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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有九龙十三泉，最有名的
是第一峰底下的惠山泉，陆羽品其
为天下第二，故名第二泉，又名陆子
泉。独孤及撰文记载：“无锡令敬澄，
字源深，以割鸡之余，考古按图，葺
而筑之，乃饰乃圬。”对敬澄于二泉
的疏凿，身为其上司的独孤及大为
赞赏，对二泉更是赞不绝口，声称

“饮其泉，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
道”，此说不无夸张，起了现代广告
的传扬作用。

宋朝的孙觌品行不佳，为官时
诋李纲、谤岳飞，虽知平江府、临安
府，《宋史》不给他立传，可此人文笔
不错，曾替宋钦宗给金人写投降文
章，朱熹称他“词甚精丽”。孙觌有
《陆子泉亭记》传世，称二泉“味甘
寒，最宜茶，于是茗饮盛天下。”

茶叶的历史，可远溯至神农时
代，陆羽《茶经》有“茶之为饮，发乎
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之句，但最早
是用作草药来治病，或当佐料来调
味。饮茶的历史，秦汉时期就有记
载，但蔚然成风乃始于唐朝，一是有
陆羽撰《茶经》备言茶事，二是有惠
山二泉闻名天下。

早年在惠山读书的李绅，做了
唐朝宰相后，常令人“载惠山泉水数
千里，不问其费耗”，由运河自惠山

运往长安。而他写惠山泉也是情深
意浓：“在惠山寺松竹之下，甘爽，乃
人间灵液，清澄见肌骨，含漱开神
虑，茶得此水，皆尽芳味。”

受了李绅的影响，比他更出名
的另一位宰相李德裕，也“酷好兹
泉，置水递转饷不绝”。皮日休有诗
《题惠山泉》讥弹此事：“丞相长思
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忧迟。吴关去
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错
的是李绅、李德裕公器私用，而不
是二泉水有什么不好。皮日休本人
到了惠山，也是喜欢二泉的，有“时
借僧炉拾寒叶，自来林下煮潺湲”
自道。

史称“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写
过茶叶专著《大观茶论》的宋徽宗，
也酷爱惠山泉，将其钦定为御用，月
进百坛，历时十年之久。相传宋高宗
偏安江南时，专程来惠山品泉，修二
泉亭，亭上绘双龙。

宋朝大诗人苏轼则数次来惠山
品茗于二泉旁，自称“独携天上小团
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诗中的“小团
月”，是小龙团茶饼的借称，为皇上
御赐，故称“天上”，而携茶来试二泉
水，就成了人间天堂的一桩美事。苏
轼去了别处，写诗《寄无锡令焦千之
求惠山泉》，其末句便是他直白的恳

求：“愿子致一斛。”被放逐海南后，
苏轼仍不忘二泉水的味道，感觉海
南三山庵泉水的水质接近惠山泉，
就把它取名为“惠通泉”。

在古代文人眼里，登惠山品二
泉是雅兴雅趣所致。运河水道的便
利，使他们方便来到一个幽深的山
泽之处，领略隐逸生活之一二。清朝
乾隆帝论及江南诸山称，“惟惠山幽
雅闲静”，为“江南第一山”。宋人朱
无惑在《萍洲可谈》中记录了有关惠
山的一桩奇闻轶事：有官阶不小的
常州太守，就因为不知道本府境内
的惠山离府城有多远，皇上不置一
词就罢了他的官。可见此人虽熟悉
时事，也有人脉，有王安石那样的有
力者做靠山，却因了无雅兴，没去过
惠山，甚而连府志图经也不看，就丢
了大好前程。

明朝学者邵宝，别号二泉，人称
二泉先生，是本地著名的文人雅士。
他编撰的《惠山记》，对二泉的流向
有详尽记录：

源出石中，或正或侧，皆东流，
渟于上池，演于中池，于是有渠承
之。左右诸穴，咸会瀑于龙吻，汇于
下池。北过于鼋池，于金莲池，于香
积池，东入于芙蓉湖。又北东，达双
河，合五泻水，入于江，此其正脉也。

又一脉，由下池东下锡山涧，入于梁
溪，又西南入于太湖，运河皆资之。
其余旁支别派，斜分曲汇，溉田数十
顷云。

就像惠山二泉分两脉入长江、
太湖一样，无锡的人文传统，亦分雅
俗两脉。也像二泉有旁支别派而斜
分曲汇一样，无锡的雅中有俗，俗中
有雅，且雅俗交错，大雅大俗，在众
多运河城镇中，是别具一格的。

邵宝晚年研读深奥难懂的《易
经》，一日发现惠山上有一块别致的
石头，如榻如几，可倚可枕，且“有如
案者，诵可摊书，书可伸纸，饮可置蔬
一盂酒一壶”，便将它起名为点易台，
撰文《点易台石记》，极风雅之事。

