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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燃烧中变迁 ■费 平



八月份的上海天气什么样？时下已进入立
秋的八月是秋天吗？你喜欢八月吗？这一连串
的问题，会牵扯出许多一连串的回答。比如，岑
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比如，出自杜甫的

“八月秋高风恕号”；比如宋代诗人寇准，古诗
“八月西风蝉噪中”；又比如，《诗经·七月》讲到
“八月载绩”“八月其获”“八月剥枣”
“八月断壶”意思为，七月里可以吃
瓜，八月到来摘葫芦，还有，在高温湿
热的时节，我们总是与美满状的水果
相逢。再如《本草纲目·果五》，大医
李时珍素有行善扶危之举，其劝诫之
言也文绉绉得叫人喜欢。等等，物候
气象。如果能够认真观察和思考，就
能够发现周围事物变化的规律，并从
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就如人生活在
大自然中，感受四时交替，感受万物
变化，秋情各异。

但，八月的上海天气，依然是骄阳
似火，上海的热，是那种酷热，有时还
会感到闷热，热浪袭人，而且今年已经
有20多天连续发出近35度以上高温
预警，甚感到让人不适。因此，八月份
的天气，是夏天还是秋天，对于这是那
个八月，那个秋，而按照在古代时的说
法，孟秋是七月，仲秋是八月，季秋是
九月。因此到了这个节气的八月不是
我们要说的这个八月，这个秋。但是
我要说，是公元纪年的阳历八月，以及
发生在阳历八月的这个秋。其实，以
赤道南北半球的分界线，我国从 9月
21日左右是秋分，就是在这一天平分
秋季，而秋季有3个月，从9月21日减
去一个半月就是秋季的开始，所以大
约在八月初就进入秋季了。由此，一
般正阳历八月初立秋。

然而在阳历八月份的天气，也是
个有点儿尴尬的困惑，或暖味的月
份。难道是夏天呢，还是秋天？按照
二十四节气的时令推算，应该是秋天
了，即上旬为“立秋”，下旬为“处暑”，
一个月份里包含了两个秋天的节气。
如果按照这么解释，实则，这个八月
份，假秋真夏，暑热依旧当头，可以
说：“秋凉还在路上”。你看，一年中，
最闷热的三伏天，有近三分之二的日子都“伏”
在阳历八月，岂能不热？让我想起以前在夏天
的往事记忆，在八十年代的上海，为了纳凉，那
时候每天在纳闷的高楼阳台里露天酣眠，在暑
气蒸腾的马路上，顶着烈日，去赶公交车上班，
那一段日子，为了补习语文数理化文化，一个人

蜗居在一间房里通宵达旦学习，酷热的天气似
干什么也提不起精神。在这样炙热难耐的情况
下，又持续攀升的气温，在那个年代能够引领我
们从容舒缓凉凉的生活，唯一就是靠电风扇，或
者浸在浴缸的水池里了。那时生活在三伏天
中，甚觉得这个阳历八月是有点儿不讨喜欢。

人们喜欢秋，但不喜欢发生在阳历的
秋，因为阳历秋酷热如虎，远不是秋。
前面说到的那个八月，雪啊，风啊，蝉
啊，什么的，指阴历八月，是阴历八月
才有的那个实打实的阴历秋。自仲
秋至深秋，大自然演绎着最本质、最
像样的秋。金黄、橙红、谷登、稻香，
加之中秋月的渲染，秋天成了辉煌、
美满、团圆的象征。这些，见怪了，先
搁一搁。我想多关注的，是眼下这个
阳历八月，阳历秋。

