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 2021年9月13日 责任编辑 谢智君 E-mail：hkbs765@163.com4

《《
秋
月
静
好

秋
月
静
好
》》

国
画
国
画

王
振
沛

王
振
沛

虹口区融媒体中心 每周一、四出版 地址：大连西路195弄12号 邮编：200092 电话：65752149 上海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

一张蜘蛛网 ■崔 立

晶莹的玛瑙（四章）
■邵天骏

厘正史实 以正视听（一）
■陆金生



撒哈拉沙漠的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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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作家李春波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小
芳》，深受大众欢迎，我按照他的曲调，填写新
的歌词来纪念不久前仙逝的费秋君老师：“所
里有个老师叫小费，显得朴实又大方。一双温
和的大眼睛，头发乌又亮。在夕阳普照的那条
路上，我们曾欢度好时光。”

5月 7日上午，在微信群里，我看到
根娣老师发了信息：“沉痛悼念费秋君
老师，天堂再无病痛，一路走好！”后来，
又与肖老师、徐老师互通电话，确认小
费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了两年之后，于当
天清晨去世。费老师患了癌症后，老伴
曾陪我去医院和她家里探望。小费能乐
观、豁达地对待疾病，她与我们交谈，对
医院治疗情况和药物、手术带来的痛
苦，既无怨天尤人的言语，更无声泪俱
下的哭诉，而是侃侃而谈医治与食疗齐
头并进的举措。她说：“既来之，则安
之。我要增加自身抗病能力，争取快乐
地过好每一天。”

费 老 师 从 虹 口 区 教 育 局 退 休 后 ，
2006年初，被区教育评估所聘用为评估
员。所里都是些早已退休的老同志，她
来时年龄最小，大家都叫她小费。一心
为民服务办事通情达理是小费最鲜明的
个性。评估小组去各类职业培训进修院
校（中心）作专项评估时，有时她任组
长，她总悄悄地对我说：“老李，职技类
培训进修机构搞岗位职责技术能力训
练，对职工素质提高、青年劳动就业、社
会稳定和谐贡献大，我们对他们的先进
经验要多发扬多鼓励，对他们的欠缺之
处要多补台多完善，不去埋怨责怪，不
搞袖手旁观，你说，对否？”我听了，十分
赞许，表示要“热情帮助，尽力而为。”于
是，我们评估组就按这个准则办事，并
且在每次写年检评估总结报告时也这样
办，如此通情达理的做法果然获得被评估者的
欢迎。有一天，一位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心急
火燎地找上门来，说是要与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不知规范性合同如何写，要所里帮助解决。
我所原有的规范性合同样本已被办学人员取
光，怎么办呢？小费没有简单地回绝来人，而

是冲泡了一杯龙井茶给校长，安慰他：“您喝点
茶，休息一会，我来想办法吧！”她先请所里同
事在自己办公桌里寻找，大家找不到时，她就
翻阅评估档案，在众多档案中找到了一份规范
性合同，并去所外复印（我所复印机正好损坏
待修）后，把合同文件送到校长手里，校长很感

动，再三表示谢意。
小费是个克勤克俭的好同志，有两

件小事令人铭记在心，难以忘怀。她书
写评估报告、工作计划、规章制度的初
稿，日常备忘录和办公便条，喜欢利用
废弃物。她细心挑选出过期无效，没有
机密内容的文件，拆去书订，将有空白
面的纸一张一张叠好，放在办公室的抽
屉里，用时随手抽取，为所里节省了不
少公文纸和报告纸。所里没有专职的电
脑打字员，作为已步入老龄的她，自学
电脑打字，把原应请外面文印社打印的
文件，均自行打印，虽然方便了所里工
作，为所里节约了办公经费，但却辛苦
了她。有时，为了打印急件，忙到晚上
七八点钟才坐公交车从四平路办公处回
到鲁班路家里。小费这种艰苦奋斗的老
黄牛精神，令人感动。

小费与所里同事和睦相处，待人体
贴入微。她见我年老腿脚不便，一起过
马路时常搀扶着我；看到有些同事工作
忙得忘了吃饭，她会主动去食堂打招
呼，为他们留好饭菜；冬天到了，是老
年人进补的好时机，她关心大家健康，
会自费买红枣黑枣、核桃芝麻慰问同
事。小费对退休朋友，不论做过领导干
部 还 是 一 般 群 众 ，一 样 关 心 ，一 视 同
仁。谁生了病，自己掏钱买水果去探
望；谁孩子上学遇到困难，她会帮助联
系解决；谁要投资理财、假日旅游、乔
迁新居……她都会出主意当参谋，热情

