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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追随一条江，一条富于春意的江。如此
宽阔，如同历史的垂帘，从黄山向西湖次第展
开。青山在绿水中流淌，绿水在青山间缠绵。

潋滟悬挂在远天。伫立江岸，在空濛的绿中
看江水翻卷，舟楫纵横，“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
春”（唐·王维）。

“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唐·韦
庄）。从流飘荡，任意东西。挽起垂帘的一角，去
追寻一种品质。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风烟俱净，天
山共色”“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
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水皆缥碧，千丈见
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南朝梁·吴均）。

还有什么样的纯净，比这里更能道出我要追
寻的品质？

群山冷叠，清涵万象，春山偏爱富春多。桐
庐江上“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清水一条琴。无
声诗与有声画”（清·刘嗣绾），让诗意的想象纷纷
折腰。

“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
日”“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
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让“鸢飞戾
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吴
均）。

那一年，他从华丽的樊篱中走来，登上漂泊
之舟，再不回头。隐者之名，无人知晓。夜与松
风，抚弄山脉，上面是一望无际的星空，群星无
声地呼啸。荒野下沉，孤筏独桨，归隐于草木之
间。星空之下，山谷的微风，卷走了时间。遗忘
脚下未曾耕耘的山野，抵达思绪弧形的边疆。在
露水与浮花过后，重新叙述一生。

不再需要深究这个你争我夺的世界了，不再
需要费尽心思地揣测预言，出谋划策。

不再错过最好的年华。
在最长最长的冬天，可以不再出门。在最长

最长的夏天，穿过丛林和山涧，或赤脚涉水，或
和衣而眠。任随飘零的花瓣，在衣襟上写诗。

早上是云彩炽燃，白昼是河流绚烂。原野的
物语，一切都未曾改变。晨光，霜露，薄雾，绿
过浅坳的新茶，雏菊、紫薇与松柏，其间野花
开。山下的水湾，有妇人在捣衣说笑。坡上起了
炊烟，水下鱼在响动，更远处，一只水鸟停在船
头，隔着迷雾注视着隐者，注视他脸上儿时的欢
喜和悲伤。

欲求与超然，从来是无可两全的纠结。这么
多年，壮怀与气血，都消耗了。优渥与才华，曾
使他跻身显赫的殿堂，现在却因平凡琐事备感快
乐。日常所忽略的事物，在此刻融化升腾。无人
的地方，将会有自己新的田园。推开清寒的窗
户，在书案上种植文字。斑驳的院墙外，牲畜暮
晚归巢。水沟里漂浮着苔藓和浮萍，静静地等待
洁白的霜雪。

灰色的草屋，被百花围住，随山坡起伏。四
周是无边的寂静，而七弦和鸣。兰草与竹叶披风
而上，看到了远方。握住钓竿、握住安详，丝纶
勾勒出山居的韵律。

“桐江连天兮秋水长，富春摩空兮烟树苍。客
星兮寒芒，汉宫兮苔荒”（明·李昌祺）。曾经的布
衣一介，扶汉九鼎。在一个污浊成风，节廉道丧
的时代，脱身势利，高蹈林泉，风节凛凛以激颓
波，优游恬退以厉污俗，“因山以为台，因水以为
滩，因草以为丝，因木以为竿”（明·袁宏道），独
向桐江钓烟水，宁着羊裘兮垂纶沧浪。说什么

“紫宸同御寝，玄象验客星”（唐·吴筠），说什么
“尊莫尊于天子，贱莫贱于布衣”（唐·罗隐），对
于一个“远性风疏，逸情云上”（南朝·范晔） 的

人，世俗的尊卑早不在乎。
水面上浮着一串静静的渴念，池塘衔着长笛

一杆。多少人在生活的水边坐下，屏住呼吸，把
心灵的鱼线放长，让自己成为鱼饵，沉浮在深深
浅浅，等待未来上钩。

先生垂钓的寓意，有谁懂得？独钓寒江雪，
并非空写寂寞。不在乎一无所获，只是把握着鱼
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所钓不在鱼，挥纶以自
适”（唐·李德裕）。与鱼无关，与水无关，与世界
无关，只关乎那个惬意的姿态和一个完全的自己。