阳历八月有点儿捉弄人。上
旬，节气上的立秋，并没有带来些许
凉意。秋不高，气不爽，热辣辣，闷
兮兮，老天在吭哧着最后的暑气。
直至下旬，处暑不声不响地当值得
了。有人说，处暑即出暑；也有人
说，处暑是止暑。意思差不多，出也
好，止也好，反正就是不暑了。暑离
伏走，凉风渐起于苹末，气象意义的
秋天终于始露声相。说来也怪，搭
上处暑，秋就来了。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
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处暑即来，
日不足十；七夕弄纤，金风玉露。阳
历八月因此而精神一振；暑凉相接由
之而自然节序。此一旬，有担当，有
雅度，温润可心，弥足珍贵。难得引
出陆游一句赞叹：“四时俱可喜，最好
新秋时”。新秋不事声张，悄然而至；
然时短瞬逝，常被一笔带过。乍见她
时，一番水洗模样，素秋也，清秋也。
一杯清茶，一缕清烟；一阕清笛，一声
清昆；一帘清雨，一种清欢。清秋当
如是。正所谓，阳历八月暑生愁，热
气困在最高楼，但等处暑搭头起，清
秋一别入仲秋。

其实，八月的雨，依然倾泻如注，
疯狂地滴落在脸颊，有如恋人的亲

吻，让人感觉冲动；八月的人，因此这个忙碌的
七月，来不及告别。匆匆忙忙，步履不停，酸甜
苦辣，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青天有月来，所以
阳历八月，面对酷暑，应该给人多一点耐心、开
心、热心、真心、关心、爱心、童心，愿都快乐生活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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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转发葛昆元老师“倾听，也是
一种孝顺”的短文，会在我的几个朋友圈引起
如此热烈的反响。除了葛老师朴素平实的文
字，当然还有他发自心底的自责和醒悟，娓娓
道来的描述，就像柔软的羽毛触及了咱们说大
不小辈心中的深处。

正如圈里朋友所说的，百善孝为先，倾听
也是孝。但实事求是地说，和父母聊天有点
难，倾听更有难度。过去忙工作忙生活，现在
退休了，有空闲时间了，但似乎硬着头皮倾听
父母唠叨，关心的话题又不在一个兴趣点上，
作为子女有点苦恼人的笑，难道我们与父母真
的没有共同话题可聊了吗？

好在葛老师的耐心，好在他作出了榜样，
他一次次和年已九旬父亲促膝谈心，打开了老
人家尘封的记忆。每周一次，一边录音，一边

记录，记录了日本飞机疯狂轰炸一个有数百群
众参加的抗日动员大会会场的残暴景象；了解
了父亲 16岁到上海当学徒时的往事，一次，他
骑着自行车路过宝山路时，险些被飞驰而过的
美军吉普车撞倒。他回忆解放军解放上海纪
律严明，南下干部热情为市民真诚服务，他讲
到改革开放给家庭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让经历
新旧社会的老人感慨多多“这一切若是在过去
是想都不敢想的”。最使葛老师难忘的是，老
父亲讲述一段经历或一个故事后，他都会面露
微笑，尤其是葛老师将倾听来的故事编印成
册，作为老父亲九十周岁生日礼物，送到他手
中时，他就更开心，笑容更灿烂了。

常回家看看，陪伴年迈的父母，认真倾听
老父母讲述的“故事”，就是对老人的孝顺，一
种对老人的体贴和温暖，而浮现在老人欣慰和

满足的笑容，不就是作为子女的我们，所梦寐
以求的殷切期待吗？笔者的同学的父亲是抗
美援朝的老战士，同学当时也有倾听也有认真
记述成文的愿望，作为“传家宝”留给后辈，但
只因忙于工作和生活，使得疾病缠身的老父亲
不忍开口对他提出这小小的“要求”。最后老
父亲因患绝症而撒手人寰，让我的老同学捶胸
顿足，后悔不已。那天追悼会结束后，老同学
对我说得一句话我至今记忆深刻，尽孝要趁
早，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没有任何懊悔药可以弥
补的！

尽孝要趁早。作为子女在父母脑筋还清
楚、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多陪伴老
人走走、多倾听老人的“唠叨唠叨”，只要年迈
父母露出笑容和开心，你就是名至实归的孝
顺子女。

