一度占领黄金时段，山口百
惠、周润发等明星开始广为国人所知，并成为年
轻人的青春偶像。自1983年起，央视开办春节
联欢晚会，香港 26岁工人张明敏以一首《我的
中国心》，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著名歌星；10月
1日国庆35周年，北京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游行等等，正是

这个小小的电视，成了我们了解国事和天下事
的一个重要“窗口”。

电视对我们的影响当然不只是新闻和娱
乐，更是开拓视野和增长知识。1984年夏季奥
运会，许海峰那一记枪响打破了中国人奥运史
金牌零纪录，中国队以首次参加大赛即获得15
枚金牌的成绩载入史册。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
奥运会，美国人尤伯罗斯的努力让这次奥运会
的电视转播权在美国本土拍卖得到了 2亿美
元，原来体育也能赚钱。

八十年代中后期，电视机越发更新换代，父
母总算决定让那台服役6年的14寸黑白电视机
正式“退役”。那时中国的彩电业方兴未艾，时
逢1988年抢购潮，家里就去选购了一台我梦寐
以求的21寸彩色电视机。打开电视，当五颜六
色的画面映入眼帘时，顿觉得这个世界如此丰

富多彩。
再一晃到 2000 年，彩色电视机早已普及

到千家万户。为避免遥控器争夺战，有的家庭
甚至每个房间都有一台电视机，全家老小各看
各的。

再时至今日，我家的电视已经历经了若干
次的升级换代，从平面直角到纯平彩电，现在则
是等离子液晶。屏幕大到已经撑满了我家的整
个墙面，像个小型的家庭影院般。

说起来，电视机只是祖国蓬勃发展的一个
小小缩影，它更象征着我们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每想起那些贫穷而无奈的
沧桑岁月，面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今天，整个
大环境所展现出的种种不一样的精神面貌，我
们在感谢国家带给我们繁荣富强的好日子的同
时，更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菖蒲临水，与荷清喜；冉冉蒲叶，与莲共
影。小坐一方清水池，菖蒲细碧洁净，与荷花相
依，人也得清凉，与事忘忧，与世不染。

而书斋有菖蒲，苍然几案间，寂之气，幽之
韵，悠然相合。人坐案边，翻书页，读月光，清趣
洒然。再于山间行走，总不忘学陆游雅兴，溪头
寻白石，回家养菖蒲。

古人张听蕉曰“菖蒲有山林气，无富贵气。
有洁净形，无肮脏形，清气出风尘以外，灵机在
水石之间，此为静品，此为寿品，玩者珍惜。”

近年来，菖蒲作为一种小众盆景，像是一位
隐迹山林的高士，如再配上几段妙语，相互辉
映，形成内心和菖蒲之间的对话，便成了一件独
一无二的艺术品。

此外，古代文人伏案读书作文，同样有
损耗目力之弊，针对这一情况，传统生活中
发明了一个很轻巧的对策，那就是在书斋中
陈设“蒲石盆”，利用菖蒲叶上的凝露来润泽
双目。

古人莳养菖“以砂栽之，至春剪洗，愈剪愈
细，甚者根长二三分，叶长寸许。”

《长物志》言：“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
水石，最不可无。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

万里”“石上种蒲草，得有旧石，盛以官哥均州定
窑方圆盆中，养以河水。天落水时，令出见天
日，夜受风露，则草石长青。若置之书斋，尘积
蒲叶山石，则憔悴弊矣。”所谓“异根不带尘埃
气，孤操爱结泉石盟。”乃知，养菖蒲，须盆、石得
当，水、时合意。

而我自己的办公桌、家里书桌上，几年来一
直养着菖蒲。心每烦躁，抬眼看青绿绿的叶子，
幽然无语，内心安详。

因为甘于清幽，案上菖蒲，宛如君子，澹远
清宁，于岁月喧嚣里，脱尘化俗。因此也学着守
静，像一片风，落到画中；像一笔墨，游走于一封
信；像一首诗，绕在舌尖。

从此，走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清贫不孤楚，
四下都有热闹。花开时看花，寂寂时听风。总
觉得，走在一行行诗里，是一种心态，写一行行
字，是一种自我发现。

喜欢菖蒲，是因为在我眼里，菖蒲如君子
——清心静气，内在安稳。

古代文人好师法于自然，而万物所带给他
们的感动，最初，必定是源自于它们在自然状态
下的神和韵。换句话说，只有自然界中的花草
林木，其所现之形姿对文人产生了吸引，其所蕴