助一臂之力。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小费是个好人，

我将她的点点滴滴好事写出来，深切怀念她，
犹如星星之火，温暖着人们的心，犹如星星之
光，启迪着为人之道，这或许也是对好人的一
种回报。安息吧，小费老师！

桃花岛

乘船去桃花岛，但见海鸥戏水，渔船来往，
白浪翻滚，景色妖娆。渐渐地，前面呈现出一幅
近距离的曼妙山水画，与东海洋面尽情相拥，温
柔而又不失矜持，唯美而又不乏亮色，似乎敞开
着胸怀迎接着我们。

岛上曼妙的景致，刹那间给我带来了世外
桃源般的惬意。它的植被丰富多样，花草成片，
眼花缭乱。自然，桃花岛也就有了海上植物园
的美誉。

漫步在海岛弯弯曲曲的小道上，两边无尽
的绿色绵延开去，如同置身在了天然氧吧里，空
气纯净得几乎没有一丝杂质。仰望天空漂浮的
云彩，柔软洁白的棉絮尽情展开，变幻着各种美
丽的图案：一会儿如白雪皑皑的山峦，一会儿像
端坐安详的雪人，一会儿又如新娘的白色婚纱
轻盈旋转。真是一个好有情调的人间仙境呢！

岛岸边，海水的涨潮是颇有看头的。那巨
浪滔天、隆隆声响、扑面而来的感觉非常震撼，
梦幻至极。细看雪白的浪花，似乎要盖过海岸
上的一切，竟不知不觉中有了一种大气与豪爽
的意境。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那
么微不足道，却又留下了许多惊叹的符号。

诗意桃花岛，许多都已经镌刻在了小岛的
岩石里、植被中。你不经意间就会与诗缤纷相
遇，又会与诗缠绵相拥。

九段沙

九段沙现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湿地
面积之大，生物资源之丰富，原始生态保护之
好，已成为长江南支河段中最年轻的处女地。

此刻的江海岸边，厚厚的云层下面，远处星
星点点的巨轮或停泊或乘风破浪，一幅浩渺的
美丽江海图。

登上九段沙，眼前到处是随风摇曳的芦苇。
透过高低起伏的芦苇往下看，是干中带湿或沉
浸在部分水中的泥土，不少分布有密密麻麻的
小洞穴，里面栖息着小螃蟹。这里的螃蟹见到
人一点也不害怕，懒洋洋的一动不动，似乎在
说：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芦苇群落、海三棱藨草群落和互花米草群
落，构成了九段沙湿地的天然屏障。这里，有世
界分布面积最大的潮滩先锋植物海三棱藨草。
而九段沙湿地，已成为候鸟的重要停歇点和南
北鸟类迁徙的终点，江海洄游性水生动物的必
经之地。望着九段沙的一望无际，曲径通幽，四
处葱绿，我们仿佛置身在了快乐的天地间。

风景如画，人也就成了画中的风景。

湖中墩

一直有着小家碧玉般风采的下渚湖，清新
与宁静，曼妙与艳丽，无不带有婀娜多姿、独自
成景的烙印。行船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沉浸
在风景如画的长卷里，但见岸边树影婆娑，垂柳
摇曳，颇有一种置身于人间仙境的回味。

在下渚湖赏景，湖面如镜，湖岸如林，湖中
墩一个连着一个。阵阵柔风拂来，水面顿时泛
起点点涟漪。那细细的波纹，在阳光的映照下
不断地向四处散去，就像是数不清的碎银闪烁。

蓦然，几只水鸭在离岸边不远处的水里欢
快游动，忽而扑腾几下叼起一条小鱼，忽而不约
而同地追逐嬉戏。于是，湖面就升腾起了点点
生机。

柳树桃花，油菜金黄，蝴蝶飞舞，给下渚湖的
墩中有湖、港中有汊增添了许多情趣。下渚湖的
特色在于多岛屿、多土墩、多沙渚，让人时常分不
清哪是岛、哪是墩、哪是渚。然而就是这样的迷
幻布局，总能产生不同的联想，带来由衷的赞叹：
有的是鲜花盛开的家园，有的是绿色绵延的世
界，有的则是金黄抑或是紫色遍野的地方。

行走在弯弯曲曲的观赏小桥上，湖中墩将下
渚湖衬托得分外妖娆，朦朦胧胧的美感演绎着浪
漫的风情，温馨醉人的七彩带来心中的愉悦。

西湖潭

西湖是杭州的骄傲。
苏堤春晓、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平湖秋月、

雷峰夕照、断桥残雪等，光听听名字就会诗意浮
现，醉人不浅。

摇船游弋湖上，水波粼粼，轻浪翻滚，水面
中犹如撒下了万千碎银。三潭印月的秀美及由
此带来的江南风韵，总是令人惊叹。天色已近
黄昏，一艘艘小船就像是一个个美丽的剪影，镌
刻在了西湖立体的图案上。