惠山北坡有一条曲折山路，俗
称七十二个摇车湾，路旁有一道峭
壁，高五六丈，周遭若城垣，人称石
门，相传其命名人也是邵宝。明代
弃官回家的王问有《秋日石门观水
帘洞》一诗为县志收录，诗中有“古
洞流石髓，寒泉落清音”之佳句，为
邑人吟诵至今。而民间对石门却是
另一种想象，跟文人大相径庭，称
石门内有无数金银珠宝，邵宝是财
神爷赵公明的看门童子，本地一则
民谣妇孺皆知：“若要石门开，要等
邵宝来。”

人文风雅说二泉
□阿 福

无锡的城市形象无论是视觉
上的城市外形还是整座城市的精
神气质，都与水文化密不可分。无
锡要做出特色，应多从水元素中获
得灵感。

围绕山水做文章。“打太湖牌、
唱运河歌、建山水城”是无锡确立
的城市建设思路，随着城市骨架的
拉大，无锡利用蠡湖与太湖，打造
滨湖城市。山水相依，为无锡这个
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
在山水城市规划中，不仅要将山、
河、湖、城联系起来，还要把过去流
逝的历史组织进来。

保护与水相关的历史遗存。除
了历史建筑以外，传统水乡地区还
具有一些与河流水系相关的历史
遗存，如港口、河埠头、桥、堰体
等，它们是水乡地区特有的历史
元素，也是水文化的重要展现，因
此尤其要注重对这些元素的保护
和再利用，可以将它们原封不动
地保存，作为滨河的文化景点，以
视觉观感触动人们对江南水乡历
史的追忆。

大运河无锡段抱城而绕，穿过
人口密集的城区，整体风貌的真实
性、整体性保护难度较大。在滨河
地区开发时，应当将历史遗存进行
再利用，结合其特征调整用途，在

展现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重新挖
掘它们的功能使用价值，为滨河区
段带来特殊的魅力。要重点保护和
修复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中
心的旧址遗存，还原河、街、桥、宅、
坊、弄多景合一的人文景观，凸显
无锡先民临水而居、桨声灯影的江
南水乡风貌，重现水网密布、舟楫
往来的江南水乡文化记忆。

确保以水为主导的城市肌理。
水乡城市的整体布局要与河流的
场所特征相适应，避免现代道路网
规划与自然河流水系强烈冲突。减
少河岸湖岸的硬化，用尊重自然
的方法解决护岸问题。在蠡湖与
太湖边把更多的湖畔空间作为公
共产品，发挥地域自然特色，恢复
滩地、湿地，提供亲近自然、亲近
水体的可能；安排全城级别的公
共空间，充分发挥水域作用，凸显
主导地位；增进开放空间活力，组
织水上游览，设置游船码头、停车
场与公交站点，以此提高沿岸道
路可达性，方便、吸引更多人流到
达湖滨，开辟重要景点，包括组织
民俗活动、节庆活动，提升城市文
化内涵。

让无锡城区的河“流”起来。在
城市中大多数都是仰视角度的景
观，这种情况对眼球运动是不利

的，往往给眺望者以紧张的感觉。
水平的水面从生理学来讲会给人
以俯视的景观，使人眼界开阔,看
远看深看透，给眺望者以视觉的休
息。流动的水则更具有吸引力，无
论是急流和缓流，让我们看到了丰
富的变化反差。为了让水“活起
来”，外地实施了“自流活水”工程，
引城外湖水入城，促进河网水体畅
通有序流动，持续改善河网水环
境。希望无锡也能更好地让水流起
来动起来，增强水的自净能力，让
水变得更亲切更动人。

完善亲水平台与亲水道路建
设。近几年来，无锡注重亲水平台
与亲水道路建设，环城古运河慢行
步道在2020年4月初全线贯通，
实现无障碍通行，拉近市民游客与
古运河的距离，使运河与城市真正
融为一体，成为无锡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又一张靓丽新名片。长广溪亲
水道路建设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但
还存在一些“卡脖子”路段，建议长
广溪亲水道路建设也能畅通无碍。

水是无锡一张珍贵的名片，要
想让民众有更高的幸福感，需要我
们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加大对水
环境的治理，严控各种污染源，加
大河湖清淤，多管齐下，持之以恒，
使无锡常现绿水碧波。

让无锡城区的水“流”起来
□汪春劼

最开始知道杨绛先生是看到
被人整理摘录送给青年人的那十
二句话，如“问题在于读书太少想
得太多”之类，虽是大道理却不
觉得反感，恰到好处地给人力
量。后来到无锡工作，参观了钱
锺书先生的故居，再读《我们
仨》，更是对这样一位被称为“最
贤的妻，最才的女”的无锡人有了
更多的了解。