新引擎 新标杆
———北外滩见闻侧记—北外滩见闻侧记 ■徐景春

倾听要趁早 ■金洪远

那天搬家，在清理阁楼上的一只纸箱时，
无意中发现里面还有一只九孔铁皮圆盘，孔洞
里拖下九根用棉线捻成的绳线……女儿好奇
地问这是什么宝贝啊？我告知她这是火油炉
的灯芯！什么叫“火油炉”啊？怎么个样子
的？呵呵，女儿这辈确实没见过火油炉。眼前
这个灯芯是当年我读小学时烧火油炉（由于烧
的是煤油，也称煤油炉）而备用的。因灯芯烧
了时间长会逐渐变短，使原先盘在炉底的棉线
不能吸附煤油而达不到燃烧目的，故父亲还特
地帮我备了一只灯芯，何时发现那煤油炉的灯
芯短了，便可把这个备用的及时换上，省的烧
到半当中取出来拧干煤油再一根一根穿上新
棉条。这只备用灯芯估计是当时还没等到它
用上，就已不用煤油炉了。虽然白色的棉线已
泛黄，但还是挺结实。

我居住在上海杨浦区的“棚户区”半个世
纪，是煤油炉陪伴了我整个小学时代。9岁丧
母的我与父亲相依为命，每天早晨父亲赶着上
班，我上学前就用煤油炉烧泡饭。中午回来再
用它煮面条。实际上，煤油炉的功能只能是热
热饭、煮面条，基本不用它烧生的食物，因为当
时煤油是限量每月每户一斤，所以要省着点
用。而晚上做饭，就要生煤炉了。

开始我家和邻居们一样烧的是煤球炉。生
炉时先用废纸引燃细柴禾，再加粗柴，待柴禾全
部燃起就把煤球放上。柴禾也是计划供应的，
每月每户四斤，如果天天生煤炉，四斤柴禾根本

不够。于是，我星期天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们去
郊外捡柴。后来柴禾店供应一种木屑与煤粉粘
合的叫“煤砖”长方形引燃物，回来掰开如煤球
大小，只需细柴禾引燃它再放上煤球就生好炉
子了。烧煤炉很脏，加上家里原本不怎么宽畅
的地方放上煤球、柴禾，还有引火的纸屑、稻草、
刨花等，就更显得拥挤逼仄、杂乱不堪。

之后煤球炉又改为煤饼炉，那蜂窝状的圆
柱体代替了散装煤球，引燃方法与煤球炉一
样。虽然煤饼燃烧完可以用火钳夹夹出，没有
煤球炉钩通煤渣时的灰沙飞扬，但出炉的煤渣
总归污染环境，且生炉子时烟雾弥漫，即使人
在上风用芭蕉扇扇炉口，碰到回旋风倒刮，也
抢得够狠。如果早晨周围家家生煤炉，那整个
弄堂被烟笼罩，只得把门窗关的严严实实……
看到此情此景，我就会羡慕烧煤气的居民，心
想何时我们也能改变“草棚棚、烂泥路，给水站
加煤球炉”的“下只角”状况？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的生活开始悄
悄发生变化。除告别“给水站”、每户自来水安
装到家外，弄堂又铺成了水泥路。之后与我们
朝夕相处近 30余年的煤炉被送进了“历史博物
馆”，家家户户都烧上了液化石油气，干净、方
便的煤气灶代替了过去烟熏火燎、笨重龌龊、
污染环境的煤炉。液化石油气不仅担负着厨
房的功能，接上分管、装上淋浴器还可以洗上
热水澡……

本世纪初，我居住了 50年的“穷街”被列入
旧区改造计划，我家在拿了动迁款加部分贷款
后买了三室一厅的二手房。望着坐落在五楼的
装修一新的双阳台新房和新的煤气灶台，父亲
乐得合不拢嘴，因为他半个世纪的“能住上楼
房、能烧上煤气”的梦想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
妻子也高兴地称赞管道煤气比液化气钢瓶方
便、舒适多了，今后不再有换钢瓶的麻烦了。

几年前，我们这片居民区使用的煤气改为
了天然气。开始我不知为何要换天然气？天
然气跟煤气有何区别、它有什么优点？后听上
门来调换灶具的燃气公司师傅介绍，煤气和天
然气的区别在于性质不同，煤气含有水分、集
油和灰尘等杂质，输送压力较低。而天然气不
含杂质，热值高、火焰传播速度慢、输送压力
高，尤其是以甲烷为主的天然气较之含一氧化
碳为主的煤气更加安全。看着新颖灶具火孔
里喷出的主火、长明火蓝色火苗，女儿形容它
犹如“舞动着的妙曼身姿”。