隐逸的意义总是那么让人怀疑。“俯见触饵
鳞，仰目凌霄鸿”（唐·权德舆）。对权力的矫情回
避和对名声的刻意追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严子陵让我钦敬的不是对富贵的蔑视，不是
他的遁世、隐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他敬重
生命、热爱生活的纯粹品质。

将近 2000 年历史的桐庐，保留着淳朴的古
风。苍老而又年轻，与日月同行。桐庐的瑶琳
洞，是国中洞冠；桐庐的琴溪，是秋桂弥漫的香
谷；桐庐的玉器，黄帝以之为兵；桐庐的桐君，
是中医的鼻祖；桐庐的女儿村，延续母系氏族的
风情；桐庐的野生茶，汤澈芽立似银剑出鞘，茸
毫隐翠而芳香清高；桐庐的洞藏酒，陈年佳酿久
未启，开坛畅饮似行空。

庐者，居所也；桐者，油桐也，梧桐也。梧
桐引凤，故桐庐凤凰来棲也。自魏晋南北朝至有
清一朝，名贤成千，在这里留下名作无数。

严子陵钓台，俯瞰着富春江龙门峡。严子河
的石洞，仍存着传说的石钟、石井和煎药的老
灶。一束轻烟飘散的记忆，画出一个乡间老者的
平凡暮年：

身披曙气，踱步阡陌，春种夏长，秋收冬
藏。万物依循因果，天道自然轮回。惟有承载一
切的大地，始终深厚坚实。

河流从星宇之间划过，不知名的芬芳，在空
中弥漫。一年四季十二种变幻的色彩，欢聚一堂。
而每一天的清晨，富春江的清流，都洗涤着内心。

古树的枯叶，纷飞如雪。恍惚之间，人已年
迈。静谧的长河，穿过了喧嚣，明眸被落日模
糊，素衣带水走过了岁月。月下的石桥，故事已
老。没有人知道凋零时，风的谜语。不再有人在
月落时，身披晨露，轻叩柴门。

白云不语。蓝天不语。青山不语。任皱纹爬
上额头，任青丝换作白霜。所有的雄图伟略，所
有的风流倜傥，所有震烁古今的俗念，只能维持
浅薄的一生。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在云烟
中羽化。

无数的青山侧身站在黑夜，所有的高贵早已
云散，只有他总是心如止水却又光彩夺目。繁花
飘落在未知的地方，人格始终站在尘外的深处，
淡然面对众生……

假如 ，春天还在远山瞭望
雷声还在云层孕育
木棉花啊
还不曾在春风里启开生命的旅程
这红花岗畔的刑场
怎能成为人间最华丽的婚礼殿堂
面对我们相处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们深情相望
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明亮的星光
我们倾听
神州大地的天空
白鸽将和平的翅膀声声振响
木棉花开，冬天已经走远
火红的如同天边的彩霞
映红了这灰雾笼罩的枯荒
我的爱人
今天我们就要分离，天各一方
从此就要魂系高山大江
那无尽的时间的远方
是爱人你坚定清澈的目光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是你我共同理想的启航
金橘是阳台上温暖相系的符号
多少次日升月落
我织着毛衣 ，倚着窗
盼着你平安归往
街道拉响的警笛让我忧心牵肠
染血的木棉花手帕止住你的伤
忠贞从此印在彼此的心上
满怀对真理与幸福的渴望
为逃婚我千里迢迢渡江
广州啊！革命的天堂
烈焰熊熊映照四方
木棉花的爱人啊！是我一生的向往
没有共同的理想
爱情不过是废墟堆里遗落的失望
革命的红云似丹心向阳
冷落了一次又一次热过的饭汤
木棉花啊
是盛开在白色恐怖下的革命火焰
忠诚
是反动派手中一朵脆弱的枯花
我的爱人
我爱你如红梅高洁清香
我爱你气吞万里如虎
金戈铁马从未抑制侠肝义胆
你勇敢温柔的目光
照亮我心上最柔软的地方
呵护了这冰冷残酷世界的晴朗
你是我木棉花一样的爱人
从此革命的路上
并肩携手
无惧苦难的岁月丝丝缕缕地揪长
不怕万里路遥
任凭千山万水奔向胜利跑道
黎明在敲响天际的曙光之门，天就
要亮了

