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老人教诲铭心底
少年志鸿悟生计

两天后的晚间，别人都回屋睡觉了，他还在书
房埋头读书。父亲走进来，坐在他的对面。他起
身问候了父亲，又坐下听父亲说话：“稷若，你八岁
的冬季才跟师读书，给你立下这个字号是有讲究
的，含蕴高古，我不期望你非要搏大功名，做高官，
但我要求你做一个合礼法懂规矩的君子。你说，
何为彬彬有礼然后君子呢？”

他站起来回答：“我在阅读中有所感悟了，说
给父亲听听：好而不淫，争而不夺，和而不同，达而
不弃。”

父亲点点头说：“感悟得真不错。对物、财或
色，喜好爱恋皆可，但不贪婪，不事荒淫；对功名利
禄权势地位可凭自己的能力争取，而不处心积虑
甚而谋诡计施阴招去抢夺；君子和而不同，对时，
对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与人
和合，所向大统，不在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中淹没自
己，何时何地都能自立，谁能不称道为君子呢？达
则兼济天下，是普通人之上的高境界。何者不弃
呢？本色不该弃，心志不该弃，道德操守不该弃，
亲眷故友不该弃。做人能达而不弃，何其高尚君
子之貌也哉！”

他坐在方凳上，心里舒展，也不无自傲。心里
想：我有一位人格伟大的父亲啊！

他侧目看见了正面墙壁上挂着的镜框字屏，
上面是父亲制定书写的张氏家训：

人生美哉，尤美在少年。少年当立志，无志则
无知。

无知如走肉，庸俗且卑陋。壮年善哉，时光出
黄金。

成人立门户，权益须独掌。凡事经心虑，糊涂
埋祸殃。

习文亦习武，强体尤重要。居家守家道，敬老
友弟兄。

叛逆宗与亲，不知何所趋。爱内须引导，治家
必同心。

爱子须教调，期望而宽怀。已为一洼水，何望
子汪洋？

做人贵自省，常省常长进。少年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

老来贵与贱，全凭少壮时。
这是四年前父亲从官场退隐田园后制定的家

训，他早已铭记在心。这家训所包含的内容远比
做一个君子的含蕴更广大，治好一个家，情同治好
一个国。而立又不感，有能力且有魄力，有爱心且
有方圆，从做个好儿子到做一个好父亲，从做一个
好丈夫到做一个好子民，都不是容易的。他认识
到，首先要做一个孝子，然后才能做一个君子。孝
亲对家庭，君行对社会。社会是自己施展才华博
取所需的广阔天地大千世界，但家庭是一个人出
身之地、立身之基，也是一个人休憩的避风港湾、
回归的温暖宿巢。

从书房回到住室，躺在被窝里，他抱着爱妻
说：“父亲爱子之深之切啊，终日不忘谆谆之教
诲。”妻子说：“你岳父也很爱抚你啊，好吃的好
穿的都想着。”“是啊，岳父惜我有加。为人两头
父母，我的父母即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即我的父
母。”他说了这话题又转个话题，“贤内，我和你
说个事，”妻子插话“又叫贤内，你就叫媳妇或心
上的更好。”“我是读书人啊，把礼看得重要啊。
叫媳妇有点俗，叫心上的倒是不错。听我说个
事儿，你多和姨娘们交往交谈，尤其多和五姨娘
处处。你看见了吧，她有点失宠的感觉。她这
个人也就是好吃懒做，别的没什么不好，还好化
妆打扮，你可以向她学学这方面的学问。”妻子
说：“好化妆打扮有啥可学的，是过生计的谱
吗？”他郑重地说：“化妆打扮的确都是学问，再
加上会交往，与周围的人们处理好关系，有礼节
方能和睦，来了客人和善对待，热情招待，即为
家庭做了奉献，增加了光彩。”婉婉表示明天就
开始交好三个姨娘。

