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满是乡下最忙碌的时节。小满未
满，还需竭力，当然劳碌自是不必说了。

农时二十四节，小满其含义有夏熟农
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
小满，还未大满，此意深刻。

乡下有谚语云云：“小满不满，干断田
坎”；“秧奔小满谷奔秋”；“立夏小满正栽

秧”。忙，那是必不可少的。栽秧，可得赶
紧栽了，再不栽，秧子在秧田里就分蘖抹头
儿拔节了，等那时再栽出去，还能收几粒谷
子呢？小麦，正是灌浆的时候了，得抓紧最
后一次防病治虫了，再不治病防虫，那浆子
真就灌不满了，想收几粒黄金干色的麦粒，
就等着做梦吧。油菜籽得抓紧收了，再不
收，菜籽角就干了就裂了，菜籽就撒得满山
满坡都是，变霉变烂生了秧收不回去了，一
切都白干。还有养蚕，更得抓紧了。相传
小满为蚕神诞辰。蚕是娇养的“宠物”，很
难养活。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
等均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代把
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天物”，期盼养
蚕有个好的收成，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
行祈蚕节。这节日，也就在小满前后。

栽秧、管麦、收菜籽，养蚕宝宝，小满一
到，哪一件事儿都耽误不得，哪一件事儿都
得抓紧办。农事不可误啊，你误了它，它就
误你的肚皮。这是乡下人千百年来一直坚
守的最朴素的道理。

想起那年的那个小镇，时近小满，一场
迤逦的夏雨将整个川黔边地洇湿。连绵的
群山吞吐着雾气，曾经于纸上文字照面过
的 乌 蒙 余 脉，如 今 竟 活 泼 泼 地 萦 绕 在 身
旁。群山俯首，云气氤氲，想必这该是川黔

小镇千年未变的绝美景致了。雨云才过，
雾气未消，山峦层层梯田间便有三三两两
的 农 户 背 着 背 篓 出 现，继 续 着 未 竟 的 农
事。小满，正是乡下农家管理小麦的正当
时节。一丛丛绿色的麦浪，一队队随风摇
动的人头，一台台吱吱作响的手动喷雾器，
那真是乡村最好的交响曲了。“把这季小麦
管好收了，过些天再种下一季西瓜，这一
年，至少娃儿上学的钱就有着落了。”一位
四十刚出头的妇女，黑红黑红的脸庞，不停
地穿梭在一坡斜斜的麦地里，满脸挂着的
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她对我笑着说
话时，我不小心看到了她右脚的残疾。

天下之事，也大也小，时节之满抑或人
生之满，大不过如此了。有收获就有希望，
有希望就有个奔头。对于农家人来说，他
们盼望的是当年的收成如何，为能有个丰
收年而高兴，至于田园美景和时节的美好
他们是无暇顾及的。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
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唐朝天宝
年间，王昌龄被流放，李白闻讯遂作《闻王昌
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遥以慰藉好友。
据《河岳英灵集》记载：“奈何（王昌龄）晚节不
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邀荒，使知音者叹息。”
由此得见，王昌龄遭贬的实质原因，并非只因

“不矜细行”，却是因此招致的“谤议沸腾”。王
昌龄自身对此亦并非无所察觉，他曾在《为张
偾赠阎使君》诗中借典自喻：“犹畏谗口疾，弃
之如埃尘。”此正如《书·大禹谟》所言：“满招
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小满未满，细细看来，并不止时间节
令，有时也是人生之道矣。有书云：小满
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月盈则缺，水满则
溢。用力而不过力，成功而不自满，方能满
矣。猛想起，一日，在长江边这座川南小城
的滨江路边品茶。“从来茶倒七分满，留下
三分是人情。”茶楼内，茶艺师手托功夫杯，
款款道出此语，让在座者无不感悟。

天道茶道，人生之道，无非都是同一个
道理——小满莫满。

又一个小满时节来临，我突然想起那个
画面：初夏的微风吹动了田园的野草，就在那
草木丛深之处可见到那小小的茅舍。近处麦
田那嫩绿的麦穗已经抽齐，在微风中摆动时
像小孩子那样摇头晃脑娇憨可爱。而桑树上
的叶子正长得肥壮可供蚕吃饱。四野正是一
片忙碌的景象。而我却在哪里呢？是其中的
忙碌者，还是匆匆而过的旁观者？

其实，我们都在为“小满”而奔忙着，此
乃生活、生存、生命矣。

小满不满，是季节，是时令，更是未来。

万花筒

■周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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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捡得一桶金