雍，我想当老师
给孩子们将今天与明天讲讲
军，失败是暂时的
我们要坚信共产党
与千千万万的同胞一起
用磅礴的力量将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雍，让我将补好的围巾给你系上
我将用深情补满你孤独的洞
用革命的熊熊烈火焚烧这旧世界
流血的伤口绝不流泪
窗外繁星闪烁
我们共同与天道斗争过
战过这恩恩怨怨的黑白无常
要将革命的火种保存在这世界娑婆
让这铁窗炼就你我的忠魂
军，请将这方沾满鲜血的手帕收下
也许，我们瞬间便要天各一方
不，铁镣拷不住激情与梦想
我誓与你共赴刑场
让四万万众生来作证

太阳的温暖终将消融这严冬的漫长
啊！母亲在人群中含泪凝望
她花白的头发让我心慌乱悲伤
我也曾渴望花前月下，柴门犬吠，
儿孙满堂
为了明天的青年能够共同自由恋
爱、自由呼吸
为了苍穹下这片土地能够自由欢畅
我们的骨头不怕被鲜血染透
看！木棉花开了
革命的春天来了
它灿烂如霞
是火凤翩舞在这珠江之上
落英纷陈
是永不褪色的丹龙飞翔
蓝天心甘奉献给白云
玫瑰情愿奉献给爱情
今天，我们的鲜血将洒在这里
将青春奉献给伟大的革命信仰
1928年2月6日
这将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红花岗畔的刑场
是我们婚姻的礼堂
看那美丽的明霞是我们新婚的被子
圆圆的月儿温柔地给婚礼点上祝福
的新灯
花香从风中穿过
水从竹子边潺潺流出弹奏琴乐
反对派的枪声，是我们的婚礼礼炮
奏响
我的爱人
请戴上我亲手缝织的木棉花围巾
让这英雄的花永久开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的灵魂是一面随风招展的旗子
每颗灵魂如同流星有自己来去的方向
让我们纯洁的爱情最后一次紧紧相拥
浊恶并不能束缚明亮的月光
让革命的巨浪荡涤这尘埃
在今天向未来报到
让和平之歌将祖国的锦绣山河唱响

9 天时间，我从上海出发，途经海口、三
沙永兴岛、贵阳、黔南，最后返回上海。这9天里
有太多事情让人印象深刻，无数风景、人与物蜂
拥而来，刺激着我的感官，敲打着我的思绪，让
我从自己熟稔的生活里跳脱出来，促我正视，迫
我思索：世界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什么样的？这
个时代这个世界上的人民，又是什么样的？

且不说有那么多人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现
场的贵州，单说到三沙后我所见到的世界，就
和我平日身处的世界、甚至和我曾经见过的任
何世界都迥然不同。

第一天刚到，我在中午顶着大太阳出门，
从西沙宾馆走到北堤头灯塔，仿佛走过了西沙
群岛的前世今生，日本人的碉楼和中国军队收
复三沙纪念碑先后出现在眼前。灯塔下，我看
到了这里的大海，不同于以往见过的海，这片