在三潭印月旁，忽然水面跃出一条大鱼，竟
然落在我们的小船内，顿时带来“年年有余”的
惊喜。再看整个西湖，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连
湖岸的柳枝也开始悄悄呢喃起来。

如今的杭州又有九溪烟树、虎跑梦泉、宝石
流霞、云栖竹径、黄龙吐翠、满陇桂雨等，让西湖
在杭州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环绕西湖岸边，还
有各种古树呈现，几条不知名的小河弯弯曲曲，
竟然叫人生出许多联想来。

可是，我依然时时忘不了那次在三潭印月
旁的梦幻偶遇。

隐约听到似东边的方向枪声大作，他躺在
床榻上，侧着身饶有兴致地看着不远处墙角的
一张蜘蛛网。身边年轻的警卫员，在当初进屋
时，第一反应是要去除这张蜘蛛网，却被他一把
叫住了。

他说：“小鬼，留着吧，这张蜘蛛网织起来不
容易，要历经多少的风吹雨打。”

这话儿，说得年轻的警卫员一愣一愣的，首
长是糊涂了吧？这明明是屋子里的蜘蛛网，怎
么就会遭遇到什么风呀雨呀的啊！

警卫员摸不透的还有一点，明明前些天，上
级来指示，说他受伤了，要接他到后方去疗伤。

他固执地摇头，说：“我去啥子呀，这点伤算
个啥，我还没到退出战场去疗伤的时候。”又说：

“战士们都在这里，我怎么可以退呢！”
几个奉命接他的军官再三恳求，说：“首长，

别为难我们了，你受的伤不轻，还是跟我们去吧。”
他挥了挥手，还顺势地从床榻上下来，要走

几步给他们看。他走得很坚定，但警卫员还是看
到了他额头上隐隐沁出的冷汗。走了十几步，他
似乎吐出一口大气，说：“怎么样？我没问题吧。”

想至此，警卫员不由又看了他一眼，他在床
上居然已经直起了身子，眼神还专注地盯着蜘
蛛网。外面这会又突然风雨大作，果然有风雨
呼呼地从墙体的缝隙中钻进来，打在这蜘蛛网
上，摇摇欲坠间，几乎要把整个网都要吹没了。

战事越加吃紧，前方的指挥官向他汇报战
况，又忍不住说：“首长，你还是往后方转移吧，
我担心，万一敌人攻上来……”

他板着脸，重重地拍了那硬实的床板，砰的
一声巨响！他吼道：“万一万一，要真有万一，那
又怎么样？我们退了，这里的老百姓怎么办？
我们新四军不是打一枪就跑的队伍，这么容易
退缩，怎么让老百姓信赖我们！”

指挥官被说得脸像酱鸭子，说：“我……”
他面色稍显缓和，说：“告诉前方的战士们，

他们辛苦了，再坚持坚持，我们一定能全面击溃
敌人的反扑。”

那一晚，敌人的炮火猛烈轰炸，炸塌了屋子
的一角，有一块碎砖几乎贴着他的额头飞过去，
几个警卫员冲进了房间，要背着他走。他倔强
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年轻战士，说：“我不走，我要
留在这里，这里是前线。我不能离开前线。”那
个年轻的警卫员急了，说：“首长，你必须走，你
一定得走！”看他没什么反应，这个年轻人又近
乎大喊：“首长，不要犹豫了，好不好？”话说出
口，警卫员自己都愣住了，还从没有人敢这么和
他说话。以为他会发火，谁知道他居然笑了，
说：“小鬼，这点算什么呢？别忘了我可是从血
泊中爬出来的人。”他躺在床上，继续安然的睡。
警卫员惊诧地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一早，阳光从被炸开的屋顶钻进来，

他还在看那不远处的蜘蛛网。炸弹也波及了蜘
蛛网，有只蜘蛛毫不避讳地在支离破碎的网间
修补着。他有了笑意，缓缓地下了床榻，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地看这张蜘蛛网和上面的蜘蛛。他
躺了好些天的床，已经可以缓缓行走了。他的
起色也好了许多。警卫员要去扶他，他的手摇
了摇，意思不要。

有一会，他说：“小鬼，你要明白，只有历经过
无数次的断线，再反复修补，这样的蜘蛛网才能更
坚韧。这支离破碎的蜘蛛网和蜘蛛，何尝不像我
们的共产党队伍呢？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们会
坚忍不拔，一直抗争下去。”又说：“离开前，你要记
住两点，你和其他同志说一下，第一，要给老乡把
这屋顶补好，第二，把这屋子的墙体缝隙也补好。”