人生之旅中，前行的路上多留一下心，再多一点珍惜
和努力，或许就能捡到一桶金，给自己的人生增一份彩。

忙完手头上的事情，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点开写作
微信群，哇，群里真热闹。师姐小琼发了一个大大的红
包，同学们兴奋地抢着，并不停地给她献上鲜花和祝福。

我爬楼看去，原来，小琼被《华文月刊》聘为特约编
辑，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替她高兴的同时，心里十分
羡慕，我和她是前后脚跟同一个老师学习写作的。都说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各人，小琼只短短几年时间，就熟练
掌握了写作技巧，每月发表的文章有好几十篇，在我们
学员中遥遥领先，不但被写作老师聘为点评师，现在就
连杂志《华文月刊》也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私下里，我向她讨教成功法宝。她反问我：“你每天摘
抄和练笔没？陈老师每天发在微博上的那些哲理短句你
都收集起来没？那些看似不经意的语句虽简短，可句句都
是陈老师对人生的体悟和思考啊……”她的一连串问题问
得我目瞪口呆。“那些你都做到了？”沉默了一会儿，我讪讪
地问道。“当然，我专门准备了好几本笔记本，阅读时看到优
美的词句就摘抄下来，并反复揣摩和深思，有不懂的就向陈
老师请教，然后每天写一篇1000字的散文随笔。这样练的
多了，文笔自然变美了，写出的文章也有深度和高度了。再
说，陈老师创作的哲理短句都是金句，随便拿来一句慢慢去
感悟，再结合自己的实际，都可以用倒思法构思一篇精美的
文章，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源，就看你珍惜不珍惜了。”我品味
着小琼的话，心想，虽然她文凭不高，基础也不好，但她在努
力学习的过程中，比我们都多留了一下心。

突然想起我的表哥和表嫂。11 年前，在某服装厂工
作的表哥下岗了。为了生活，他和表嫂在当地开了家早
餐店。表哥表嫂做事非常认真，待人真诚，做早餐的食用
油、调料以及顾客用的卫生纸都是买的品牌产品，店铺收
拾得干净整洁，给顾客的食物分量也很足，因此甫一开
张，就得到顾客的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早餐店的生意
一天比一天红火，他们忙得连找钱的时间也没有。

4 年前，心地善良的表哥有了个想法，让顾客自助买
单。表嫂皱着眉头说：“要万一有顾客少给钱或不给钱
怎么办？”表哥笑着说：“人心换人心，咱信任别人，别人
一定不会辜负这份信任的。”

第二天，他们在墙上贴了张早餐的价格表，标明每
种早餐的价格，并在摊位显眼处准备了一个零钱箱，让
顾客把早餐钱放到零钱箱里，自己找零。当天营业结束
一结算，营业额跟往日差不多。于是，他们继续让顾客
自助买单，并把店名改为“随便给”。

表哥表嫂诚信经营的故事引起人们的关注，好评如
潮。去年，当地媒体给予了报道，他们的早餐店成了“网红”
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打卡吃早餐。“生意好了，但
质量不能差，我们要做得更好。”表哥认真地对表嫂说。

遇事多留一下心，多一份执念和努力，抬起的脚步
下就是一桶金，人生旅途上自然增添了欣慰和明亮，小
琼和表哥表嫂的成功正诠释了这个道理。

■胡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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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鸣悠悠切切的午后，长长的幽深胡
同，静静的树荫，时而有淡淡的清香飘来。

有户人家的朱红大门敞开着，一面墙
上爬满了青碧的爬山虎，墙上有窗子，窗子
里探出一张年轻的脸庞，如花容颜，明媚温
婉，笑嘻嘻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窗下有一排植物，午后的阳光下浓密
的叶片依旧青郁郁的，和爬山虎的青相辉
映，简直是夏日里美妙的清凉国。那排青
郁的叶子间有朵朵洁白的花静悄悄开着，
宛若一只只硕大的白蝴蝶在枝叶上安闲地
小憩。那是美丽芬芳的栀子花。

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站在盛开的栀子花
丛中，摘了一朵，递给窗内的那个女孩子。
两个人看着洁白的栀子花，女孩子羞涩的
脸上荡漾着甜蜜的涟漪，那一刻，时光像静
止了一样。

我在午后幽静的老胡同里闲逛时偶然
遇到了这一幕，一时间不敢相信电影般清
新唯美的镜头是眼前的现实。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
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耳
边似乎响起这样的歌声，像奇妙的时光机，把