婉婉就每日拿出半天时间周旋姨娘们，拿
出一副金耳坠送给五姨娘，说是拜师学艺的入
门礼，俩人谈得渐渐投机。数日后公公唤儿媳
妇，要她专心学习三姚娘的厨艺，她就天天在午
间向三姨娘学烧菜做饭。都认为吃饭比穿衣打
扮更为要紧，好性子的婉婉就游离在这两者之
间，天天忙得淡忘了丈夫。不过他说：“这是我
所希望的，好夫妻不必非要形影不离，给对方些
自由空间更好。诚然，我的婉婉也是缠人的那
号人。”

他家过春节是相当热闹的，人口多，且女从

多，还没有过多的小孩子缠绕，人们生活得颇自
在。母亲是女管家，也基本上是全家的当家人，
父亲除了管着大事小钱，日常事就交给了母亲
管理。母亲宽厚容人，办事对人很是公正热心，
把这个并不富豪的家庭管理得越来越好。大年
三十，男人一桌，女人一桌，愉愉快快吃年夜

饭。父亲豪饮，大哥相随，父子俩对饮。他很少
饮酒，只看着父亲和大哥把盏碰怀，欢欣鼓舞，
不时为他们斟酒倒茶。三弟喝了很少一点，又
对投壶和拇战很感兴趣，鼓动父亲和两个哥哥
娱乐起来。玩这个儿子不是老子的对手，屡战
屡败，四十多岁的父亲显得洋洋洒酒。新年一

到，吃完年夜饺子，人们就从上到下给长者拜
年，爷爷奶奶面前跪着一 群男女，爷爷奶奶给孙
子和孙媳妇还有小孩子们压岁钱：然后是儿子
和儿媳给父母亲拜年，婉婉要一个个地跪拜五
个老婆婆少婆婆。

过年后开春准备春播。他想想未来的出路，
决心要学稼穑。一说就遭到一家人反对，母亲尤
其反对，怕他务农影响学业，甚而影响仕途。但媳
妇同意，说孔子不事称穑，农人啊讽他是个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的人，稷若学稼穡，既可体验农家的辛
苦，又可强健自己的身体，母亲觉得媳妇说得有
理，便说：“就听你媳妇的意见吧。”他就开始行动
起来，先学播辅轳，尔鱼教他，尔鱼玩辘轳玩得如
跑花灯一般。

村后有他家的十亩梨园，梨树林中间有片空
地种蔬菜，菜地中间有一口水井，水井上安置了辘
轳，往年都是父亲和哥哥摇辘轳浇菜园。他叫尔
鱼教他摇辅轳，春阳融融，暖风和煦，一些植物复
苏萌芽，树枝上看见了绿尖尖黄芽芽，一活动就冒
汗，正适宜户外活动。尔崇也来了，他是被好天气
吸引来的，他不学什么辅轳，满梨园奔跑。尔鱼先
摇，上下吊放水斗，随之说说动作的要领和用力的
技巧。他把这事看简单了，不就是摇嘛，不就是提
水嘛，尝试了才知道真正用好辅轳并非容易，练不
上数日掌控不了辘轳把。他练了一个时辰，尔崇
也被唤来试了试，玩玩就放手了。

一亩菜园的第一遍水浇完了，稷若也就学会
了摇辘轳，提水的活儿他承担了一半。学了摇辘
轳又学赶车，这是几个年轻人一块学的，车把式是
尔鱼的父亲。自家有辆牛车，一头大牦牛驾车。
牦牛驾车能跑起来，但不好驾驭。父亲武官出身，
敢玩牦牛车，但久久不能熟练。尔鱼的父亲本来
常常过来帮活，出门也常常是他赶车，来当这个教
练是自然而然的。年轻人按照父亲的说法，都叫
老汉为老教练。父亲说驾驭是孔夫子规定的六艺
中的一个要项，问儿子们知道为何吗？他和三弟
争相讲说：驾驭，驾驭，是准备做大事的试验和体
验。践行驾驭，方真切感知轩辕的含蕴，大丈夫都
有身事轩辕的责任，不独治国的宰相大臣所专
权。父亲很满意，表扬兄弟俩说：“见识不短浅，将
来可成大事。”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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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外红尘之红尘细雨》
◎李长三