是啊，从我们家燃气灶具的变迁，反映了
百姓生活的不断提高，更是城市发展缩影的真
实写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熊熊之火注定
把陈旧的生活方式全都烧掉，我们就不会有经
济强盛的烈焰在闪耀。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的门槛上，让我们的希
望被激情点燃，释放出昂扬的壮志与情操，双
手为伟大祖国添薪，在胸中升腾起一簇簇“中
国梦”的火苗……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体验之后的感受是深刻而难忘的。上海市
虹口区北外滩之行，尽管日程甚短，行色匆匆，
我毕竟是亲临其地，欣赏到她卓尔不凡的风采
和气魄，更体验到了她的美丽而和谐的内蕴，一
路行来，风光满眼，满心的感动，由此管中窥豹，
北外滩果然是迎来了风华正茂的发展春天，步
入了美丽变奏的新阶段。行文至此，畅游北外
滩的美丽而难忘的场景浮现于眼前，随之而来
的感喟也洋溢于胸怀了……

去年暮春时节，在北外滩创业的表姐打来
电话，真诚地邀请我到上海做客。幸好正赶上
单位岗位轮休，我便趁着这个机会，自山东一路
南下，来到了慕名已久的上海市。

名校毕业的表姐在山东时原是做软件设计
的，后来因一个意外的商业投资失利，赔得血本
无存，于心灰意冷之际回到了老家上海市虹口
区，在经过了一阵子落寞之后，重新创业。也许
是表姐时来运转，北外滩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来这里创业的人员多了，物流和财富流向这些
辐辏，百业振兴，居民的生活正应那句歇后语

“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这种良好创业氛围的感染下，表姐经过

慎重的思考，决定重整旗鼓，再次从自己熟悉的
软件设计入手创业，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营

业摸索后，决心进军网络软件开发行业。“我看
准了北外滩如火如荼发展的好势头，公司一个
个开办起来，高楼一处处兴建起来，天南地北的
人才汇聚过来，在这里做软件产品开发肯定有
市场的，再说我以前已积累了很好的软件设计
方面的经验，也积累下很好的人脉关系，在这里
创业得天时、地利和人和，一定会成功的！果
然，我的决定是对的！目前，我公司在这里发展
很好，产品销售供不应求。我真正迎来了发展
的春天！”表姐高兴地对我说。

在北外滩逗留的几天里，我每天都被创业
者的事迹所感动着。一位残疾人也要顽强的
创业，他高兴地对我说，现在区域推出一系列
惠利创业的好政策，无论是减税降费，还是一
站式服务，都是那样的接地气、暖民心，现在不
创业更待何时呢？一位在深圳广有人脉的张
先生说，现在北外滩上正推进大项目落地，招
商引资进入了关键期，我有几位亲戚在深圳那
边发展很好，都开着大公司，我想到深圳走一
走，尽全力为北外滩引来个项目——虽说我没
有招商引资的任务，但是一看到北外滩热火朝
天地向前奔，作为一位家乡人，真是坐不住啊！
类似这样的人和事，让我心潮澎湃。北外滩今
天发展得这么好，不是偶然的，而是上下同心
奋力拼搏的结果！

后来，在北外滩开物流公司的朋友梅先生
通过手机微信，传来了“感言”和相片。他充满
深情地写道：“北外滩，是我创业的热土，也是我
奔向人生梦想的地方！适值物流公司开办一周
年之际，内心真是高兴极了，与北外滩共进步，
同成长是多么美好的祈愿啊！”

为了庆祝公司盛事，他和工友们喝了好多
的白酒、啤酒，通宵唱歌，真乃人生快事！原来，
前几年，他开了一家小公司，生意惨淡，勉强为
生，直到在北外滩附近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得益
于这里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人气和商机，梅先生
的事业才走出了低谷，生意一天天地红火起来，
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所以他对北外滩充满
了无限的感激之情！“北外滩为我创业立下了汗
马功劳，可以说没有它们的发展拉动，也就没有
我今天的成功！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乡，我将
在这里终老一生，用智慧和汗水来报答上海这
一方大地！”梅先生在留言中写道。