我带向曾经的那些静谧的青春故事。
“夜深月残常做梦，晓来风细时弄笛。

谁家窗下栀子花，静香偏往心头移。”栀子
花是女孩子的花，花季雨季，喜欢做梦的年
纪，盼望着窗下有一丛开着洁白花朵、芬芳
馥郁的栀子花，可以寄托如雨似雾的缥缈
的少女心思。

中学语文老师的宿舍窗下就有这样芬
芳的栀子。她刚从师范毕业，比我们大不
了几岁，童花头，娃娃脸，一点没有老师的
威严，倒像亲切的大姐姐，亦师亦友。我们
非常喜欢她。

栀子花是老师的男朋友植下的，他在
另一所中学教书，他们是同学，没有分在一
所学校。老师远离家乡来到男朋友的故乡
任教，离家远，只好住校。她的男朋友怕她
想家，便把老师的宿舍布置成老师在家时
的样子，在窗外种了很多栀子花。

那时候，在简陋的小镇中学，我们并不
认识栀子花。当老师窗外的浓碧的植物绽
放出朵朵芬芳时，我们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贪婪地闻着那香。一抬头，看到窗内，老师
的男朋友手里正拿着洁白的花朵戴在老师

黑亮的长发上。
老师笑着走出来，竟有几分羞涩，两颊

上像涂了淡淡的胭脂，很美。老师告诉我
们，它们叫栀子花，一种很美很香的花，可
以簪在发间，很好看。老师此时已摘下了
几朵，笑闹着替我们几个女孩子戴在头上。

老师的男朋友儒雅浪漫，常来看老师。
他们一起在微雨中散步，一起在虫鸣声里仰
望星空，一起在校园围墙边的草丛里捉萤火
虫，一起喝茶写诗。老师的爱情像窗外的栀
子花一样是那么的美好，散发着浓浓的香，
直向到我们那群女孩子的内心深处。

正是十几岁的年纪，我们是那么焦急
地渴望自己一夕长大，好遇见一场浪漫的
爱情。后来，读到白落梅《在最深的红尘里
重逢》中的一段话：“很多年前，总是会期
待，在开满栀子花的山头，与某个有缘人，
可以有一段清澈的相遇，也许有一天，真的
相遇，真的携手走过红尘陌上，直到某一
天，我们又孤独到将彼此忘记。”像极了年
少的我们，禁不住泪湿衣衫。

栀子花盛开的第二年，老师的爱情修
成正果，幸福地走进了红尘烟火。老师也

因此离开了我们的学校，调去了她爱人的
中学任教。老师的宿舍又来了新老师居
住，窗外的栀子花还在，依旧葱郁茂盛，在
盛夏辉煌的日光里缓缓绽放着洁白的花
朵。可是，到底有一些不同了，年少的心里
竟有几分物是人非的惆怅。

光阴无声无息，我们那群女孩子一一
长大，经历了飞扬的青春，低下头走进了深
深的凡尘烟火。那年夏天，大家从各地回
来相约去看老师。曾经玲珑娇小的老师变
成了微胖的中年小妇人，她讲起这些年的
日子平淡无奇，像一条缓缓的小溪，静静地
流淌着岁月。老师平静的语气里藏着安稳
和知足。唯一令眼前闪亮的是老师的窗外
依然盛开着芬芳的栀子花。老师像当年那
样摘下很多栀子花，亲手为我们戴在头上，
笑语喧嚷间仿佛回到了少年时。

热闹声中我想起王建的《雨过山村》：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
相唤浴蚕去，闲着中庭栀子花。”虽然青春
韶华一去不复返，而栀子花却年复一年在
朴素的日子里平静地盛开。烟火生活，要
深深爱，也要葆有三分闲情，七分浪漫。

孝媳敬老情悠悠孝媳敬老情悠悠

■耿艳菊

世故人生

■徐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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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善孝为先”，古往今来，孝道已成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美德。说起孝道，就忍不住就想夸夸我的儿媳周继红。也
许有人说我是“王老五卖瓜，自卖自夸。”不过，王老五卖瓜被
人说闲话，那是他的瓜不一定都甜，我家“瓜”咋样，我就说说
孝媳在吃穿用以及娱乐方面服侍我们的几件小事。

先说吃。多年前，我家继红开了一家农资小店，在
助手帮衬下，将小店打理得井井有条，经营得有模有
样。我们住处与她家相隔约百米左右，为了改善我们生
活，继红下班后，常隔三岔五地为我们做些好吃的，比如
发粑呀、包子、蒸米粑等等，还自己送来我们家。儿子在
单位工作，假日爱钓鱼，钓的鱼只要有两碗，继红都要送
一碗给我们，我们家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鲜鱼上桌。我
爱吃甜食，继红还常买些甜点心送来。有一次，我患了
带状疱疹，听人说，甲鱼含有高蛋白质营养，可以增强免
疫力，她就先后两次买来甲鱼给我。她厨艺不错，还上
门自己动手，那回将做好的热腾腾的红烧甲鱼，端到我
的手上，我感动得眼眶都湿了。