五月槐花为谁开
五月似乎总是写满故事的季节。能记住了这

个季节，是因为十三年前盛开的那片槐花。
那年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刚出正月就看

到柳梢头的新绿，还没到清明就已感受到浓浓的
夏意了。当时小城里可供观赏的花卉极为罕见，
转遍了大街小巷也找不到几束上眼的花木。我不
停地寻找着可以入画的素材，不停地旋转着相机
的镜头，最后将目光锁定在村头或堤外那些带着
野味的果树上：含羞的桃花，圣洁的梨花，相继绽
放在弥漫着泥土气息的田垄上。但在众芳摇落、
桃李凋零的余香里，城西郊外的槐林却在那个无
人问津的角落里盛开的如醉如痴。每天我会踏着
透明的朝露走进那片茂密的槐林，然后在温柔的
晨风里感受槐花那特有的甜津津的香味。

槐花是雪的化身吗？在浸染了它的香气以
后，我的灵魂好像得到一次接近彻底的净化和洗
礼。从此，我不再是以前的狂傲少年，也不再是曾
经的天外来客。前尘往事带着未干的画笔和刚刚
出鞘的清平剑一并封锁在二十九岁的岁月里，我
带着未解的茫然和点滴的希望，融化在省城的带
着槐花香味的春风里。

我客居在靠近南山的一家简陋的宾馆里，房
间的空间很小，但在墙角的柜子上足以摆放下我

的新书和绘图工具。白天去报社学习，黄昏或夜
晚就独自凭窗而坐，或俯首看书，或放目窗外青
山，更多时候是对着外面的天空发呆。有时夜幕
会随着寂寞一起袭来，使我一时间不知所措。每
当此时，我会义无反顾地走出“驿站”的围墙，冲向
不远的山下。

这是一座野山，白天游人稀少，到了夜晚便会
静得怕人。山下的风是清冷的，灯光渐行渐暗，坚
硬的石板路曲曲折折地伸向幽深的丛林，直到什
么也无法看清。偶尔闪过的星火如流萤般忽明忽
暗，兼杂着辨不出名字的野鸟的啼声划过耳畔。
我的脚步变得迟缓而无力。我似乎不需要这样的
氛围，也就失去了继续往前的兴致。

我始终不晓得这座山的名字，也始终不晓得
山上还有些什么。直到周末那天上午，有三位家
乡来的朋友邀我一同去爬山，才看清了这座山的
本来面目。白天的山和晚上的山的确有很大的差
异，没有了夜晚的阴森和肃杀。当我们穿过一座
朱红牌坊时，眼前呈现出一条幽静的青石板路。

路，不是很平坦，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路
旁，杂树丛生，郁郁青青，墨绿色的叶影斑驳地洒
落在青石路上。我喜欢这样的环境，就下意识地
放慢了脚步。但仰望一下山顶，再看看走过的距
离，才知道上山的路还很长很长。游伴们不停地
催促我，快爬呀，爬到山顶才好玩呢！那里能看到
黄河！

我们说笑着，几乎是小跑的速度，行进在蜿蜒
曲折的山路上，当转过十几道弯路，跃上一个小山
丘的时候，一股再熟悉不过的香味扑面而来，我准
确地判断出这是槐花的香味。当我抬头看向远方
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原来隐藏在这个山
谷里的全部是槐花，漫山遍野的槐花层层叠叠，无
边无际，犹如雪山一般。我们几乎是同声惊叫了出
来。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片槐花了。这里的阳
光很盛，浓浓的花香引来好多蜜蜂嗡嗡成韵。养蜂
人的蜂箱好像就停放在山下，蜜蜂肯定是寻着槐花
的香味找到这里来的。我的脚步已经无法移动，但
游伴们还在不停地催促，快爬啊，山上比这里还漂
亮呢！喊着便往山上爬去。其实我还有足够的余
力爬上去，只是不忍离开这里，便不顾他们的催促
和劝说，在一棵树荫下停留下来。我感到一阵口
渴，从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半瓶矿泉水，在松下的
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水，是带点凉意的，风，也变得
爽快了许多，我没有一饮而尽，而是轻轻品了两口，
但在山风的吹拂下，甘甜的泉水立刻通遍了全身。
然后，再放眼满山的槐花，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惬
意和美感。就在我为眼前的美景陶醉时，一阵清脆
悦耳的笛声从对岸的槐花林中悠悠传来，那乐声就
像影片里的插曲一样，使本来就沉迷剧情的心绪
突然颤抖了一下，场景顿时有了带入感。