海是多么蔚蓝、纯净和辽阔啊。
我在海边沙砾上看到一只翅膀受伤的海

燕，看它反复挣扎，仍然飞不起来，就想帮它
一把。我把它从烈日炙烤的海边，挪到一棵葳
蕤的刺桐树下，想着有树荫还有小虫，能让它
补充体力。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永兴岛乘汽艇前往七
连屿中的赵述岛。汽艇奔驰，不时被浪头高高
抛起，又硬邦邦跌落。浪高 1 米左右已经如
此，不知道浪高七八米得是怎样。赵述岛走一
圈只需10多分钟，却囊括无限美景。珊瑚沙滩
白净，大海的面目不断在浅绿、浅蓝或深蓝间
变幻。返程途中，看到一条飞鱼浑身闪烁水
光，紧挨着船左舷掠过。

岛上植物众多，短短几天，我认识了好几
种：榄仁树、草海桐、海滨木巴戟、抗风桐

等，还有好几种植物连形色也没识别出来。除
开野生植物，人工种植的也不少，有椰树、草
海桐、银毛树、黄槐决明等。岛上水少，种树
不易，还好现在有了海水淡化系统。路边有工
人握着塑料管子浇水，用的应该就是淡化后的
海水吧？我在海水淡化车间喝了一小杯淡化后
的海水，似乎比一般淡水还要“淡”。

在赵述岛岸边捧起海水尝一尝，满嘴苦
涩。以前我也尝过海水，知道滋味复杂，可见
到这么纯净的水，还是忍不住去尝试。一群白
鸭子在远处嘎嘎叫，仿佛在笑……

这样的世界新鲜得仿佛随时会滴下汁液，
万物生长，人民安乐。而维持这一切运转的，
是岛上的几百官兵。他们时刻准备着，为了这
小小的，却又无比珍贵的岛屿冲到最前面。我
未亲眼见过这样的生活，一边那么闲适，一边

那么紧张。而这正是世界运行的法则。
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看到更真实、更

全面、更大的世界。
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每个人所看到的

世界，都是非常有限的。每个人的来路都只是
窄窄的一条小路。而这窄窄的一条小路，正是
我们绝大部分写作者最重要的资源。管中窥
豹，尝鼎一脔，一叶知秋，固然不错。然而古
人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说，操千曲
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现实的大量占
有，才能洞幽察微，真正了解时代内在的脉
动，叙写真正的时代精神。

只有努力看到那个远远超出自己的世界，
所写下的文字才不会在文学内部空转，才能对
这世界、这时代做出有效的回应。

湖州与我的故乡苏州一湖相隔，亲如手足。
这湖，就是太湖。为什么此湖叫“太湖”而不叫

“大湖”呢？因为在吴语语境中，“太”比“大”
要辽阔得多，所以在我们祖先的眼里，太湖远比
一般的大湖辽远宽阔。

太湖确实大。我小时候虽然只在太湖的一
边——苏州生活与成长，但感觉真像是在天堂里
一样。碧湖蓝天相连相映，大朵的白云时而在天
上飘荡，时而又追随着小船落在湖里游荡。刚刚 3
月，红色、粉色、白色、黄色的花朵，便迫不及待地
绵延，开满了湖岸。春去秋来，10 月桂花携带着
扑鼻而来的香气，弥漫湖岸，洒满整个姑苏城……

儿时的我并不知道，在太湖对岸，还有一个
与苏州一样宛若天堂的地方。长大后到了部队，
几位战友认我作半个老乡，说他们生活在苏州对
岸，太湖的另一边，与我是饮一湖水长大的湖州
人，后来还差点儿撮合我当上湖州的“上门女
婿”呢！

第一次到湖州城，已是 30 多年前。那时天还
蒙蒙未亮，窗外就传来了熙攘的吆喝声，遂起床
来到马路上，满大街竟然已摆满各种卖鱼的篓
子。大多数鱼是鲜活的，不但不让人觉得有腥味
儿，反而飘荡着湖水的清香，正可谓：“闭门防惊
鹭，开窗便钓鱼。”本来就喜欢吃鱼的我，从此对
湖州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后来我去了湖州的长兴，那里是湖州产煤和
产粮的地方，长兴富矿沃田是我对湖州的一个新
认识。再后来我又到了德清。方知“世外桃源”
原来并不只是陶渊明所言桃花源一处呵！德清之
美、之秀、之灵，正是属于那种“天堂里的翡
翠”般令人赏心悦目，它的气质中蕴含着温致的
人文之雅。