次说用。这些年，每逢我和老伴的生日，继红都会
给我们买几件新衣。再忙也要自己动手为我们做几道
可口的好菜。我穿的几双皮鞋都是继红去九江办事时
买的。一双价格几百块，皮质好，款式新，还特别合脚。
一次去九江办事，给我老伴买回了一双三百多元的新皮
鞋，回来试穿感觉稍小了点，她又不嫌麻烦，辗转托人带
去九江鞋店重换了一双。有一回还送了一部手机给我，
怕新手机放在口袋丢失，还特地用一块布缝了一个巴掌
大的小袋子，将手机装在里面。我们年事已高，老伴常
发头昏病，她就特地为我们买了一台小天鹅洗衣机。乐
得老伴逢人就夸：“继红真有孝心啊！”

再说乐。继红在物质生活上，对我们关心备至，在精
神生活上，更是体贴入微。她常说：“如今条件好了，不仅要
让老人吃好穿好，更要让老人玩好。老人心情好，精神愉
快，比什么都重要。”继红很忙，但再忙也常抽空上我们家
来坐坐，陪我们谈谈心。家长里短，邻里新事，无所不聊，为
的是不让我们寂寞。只要是能让我们开心高兴的事，她总
乐意去办。她知道我平时爱下象棋，有次去外地办事，路过
景德镇，花了上百元为我买了一副白瓷棋子。那年，九江市
农药公司，组织县乡基层站点负责人去三峡旅游，继红自己
没去，却给我和老伴报了名，让我们老两口游览了一次闻名
世界的三峡。几年过去了，三峡那旖旎的风光，古朴的风
情，有趣的传说，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孝，一声问候，一个祝福，一丝挂念，就是对长辈的关
爱。我身患中风，有一回，我
在一家小店门前与几个老友
站着聊天，她马上进店拿来
一条小凳，放到我的身后说：

“爸，您腿疼不能久站，这里
有凳子，您坐坐。”此举虽微
不足道，可迎来了众人一片
羡慕的目光。有个老友开玩
笑地说：“老徐，你有这么孝
顺 的 好 儿 媳 ，应 该 多 活 几
年。”我笑着点了点头，心里
在说：愿天下所有的儿女都
能如此关爱老人。

我曾多次登临过南昌赣江边上的滕王
阁，在向晚时分，临阁眺望苍茫赣水，想象着
王勃的吟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的壮丽画面；也曾不辞长路，驱车前往
长江边上的黄鹤楼，努力寻找崔颢当年题
诗壁上的苍然心境；还应朋友之约专程到
岳阳，为一登楼，亲近感受范仲淹“忧乐”二
字的家国情怀。如今，我又再次寻踪昆明
滇水的大观楼，不为别的，只为一睹那梦中
长萦不散的天下第一长联以及那借联抒怀
的青衫布衣——孙髯翁的仙踪鹤影。

和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喜欢上大观楼
是从孙髯翁的这副长联开始的，换句话说，
因为喜欢上天下第一长联，才在心中不断
搭建大观楼的巍影，渴望着一睹巍楼的风
采。但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此
联，现在虽无法说清，可以肯定的是，此联
一经接触，便深为吸引，登楼的渴念如种子
般迅速生根发芽，布散流衍。

而真正来到昆明旅游，却已是退居后
的多年。整个行程有大理，有洱海，有石
林，有雪山，到得了香格里拉，也曾入住昆
明四星级酒店，却没有大观楼的行程，这让
我很是郁闷。主动与旅行社的人沟通，宁
愿放弃整个的行程，也要去大观楼看看。
旅行社的人感到诧异，一再强调没有什么
可看，到时候一定会后悔的。我一脸木然
地望着他们，虽有犹疑，却不想后退，嘴上
斩钉截铁。也许是我的态度坚决，也许是
我的意恳心诚打动了他们，最后还是调整
行程，给了我一天昆明的自由行动。

时间恰好是仲夏之际，昆明的天气风

和日丽，清爽宜人，天色青蓝如洗，长空一
碧，偶尔的几朵白云飘过，轻如蝉翼，淡然
悠远。四围的青青荷叶一望无际，间以行
柳杂花，形成青绿色块，与天相接。微风一
动，柳枝柳叶便随着亭亭荷盖，轻轻摆动，
仿如一股色浪，此起彼伏，荡漾开来，不时
送来阵阵荷香。穿过月洞门亭子，又是一
条长甬，眼前景色有些闪烁，一楼独立，并
不高大，众树围绕，颇得景观。莫非这就是
传说中的大观楼？我将信将疑，转至楼前，