我寻着笛声找到了那位吹笛的长者，他是一
位体形较瘦穿着深蓝色上衣的中年男性，他站立
在槐荫下的一块大石头上，横握着竹笛，全神贯注
地吹奏着。不远处的崖壁上悬挂着一条透明的小
溪，和着悠扬的笛声缓缓流下。他吹笛的专业技
能很高，一连串的打音和花舌音运用的如行云流
水般熟练，高低音的转换没有丝毫的痕迹。我没
有打断他的笛声，也没有拍手叫好，只是静静地聆
听。他也没有和我沟通的意思，完全陶醉在乐曲
中。我的心也被强烈感染着，忘记了还有几位游
伴，彻底迷醉在眼前的美景和仙乐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那几位游伴从山上无精打采

地走下来，一边走一边抱怨山顶上的无聊和单
调。我劝他们停下来听段曲子，他们说已经走得
太累了，没有了兴致，我只好意犹未尽的陪着他们
往山下走。他们走路的姿势显然很是疲惫，而我
的步伐却是明显的轻灵。

十三年过去了。年来岁去，花谢花开。其间，
不知伤了多少春色，凋了多少朱颜。在经历了芸
芸众生的风雨之后，我发现那次爬山的过程，与人
生的路程有些出奇的相似。现实中的很多人和那

几位游伴一样，只顾拼命往山顶上爬，却没有停下
来享受生活，直到爬上山顶失望而归，才忽然觉得
错过了最美的风景。

很多人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却仍然战胜
不了膨胀的欲望，仍然认为山顶上的风景会更
好，仍然不停地爬上爬下，永远没有休止，永远
没有尽头……

2009年春
（待 续）

“哎呀，这可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才二十
几年的工夫，他泠家就从地底下一步迈到天上去
了。”

“他家是在这滩里混不下去才搬到滩外的，哎，
真没想到啊，短短二十几年！”

“他家的老一辈，穷极了之后倒是替他的子孙
们办了件好事。”

“是啊，若不是早年他家早早搬到滩外去，现如
今能这么富？哼，门也没有啊！”

老柴听着人们的议论，心里有些不服气，他家
春柳长得俊，俺燕子就赖？远远近近三朵金花，俺
燕子也是一朵啊！光富有啥用，二婚头，年纪轻轻
的，三个崽子呢！

人们议论完春柳和泠家的过去，又议论那车的
牌子和价钱，议论车上的东西的价钱，最后再议论
车上的人。

“看那泠麦蒿，坐着车还听戏匣子，听就听吧，
还不住地嘟嚷啥？”

“没见过世面，那是戏匣子？没吃过猪肉也没
见过猪满圈里跑咋的？没见电视上出来的那大款
吗？手上都爱拿个这个，那叫大哥大，就是不带电
线的电话。”

“不带电线，那可省钱了。”

“可真是老外，知道那东西多少钱一个？听说
一万多块呢！”

“光这么个小东西就一万多？！啧啧，这回狗剩
可是有花不完的钱了。”

“是啊，用不着像他老一辈子一样，催生药都舍
不得扔了。”

“哼，他家呀，辈辈都这样，你忘了他老爷爷是
咋待客的？”