之精神与高士形成了共鸣，古贤们才会将它邀
入园内、伴于斋中、请至案上。

以前一直不明白，古人为什么喜欢书案上
养一盆菖蒲，到底菖蒲与书、与字画、与文人，有
着怎样的深情？

菖蒲，可入诗入画，还好理解。读《诗经》
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仿佛不需多言，在水
一方，只要有菖蒲与荷，就是胜景。但养于书案
间的石菖蒲，到底寄寓着诗人怎样的情怀？看
苏轼诗“烂斑碎石养菖蒲，一勺清泉半石盂”，还
有陆游诗“今日溪头慰心处，自寻白石养菖蒲”，
诗人的情趣，一株细细长长的菖蒲，就可以寄
托，让人生羡。

菖蒲性喜阴湿，养时多不见日。秋冬严冷，
百草烂死，菖蒲却依旧“细如毛发绿毵毵，寂寞
无人共岁寒”，纵便风饕雪虐，亦怆然独馨。寒
瘦英姿，幽人赏其形也；凌霜傲骨，先贤取其志
也。诚如君子修身，任困穷而浩气犹存，历寒苦
而贞志不移也。

自己养了几年，几乎每日与之相对，心渐渐
澄净而自在时，抬眼看菖蒲，渐渐明白，世间总
有一个人，尘垢不沾，俗相不染，愿于寻常风月
中，得人生清净地。

小时候，每每夏季的下午时分，耳畔就会响
起木块敲击木箱的声音，每敲一下，随后便听到
一种低沉地先是苏北话尔后是上海话，由远及
近拖着长音的吆喝声：赤豆——棒——冰，四分
洋钿——买一根。每当听到这吆喝声响，我心
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手里能拿着一根赤豆棒冰，
在小伙伴面前显摆、炫耀，可惜的是我手里一分
钱也没有。我舔着嘴唇，咽着口水，用乞求的眼
神央求姐姐，怂恿姐姐去对母亲说：给我们姐弟
俩各买一根赤豆棒冰。司任凭姐姐怎么软磨硬
泡，母亲从来不为所动，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直
到卖棒冰的吆喝声越走越远，渐渐消失在小巷
的尽头。

稍大后才知道：其时家中六人仅靠父亲四
十元工资收入，平时连开销也捉襟见肘，怎么
可能凭白无故地花费八分钱去奢侈地买赤豆
棒冰呢？

一个周六的傍晚，我正趴在桌上全神贯注
地写作业，下班到家的父亲悄无声息走到我身
旁，默默的朝我手中塞了一个小纸包，打开一
看，竟是四枚一分硬币，我高兴得蹦了起来，搂
住父亲的脖子，附着父亲的耳旁，询问父亲您是
给我的吗？父亲望着我满脸高兴地模样，笑而
不答。翌日下午时分，正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一听到叫卖赤豆棒冰吆喝声，我就迫不及待地
冲过去，递上四分钱，让卖棒冰的爷叔给我从底

层处拿一根结得最硬的棒冰，这样的棒冰不易
融化。

撕掉包装纸，我拿着赤豆棒冰，只见棒冰顶
端裹着一层厚厚的赤豆，似一粒粒珍珠点缀在
冰面上，精莹剔透，煞是好看，令人不忍食之。
趾高气扬地我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下，缓缓
地将赤豆棒冰放进嘴里舔着，吮着，那带着丝丝
甜意的冰凉，沁人心脾。此时，连嘴中哈出的气
也是凉的。我用手捂住嘴，尽量使呼出的凉气
经过手传至面颊部，使脸上也能借点“凉意”。
就这样含着，吮着，祈望那凉爽的感觉尽可能地
无限延长。平日与我私交甚好的“排骨”在我左
右寸步不离，时不时央求我，给他吮一口。我把
棒冰一边小心翼翼地递到他的嘴边，一边嘱咐
道：只能吮一口！

记忆中，若是运气好的话，用三分钱可买到
一根断柄的赤豆棒冰。断柄，就是连接赤豆棒
冰底部的一根柄，只剩下极短的一截，用大拇指
和食指也只能勉强捏住，但对于一根棒冰而言
却丝毫也不少一丁点，可价格却要便宜25%，如
若不是经常光临的“顾客”，似这等便宜的好事
是决计不会有你份的。

现如今，各式棒冰应有尽有，儿时的赤豆
棒冰已流淌成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念想，它曾
伴随我度过了一个难以忘怀的童年之夏中的
一天。

人生的“核心价值观”在于心有所求，不懈
奋斗、历久弥坚；在于情有所系，锲而不舍、愈挫
愈勇；在于志有所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于
业有所慰，不负此生、舍我其谁。