“大观楼”三字赫然在目，前门左右对联映
入眼帘。只是楼高不过三层，在现代建筑
林立的当今实在不算高楼巍峨，心中不免
有些失望。但好在是“大观楼”，而不是“大
高楼”，所以，内心深处很快就原谅了它。
走近细观，标准的颜体楷书雄强有力，不由
得朗然有声: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
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
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
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
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
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
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
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
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
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
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一边吟诵着名联，一边与眼前的景致
一一对应，努力搜寻着联中所有的写实与
想象。只可惜大门紧闭，无法登楼一望，心

中郁然。但这并没有阻挡住我的好奇心。
钱钟书说，好吃的鸡蛋不必去过问那下蛋
的母鸡。我偏是个喜欢寻根问底的人。吸
引我多年的对联作者，让我一睹清影的冲
动。仿佛隔着数百年几千里的时空，可以
通过执拗来切换。这样一想，便有了穿越
的感觉。转而向西南边上的塑像走去。这
是一尊花岗石放大的塑像，长联作者孙髯
翁先生白须飘飘，手执书卷，目光炯然，极
注前方，若有所思。站在塑像之下仰视，只
及他的膝下。绕着塑像一围，又抚膝牵衣，
摩挲良久，处静之中，我不免双手合十，朋
友为我抓拍了几张拜谒的照片，俨然一个
虔诚的拜师模样，又仿佛一对异代的知交，
好笑。

孙髯，字髯翁，1685 年（乙丑年）出生
于云南昆明，据说因出生时就长有胡须，故
取名髯。祖籍陕西三原，博学多识，主要生
活于康雍乾年间。孙髯从小就有诗名，是
个传奇式人物，古诗文写得极好。出游之
时，总是随身带书。看到科举考场要搜身，
掉头就走，认为有辱天下斯文，从此不问科
举，一生布衣，终身为民。先生好梅成癖，
曾自制一印章，上刻“万树梅花一布衣”。
今天昆明五华山北坡有大梅园巷，原来是
一个梅园，相传就是先生居所。曾目睹当
时官吏榨取民财，百姓流离失所，滇中深藏
隐患，先生更忧国忧民。当他登上大观楼，
心绪难平，激愤如潮，为我们留下了 180 字
的“海内第一长联”。长联尽摹滇池景象，
极言千年滇史，状物则物势流转，辞采灿
烂，文气贯注；写意则意气驰骋，沉郁顿挫，

一扫俗唱，被后人尊称为“联圣”。楼因联
而名传，联因人而得彰。今临楼览联，因联
及景，由景及人，不免生出些慨叹来。

滇池极目绕晴沙，万川杨柳依岸斜。
一路西南成此快，大观楼外碧无涯。
等我第二次来到昆明时却已是去年的

仲春，时令与第一次相差无几，或者说，昆
明的四季变化并不大，眼前景色依然。在
朋友的陪同下，终于登楼一览。远处的绿
水青山，近处的杨柳荷风，一齐向我涌来。
想当年，孙髯翁先生就是登上了这座层楼，
朝着这个窗口望过去，极目的景色，宏大的
场景，尽在眼前一一展现。把酒凌虚，凌的
是古今将相谁在，凌的是纵横万里如前。
时间与空间一下子全聚聚在一起，相互交
织，相互感染。眼前胜景，大好韶华，高人
韵士，选胜登临。孙先生一生布衣，却长怀
千岁之忧，曾自费溯流而上，考察金沙江，
提出“引金济滇”的设想，又考察盘龙江，写
成“盘龙江水利图说”，为执政者建言献策，
造福百姓。

面对这副长联，面对如此江山如此景，
也许能让我更近距离感受到孙先生长联中
的胸臆与才情，尤其那炽热的情怀与落寞
的心事交织。我脑子里闪过传统京剧余叔
岩扮演的诸葛亮形象来，他站在城楼之上
怆然而自负的唱道，“闲无事，在敌楼，我亮
一亮琴音。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也
许眼前的楼并不需要比作“敌楼”，但眼前
的联却成了绝妙的“琴音”。数百年来，以
此联而生发出些名联佳句者何其多也，叹
滚滚诸公谁又是那个“知音的人”？

大观楼外碧无涯
■黄爱和

人在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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