据说，在狗剩的老爷爷那辈，每每有亲戚来了
又走了之后，狗剩的老爷爷都少不了把老婆臭骂一
顿。后来，人们才知道，他的老爷爷是嫌老婆做的
菜不够咸。有心眼活泛的女人，就替那抹泪的女人
出了主意。那回，那男人的亲外甥来看娘舅，外甥
走后，那女人破例没有挨骂也没有挨打，只是那老
头子低着头捉摸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话：嗨，看不
出，这小子比俺还能吃咸，一碗汤就半点不剩。那
女人想笑又不敢笑，原来，她男人的碗里，是另加了
半把盐的。

还有一件流传较广的事，据说是狗剩的爷爷也
就是春柳的老爷爷干的。

那年，他的女人生头胎，难产，在土炕上哭爹
喊娘地折腾了一天一宿，还不见有动静。在人们
的催促劝说下，春柳的老爷爷狠狠心，从炕洞里

数出几个钱揣在怀里，去给老婆买催生的药 。可
等他买回来时，老婆却生了，并且生了一个大胖
小子。听到这个消息，他不但没有高兴，反而捶
胸顿足后悔不迭，直骂那个女人早不生晚不生，
单等他把钱花了把药买回来了又生。拍着大腿骂
上一阵，想想还是亏。这么贵的药总不能瞎了
啊！他冲老婆住的屋子骂道 ：“你娘的不吃，咱
吃。吃了不疼瞎了疼啊！”就这么着，他没顾得上
看一眼儿子，便把那药吞了下去。接下来的一天
一夜，他疼得满地乱滚乱爬，又哭爹又喊娘的。

到了狗剩这辈，似乎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故
事。只是，终日摇着货郎鼓走村串乡的狗剩，常 常
把钱找错，不是少找一分就是少找二分，从不找
多。而且，从没听说他多找给别人一分过。还有一
件发生在狗剩身上的事，有时也让苇子圈的人们在
秋收或麦收时偶尔记起。那时，田地还集体种着，
每逢收种季节，狗剩都要回到队上来干一段时间的
活。那天，他扬完场后，照例从粮食堆里趟了一圈，
然后踢踏着两只盛着粮食的大鞋，费力地爬上房台
往家走。 听说那回他的鞋后跟上让老鼠给咬了个
小洞，他没看见。后来，队长发现了那时断时续的
粮 食粒，急忙喊了两个基干民兵循了那痕迹找过
去，踢开他家的门要抓他去检讨的时候，却 见他正

在一边骂着老鼠，一边一下下磕着那双大鞋，粮食
粒子正断断续续往簸箕里落。把队长和两个民兵
搞得进也不好退也不是。

芳草出嫁走了，燕子也已经到镇上去上班。泠
麦蒿不停地送着东西，爹又是劝又是逼的，这日子，
还怎么过下去呀！春柳心中充满愁怅。

泠麦蒿几乎隔不几天就来看春柳，每次都是大
包小包地从车上往下拎不完。

面对着那大包小包的物品和爹娘无休止的唠叨，
实在无路可走的春柳，陷入了孤独和犹豫。 恰在这
时，泠麦蒿突然提出不再勉强她结婚了，他说他终于
明白过来强扭的瓜不甜。 他说看春柳是个人才，想请
她到他的公司去，他聘她为副总。如果春柳肯赏脸，
他绝对地与 春柳以工作关系相处，不再提任何要求。

春柳一时拿不定主意，想到小苇子圈去找芳草
商量商量。

其实芳草已经在心中翻来覆去地不知考虑了
多少遍，可思来想去，终也是拿不定主意。 婚姻和
前程，这两项都关系到春柳的一生，关键时刻，一步
走错，怕是永远都无法挽回。看到泠麦蒿到春柳家
来一回，芳草的心事就加重一分。不行，不能总是
这样子不上不下的，得找时间跟春柳谈谈，看她是
咋想的。 （四十九）

小
说
连
载

小
说
连
载

鞠鞠
慧慧

李长三国画作品李长三国画作品

李长三国画作品李长三国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