当我欣赏梅先生发来的几帧北外滩的相片
时，我的内心不禁感慨万千！只见蓝天白云下
的高楼大厦，绿树红花，风光迷人；机关学校，社
区医院、设施服务完善，一线大城市的宜居宜业
宜游的环境；鳞次栉比的科技公司研发和创造
着新的产品；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联系着城市
中枢，输送着人流、物流和财富流；处处焕然一

新，处处宏图展现，百业振兴。北外滩奏响了进
军新时代的集结号，昂首阔步地奔向锦绣前程。
虽然我不能看尽北外滩的全貌，甚至于也不能
说出这里具体的地点和事物，但是，我依然能够
从朋友们激动的感言中分享到了上海人的骄傲
和自豪！

“北外滩犹如破茧而出的蝴蝶，翩然起舞了
——诚然，这里已开启上海‘中心发力’新引擎，
正成为新时代都市发展新标杆！我作为一名山
东人，也为这里创造的辉煌业绩倍感欣慰和振
奋！”我在手机微信上回复。

“经过近年来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北外
滩的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她在成长、她在向
前、她在发展，她必将为我们虹口、为我们上海、
为我们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和梅先
生“网聊”展望着北外滩的明天——更为虹口区
崛起而真诚地祈愿！夜已经很深了，我和梅先
生还在热烈地交流着，我似乎看到了他那颗兴
奋不已的心，在跳啊，跳……

啊，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这也是一
个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国度——我们伟大的祖国
每天都展现着新风采、新气象。北外滩——这
是一片激情创业的热土，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奏响了更加美丽而雄壮的变奏曲，书写着
更加辉煌而灿烂的人间传奇！

梦里水乡梦里水乡
———绍兴—绍兴

■高元兴高元兴

梦里水乡梦里水乡，，是从绍兴流出是从绍兴流出
流出柳叶眉流出柳叶眉，，桃花腮桃花腮
流出黄莺语流出黄莺语，，碧玉簪碧玉簪
流出江南好流出江南好
流出三春晖流出三春晖
流出不断生长中的城市流出不断生长中的城市
那依然荡漾的湿地和澹澹水韵那依然荡漾的湿地和澹澹水韵

梦里水乡梦里水乡，，是从绍兴流出是从绍兴流出
东湖潋滟风景东湖潋滟风景
青石山嶙峋苍劲青石山嶙峋苍劲
淅沥的雨丝钓起淅沥的雨丝钓起
倏忽的鱼跃水花倏忽的鱼跃水花
一叶古朴而飘然的乌篷船一叶古朴而飘然的乌篷船
静静地静静地，，直向天上流直向天上流

梦里水乡梦里水乡，，是从绍兴流出是从绍兴流出
楼阁朦胧岁月楼阁朦胧岁月
水袖缥缈袅娜水袖缥缈袅娜
一曲越剧调一曲越剧调
唤回双蝶梦幻唤回双蝶梦幻
岸边二三茶客岸边二三茶客
氤氲时光与友情的珍贵氤氲时光与友情的珍贵

梦里水乡梦里水乡，，是从绍兴流出是从绍兴流出
一阕钗头凤一阕钗头凤
沈园柳色悲沈园柳色悲
曲水流觞意曲水流觞意
兰亭千古雅兰亭千古雅
一个温婉水字一个温婉水字
写尽天下情怀写尽天下情怀

梦里水乡梦里水乡，，是从绍兴流出是从绍兴流出
但流出的但流出的
还有鉴湖女侠的义胆与风骨还有鉴湖女侠的义胆与风骨
但流出的但流出的
还有鲁迅的脊梁和民族魂还有鲁迅的脊梁和民族魂
而会稽山上大禹陵而会稽山上大禹陵
更是华夏源头之丰碑更是华夏源头之丰碑
雄峙万世雄峙万世

呵呵，，梦里水乡梦里水乡
是从绍兴流出的是从绍兴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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