到今天，先生已经离开我们
四年多的时间了，然而，她那高贵
而有香气的灵魂始终长存人间，
永远用内心的坚忍和优雅给人以
温暖，给人以力量。

失意时，我读到“要锻炼一个
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
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
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
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
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
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这段
话时，竟想将自己当成“香料”。

最先使我有感触的不是先生
那娴熟的白话文写作技法，几欲
使我落泪的是先生那字里行间所
流露出来对丈夫、女儿、父母以及
祖国那份诚挚的爱。先生为自己
的“生平杰作”阿瑗“只发了一点
点芽”而“心里不能舒坦”；陪伴了
生活上笨手笨脚的钱锺书一生，
在丈夫屡次“闯祸”后的那句“不
要紧”；在女儿、丈夫先后离世后
忍着悲痛“打扫现场”，为丈夫整
理遗稿只为了“死者如生，生者无

愧”，这份深情令人动容。在牛津
留学期间，她“不愿增加家里背
累”，“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
被问及“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
当年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
么留下了”的问题时，先生这样回
答：“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
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
祖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
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
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
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
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
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
肯放弃的。”“最贤的妻，最才的
女”，先生当之无愧。

先生也曾自卑，为牛津留学
期间没有那一件象征留学生身份
的黑布背心；先生也曾愤懑，为公
费留学的名额不公平地给了别
人；先生也曾因单词的发音跟丈
夫发生过争执，甚至争吵；先生
也会苦恼恐惧，会悲伤失落。她
和我们一样，曾经有血有肉地存
在，那些让人醍醐灌顶的金玉良
言不是先生凭空捏造的，而确确
实实都是先生经历过生离死别、
大喜大悲后的真切感悟。如此
这样一个真实、踏实、愿意将自
己的人生经验送给后辈当做成
长阶梯的老者，我们有什么理由
把她忘记？

斯人已逝，我们应当秉承先
生的精神，做一个优雅的、勤奋
的、有温度的人。

且以优雅过一生
□邹旭阳

别人家的菜园至少供应一家
子，我家的菜园只够一筷子。别小
看了这菜园只有一筷子，却充满
了妈妈的爱意。

起心动念种一筷子菜园，缘
起老家妈妈的嘱咐——每次回乡
探亲，总少不了看看妈妈的菜园。
一年四季，无论哪个季节，妈妈的
菜园里总是盎然生机，冬有大蒜、
菠菜、芫荽的碧绿养眼；春有丝
瓜、南瓜、黄瓜秧的破土而出；夏
有辣椒、茄子的丰硕；秋有扁豆藤
蔓爬满了篱笆。菜园的丰富里藏
着亲情，裹着爱心，氤氲着人间烟
火味。

有一天，我对妈妈说：“我也
要学着种菜。”

妈妈慈爱地笑着说：“是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农家的女儿哪
有不种菜的？”

“可是城里哪来的地方呀？
哪来妈妈这样的菜园？”我摇头
回应。

“只要心里有菜园，哪里没地
方种呀？”妈妈很有经验地说：“家
里找个合适的泡沫盒，或是花盆
也可以。阳台上有的是地方嘛。”

“花盆或泡沫盒，这么一丁点
儿地方，种的菜只够一筷子呀。”
我一出口，竟然溜出了那么好的
一个词语——“一筷子”，说着自
己都扑哧笑了出来。

“好啊，只要这一筷子嘛，城
里人本来吃得细气，能吃上一筷
子自己种的没有农药化肥的蔬
菜，够好的啦。”

妈妈没有说什么“绿色环
保”，却言语之中有了这样的意
思。她老人家接着指点说：

“要种菜，先挖些老家菜园的
泥土放车里，天气预报晚上有雨，
下了雨，明天就难弄了。”

“那真好，挖老家菜园的泥土
就是妈妈已经种熟了的泥土，种
出的菜呀肯定跟妈妈种的一个味
儿。”我来了兴头：“那我就种最简
单的青菜吧，菜籽还有吗？”

“有，乡下人不缺这些，够你
一年种到头。”

循着妈妈的指点，我解开塑
料袋，里面有好多包扎着的小袋
子，每个袋子里的小纸片上写着
菜名，三月白、四月青、五月蔓、乌
塌菜……

我读着妈妈写的字，熟悉着

菜的品种，在字里我读到了妈妈
勤劳的日常。我生于农村，长于农
村，干过好多农活，熟稔大多农
事，就是没种过菜。今天看到妈
妈对种菜那么细心在行，不禁感
动且惭愧，我寻思现在我学种菜
不正好补了当年农事的缺课、补
了作为一个女儿对农家妈妈的
敬重？