因为创作《那山，那水》，我在领略了安吉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后，对湖州有了更深彻
的认识，那就是湖州人思想意识里崇尚自然、热
爱自然、保护自然和亲近自然的品质，着实值得
国人好好学习！

更深刻的认识是因为南浔。南浔与我的故乡
最近——可谓伸一下腿，便到了吴江之地。古时
吴江与南浔本来就有同饮一河水、同赚丝绸钱的

“乡里乡亲”之情。有了这样的天缘，我这个报告
文学作家，对南浔也是格外有爱意的。报告文学
作家徐迟先生就是南浔人，身为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会长的我，这些年也一直肩负着与南浔合作，
致力打造“中国报告文学之乡”的使命，一年当
中总是要去南浔几次。已经成功举办了 20多年的

“徐迟报告文学奖”就在南浔举行。每一次颁奖盛
会，都是对南浔的一次重新认识和亲近，这样的

感情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走走看看，更多的是一种
回家的感觉。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认识
和热爱湖州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古人早就表达
了这种切身感受。在我看来，湖州与其他江南水
乡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于清境中散发出的那股悠
然。

“悠然”为何物？它是人的一种心境，是安闲
与淡泊。安闲中存留一份自由自在的淡泊，淡泊
中又含有独处独尊的情调。湖州的这份悠然之情
源自何处呢？我以前了解并不多，在近两次到湖
州，游览临风一个个塘湖溪流之间的“漾”之后，才
真正领悟和意识到了“悠然”的准确意味。悠
者，富足自在，天塌地陷皆不怕，风吹浪打，依
然淡定自若；然，在方寸之间和广阔的天地里，
皆可把握命运，同时也能创造奇迹……

“漾”，本是一个动词，可以解释为风在水面
上吹起微波。但湖州的“漾”，则是一个名词，它
基本上就是我们苏州老家说的“河塘”与小湖之间
的那种水域。但将“塘”与“河”转意为“漾”
后，一下子将湖州人的审美素质和生活情趣凸显
了出来，而且让人浮想联翩，满怀诗意与情愫。

“漾”能让人陶醉，也能让人奋起；能让人含目
凝思，也能让人立身顿悟；能让人缓缓斟酌，也能让
人激扬成章；能让你遥想星空，也能让你足踏锦
绣；能让你荡涤浊流，也能让你包容浩瀚……总
之，“漾”，准确地表达出了湖州人才有的情调与
品质。这种情调和品质非他地所能及，因为它是
苏州与杭州两个天堂的中点。唯湖州才特有的天
造之物和人气精华，是最具本质的千年不衰的优
长资源。

我们当视“漾”为湖州的灵性之魂，这个魂不可
失，祝愿湖州的“漾”，风生舞起、满塘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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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人家》 刘旭春绘 图片来自《美术报》

《红棉一枝擎天立》 马腾蛟绘《红棉一枝擎天立》 马腾蛟绘

《富春图之五》 诸 明绘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陈世旭《追随一
条江》 是作者在桐庐凭吊严子陵的有感而发之作。
全文将古人经典诗文与作者直观体验融为一炉，兼
具文体之美与文化容量。杨清茨 《木棉花开红似
火》 缅怀革命先烈周文雍与陈铁军，刑场上感人至
深的婚礼像火红的木棉花一样，是革命史中永恒的
一抹亮色。何建明《湖州的“漾”》，一个“漾”字将
湖州的灵性与诗意尽数囊括，湖州人的审美情趣也
彰显其中。甫跃辉 《看见辽远世界》 回顾自己的三
沙见闻，表达出只有对辽远世界不断探索，才能有
效书写世界与时代的感悟。 ——编 者

（本版其他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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