这个 1936年冬天，他被国民党清剿军困在
梅山 20天，却毫不退缩，视死如归，坚定地选择
和队伍在一起，也写下了《梅岭三章》藏于衣底，
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
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
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
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他是陈毅。
一个无比坚韧，充满信念的共产党人。

在江湾镇古镇文化遗址中，有两处地点，
被人搞错，以后又以讹传讹，而似乎已成定论。
本文就把自己的回忆、调查、查阅资料的情况
道出，而厘正事实，以正视听。

一个就是在中国交通史上的第一条商业
运营铁路的江湾火车站的确切地址（此处也可
以认为是中国第一座客运火车站的旧址）。我
们年轻时，曾坐过行驶在淞沪铁路上的客车去
上海市中心，或北往吴淞方向。她相对于沪宁
铁路线上及沪杭铁路上的客运车是短途的，所
以称作“小火车”。这个江湾火车站的旧址是
位于今车站西路 123号，进口面对车站北路的。
凡七十岁以上的江湾镇的人差不多都乘过小
火车。而像笔者这样八十开外的人乘的次数
更多了，记忆也更深刻。在与人闲聊时，住在
火车站附近的人，还能回忆出他们小时候如何
去火车站月台边上玩耍的情景。

我能回忆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江湾到市中
心的交通落后，而坐小火车既便宜又快捷。又
因为五十年代我在江湾中学求学（上世纪九十
年代改为复兴高级中学，校址在车站南路 28
号处）。

我家住在东街（江湾人习惯称万安路为大
街，又分为东街、大街及西街），去江湾中学必
定要跨过万安桥，从万寿街转向车站西路，再
转向车站南路的江湾中学。那时每天往返六
次（午饭也回家吃）。难道与我差不多的人，会
不知道江湾火车站在哪里吗？

可是，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认为今

广纪路近汶水路处为江湾火车站旧址。
2011年 5月 19日所谓广纪路汶水路“旧

址”揭牌仪式，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会议中
间《新闻坊》记者采访了我这个“老江湾代表”。
当时，我就十分郑重地，用手指了指北边方向，
指出真正的江湾火车站是在几百米外纪念路
北边，这里充其量是“江湾火车站陈列馆”，或
是纪念性的再造地。

可是，不知道的人仍误认为“淞沪铁路江
湾火车站”是在广纪路汶水路处。

这缘于《江湾十景》之一的介绍。
请允许先不厌其烦地把此十景之一的介

绍词全文摘抄于下：
淞沪铁路江湾站旧址（广纪路近汶水路）
淞沪铁路江湾站位于虹口区北部，江湾镇

纪念路、车站西路交汇处，是全国铁路网中最
古老的车站之一，为淞沪铁路线四等中间站，
始建于 1876年，再建于 1897年，迄今有百余年
历史。江湾站南距宝山路 5.02公里，北距何家
湾站 4.5公里。有站线 5段，长 1289米。专用
线路 2条，总长 7766米。

江湾站是淞沪铁路线上营运时间较久的车
站之一，原为客货运站。在 1932年“一·二八”
和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遭受炮火摧
毁，几经修筑。1963年旅客列车停开后，为纯货
运站，还成立江湾中心站，专为上海的危险品装
卸。后货运业务迁移，江湾站货运场土地大部
分让与铁路分局机保车辆段和铁路局江湾装卸
机械厂。江湾站成为办理专用线整车货运站。

至1999年因建造轨道三号线停止使用。
2009年江湾镇街道在上海铁路局的大力支

持下，对江湾站旧址周边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
2011年 5月 19日竣工揭牌。使这一历史旧址得
以向社会开放，成为区域内又一城市景观。

然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面这段引文
中所指认的江湾火车站旧址，说法是不同的。
标题后括号里所指的，与末节相同的，即指今

“广纪路近汶水路”；而正文的前两节指的是同
一个地址，即正文开头“江湾镇纪念路、车站西
路交汇处”。笔者在前文所回忆的史实，当然
是指后者，即“纪念路北”“车站西路 123号”处。
再指出一个不争的事实：车站南路、车站北路、
车站西路，三条路的得名，完全可以“顾名思
义”，就是三条路的得名与江湾火车站有密切
关系的。

再举一个近几年的实例：在 2006年出版的
《虹口区地图》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标明，
紧靠淞沪铁路的江湾火车站在纪念路的北边。

再补充一个史实：从 1928年到上世纪末，
这一段的汶水路，名叫“水电路”。当年这路段
还有铁路道口。当火车将要经过水电路时，道
口两边竖着的两根毛竹栏杆同时落下，阻拦水
电路上的车辆、行人通行。而这个道口，离纪
念路铁路道口也有几百米的路程。

综上所述，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的旧址，
应该是纪念路北边的车站西路处，不是今广纪
路近汶水路处。应当正视史实，而不应误导，
以致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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