于是我带着家乡的泥土，带
着妈妈的种子，带着温度与亲情，
带着思念与眷恋，开车回城。

我开始筹措种菜，打理我的
一筷子菜园。

我的菜园选中一只长方形花
盆，那曾经是一棵养了十年之久
的榕树盆景，后因榕树被虫蛀空，
花盆一直搁置，如今也算废物利
用吧。我学着妈妈的模样，把土铺
平弄细，无需锄头铁耙，只用小如
玩具的铲子，就能解决。家乡的泥
土成了我家菜园的温床，均匀撒
上菜籽，浇水湿土润籽，期待生命
的诞生。

就这样，每天清晨拉开窗帘
的第一件事，便是到阳台问候我
的小菜园，想想有趣，只是一只花
盆，我却视作菜园？其实心有所
依，何论大小？有位乡村哲人说：

“家有黄金千吨，一日不过三顿”，
我以为，美味佳肴满桌子，最美清
蔬一筷子。我现在拥有一个“一筷
子菜园”岂非人生一大乐事？

那一天清晨，我的一筷子菜
园润着晨露的泥土里冒出了三三
两两的小生命，它们小得精致玲
珑，披着第一缕阳光，顶着保护
壳。看着看着，仿佛能听到它们在
夜里挣扎着破土出壳的欢愉声。
小生命相继而出，慢慢长大，逐渐
铺满了菜园。赏着雪白细嫩的茎，
翡翠般透亮的叶，我很有仪式感
地到菜园里摘菜，一棵棵剪下，放
进篮子里，准备煮面条吃。现摘的
细菜带着新鲜的汁，绿了汤面，挑
一筷子细品，柔软细腻里自带淡
淡的香。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吃到
自己种的小菜了，听得出电话那
头妈妈在欣慰地笑。

妈妈说，我们一日三餐离不
开土地，热爱土地才是真正地
热爱生活，有付出，大自然必有
回赠。

人生，无需太多，得一筷子菜
园足矣。

一筷子菜园
□吴云仙

一个北方初夏的夜晚，风裹
着凉意，吹得树叶、花草随风摇
曳……父亲走了，是耋寿而终。

父亲走后，他订阅的报纸仍
如期而至，纸墨清香依旧充溢着
家厅。墨香给了我们兄妹莫大的
力量！

与一纸世界交相辉映的是家
厅窗台上那七盆母亲生前种植的
枸杞，片片绿叶、娇巧白花，萌
生了小似米粒的青果。

母亲比父亲早去世两年多。
母亲走后，父亲有时读报，却瞅
着杞果发呆，好像在寻找着什
么。伊人已去，物是人非，家人
心照不宣。有时，父亲神情凝重
的面孔也露出一丝笑容，是把字
墨与红杞并联了吧？不，是把红
杞当成了红豆！枸杞非红豆，却
也引相思。

记不清哪年哪月，母亲从报
上看到介绍枸杞的文章，就试着
养育。自从二老将盆栽枸杞置于
阳台、窗台，每到秋季，绿叶红
果枝满头。母亲美其名曰：报里
长出的果实！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母
偶尔带回家几张报纸，我们兄妹
幸有读报机会，耳边萦绕着二老
报评：“乒乓外交开创新篇章”“胡
萝卜是小人参”“半导体（收音机）
节省电池的方法”。

当年，父母爱藏报，习惯将
报纸叠得整整齐齐。时间久了，
一沓沓、一摞摞，泛黄其表，沧
桑其中。母亲还把一片片剪报单
独存放。我说：“报纸有合订本，没
必要留存。”“这是我们的爱好！”
母亲笑着说。不过，母亲也为报纸
严肃过：“你们再用报纸，先让我
看看有啥资料没有。”那是家人用
报纸剪了几双鞋样儿，我也用报
纸贴在了床边墙壁上……后来，
我兄妹步入知识殿堂，先后成为
教育园丁。报纸，也纷纷飞入寻
常“小辈家”！

报纸有首无端，延伸着历史
时光。报史上，古罗马凯撒用木
板做“报”，为世界“首报”。我国
曾有邸报、京报、“辕门抄”，而
今则是日报、晨报、晚报和电子
报。“报面平静似水，信息脉搏
如潮。”家人从报史长河中获得
了一滴水，见证了这种只有进
行时的媒体所发出的每一寸光
和热。

在电子传媒升级“快闪”之
时，我们兄妹痛定思“报”，接
力报纸代际传递，默默品味自由
阅读的闲适与甘甜，让人类最纯
净的文化力量穿透到我们心田，
为长者和后代留一处能与报纸永
恒对话的精神家园。

报纸情缘
□董克林

闲 麦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