奋斗是一种精神状态，没有过去时，只有进
行时；奋斗是一种事业历程，不能歇歇脚再走，
只能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策马扬鞭志在天涯。
否则你会发现，跑到你前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
成了你仰慕的风景；落在你身后的人越来越少，
他们成了你身后的“狮子”。最终你会发现，你
的身边连个聊以抚慰心灵创伤的伴侣都没有，
何其哀哉！

不幸的是，很多人终其一生，把“奋斗”二字
当成了博取他人喝彩的“长期口号”和个人宣传
标语，奋斗最终沦落为他们的“嘴上梦想”。更
不幸的是，随着生命的单调延长、意志的逐渐衰
退、斗志的不断磨损，自己枯燥生活对个人价值
观的频繁侵蚀，久而久之，“有志之士”在从少年

“路过”青年、迈向中年、迎来老年的“生命长征”
中，将奋斗由进行时变成了将来时，再由将来时
变成了过去时，何其哀哉！

“我们都是奋斗者，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
平总书记的励志指示，上通天线、下接地气，于
朴实中见真谛，于平和处得教益，激励并引领着
亿万普通劳动者心存梦想、心怀天下，成为职业
生涯的开拓者、人生道路的奋进者、国家发展的
贡献者、社会进步的助力者。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不会从天而降不

请自来。不奋斗，何谈家国情怀？不奋斗，何时
不负此生？不奋斗，何须豪情满怀？不奋斗，何
处安身立命？不奋斗，何以功成名就？

奋斗大业，顶天立地；大奋斗者，感天动
地。于“顶天”处，民族精神；于“立地”处，个人
情怀。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活
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因为万千仁人志士心
怀“一把菜刀闹革命，敢送魑魅上西天”的奋斗
精神，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相继得以功遂东方、
名震天下。正是这数不胜数的“一点精神”聚沙
成塔，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
壮丽史诗和英雄赞歌，并由此凝聚成坚不可摧
的革命精神，铸就了共和国的不朽功名。

马乱兵慌尚革命，民安国泰葆精神。生活
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多一点奋斗精神，敢于并勇
于“自我革命”，有何不该、不可、抑或不能？！

人生能有几回搏！哪一种精神离得开“奋
斗”二字？关于国家：革命精神、民族精神、航天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关于
个人：钱学森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
精神……我们生活在一个盛产伟大“精神”的国
家，你不奋斗我不奋斗，谁来铸就民族魂、中国
梦？你不奋斗我不奋斗，“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且不沦为一纸空文？你不奋
斗我不奋斗，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家庭、美丽中
国从何而来？

奋斗是连接人生要素的精神纽带。时间
是生活的元素，对时间慷慨就是对生活放纵；

生活是生命的载体，对生活让步就是对生命漠
视；生命是人生的“胎盘”，向生命妥协就是向
人生投降！

我们常怀仰望星空的光辉梦想，却不知不
觉中成了思想的矮子和行动的侏儒。我们总倾
向于甚至热衷于为自己的沉沦开脱，为自己寻
找一个往下走的台阶。我们在不断为自己创造
廉价的欢笑，却将宝贵的奋斗精神视之一文不
值、抛之九霄云外。

不要把当下抛给明天，不要把感慨留给自
己，不要自我安慰且不乏理直气壮，不要自寻借
口却视之理所当然，否则，我们充满无限可能的
美丽人生迟早会被“人工流产”的！

因为命运抗争失败、奋斗激情衰退，因为社
会流弊的毒化、重商主义的诱惑、享乐主义的欺
骗、世俗主义的拐卖，很多人乃至多数甚至绝大
数人选择了归于平庸、流于安逸、甘于堕落、

“终”于沉沦，成了这个世界无人认领的“弃儿”！
是社会被个人驯服，还是个人被社会绑

架？对不同的生命个体而言，会有不同的求解
方式和不一样的“正确答案”。

有一种可悲，叫自我抛弃；有一种可恨，叫
生命流浪；有一种可怜，叫“我有世界，世界无
我”；有一种可耻，叫“我本无能我怕谁”。

心若在，梦就在；梦若在，路常在。在追梦
的道路上，生命永远是“年轻”的。趁你还“年
轻”，不负一路云和月，何不潇洒走一回？！

奋斗吧，你和我！



《《清清··金缨句金缨句》》 书法书法 李志豪李志豪

《《山水含清晖山水含清晖》》

国画国画 崔建伟崔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