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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暮春 张建中

我从来就喜欢江南的早春，尤其喜欢江
南早春的潇潇雨丝。清人凌芝泉有诗：“春烟
黯淡春云驶，二月江南雨声里。”江南二月的
雨有些调皮，有些任性，雨中带着浓重的春
寒，冻冻你，刺刺你，惹惹你，但它毕竟湿润、

婉约、熨帖，丝丝寒意中蕴含着绿意，像唐诗
宋词中的明丽而调皮的女子，“闭门不见郎，

手摩郎玉坠”，但雨过不久，便是蓬勃和暖、

充满希望的春天，所以早春自然是我一直喜
欢的。

但是在我心灵深处的天平上， 比较而
言，还是暮春的分量更重些。

暮春， 原该是一个带些伤感的季节，正
如林黛玉的《葬花词》就是一首最典型的抒
发“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的长
诗，而在这首美丽的长诗中，我最喜欢的两
句则是 “杜鹃无语正黄昏， 荷锄归去掩重

门”。因为这正是最为典型的暮春的场景。可
是远在我童年的时候，毫无伤春意识，却就
是喜欢暮春时节， 这是因为那时的我还小，

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伤春意识，只知道这一
时期，人的感觉有些特别，天气大多不冷不
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十分舒适。

当然， 回想起来， 那时———直至我的一
生，我喜欢的不是那种阳光朗照的暮春，而是
江南宁静、明朗的阴天里的暮春。在这样的暮
春里，植物———树木的绿色，不是早春时的稚
嫩柔弱，而是变得厚重成熟，却又没有夏的老
辣无情。似乎一切都很醇厚，一切都仿佛被包
裹着、浸润着厚厚的水汽，空气中也时常氤氲
着似有似无的淡香， 如同人的灵魂和心情既
不张扬，也不忧伤，而是沉稳地通透地理解这
样一个从春到夏的过渡时期， 更重要的是享
受着这一时期的宽厚和博大。

那一时期，我经常去的是上海的绍兴公园
和复兴公园，只要在那里，从暮春的树木旁经
过，总会不时袭来馥郁的芬芳，虽然已过了“芳
气袭人知昼暖”的阳春时刻，但还是有那么点
意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要比“芳气袭人知昼
暖”更含蓄，更厚重，更绵长。暮春无疑会使一
些人伤感，例如前面说到的林黛玉，但至少我
不，至少我觉得暮春带给人的慰藉要远远多于
它给人带来的伤感。

清人有诗：“十里秦淮春无缝”。 我最欣赏
的就是“春无缝”这三个字。如果说早春、仲春、

阳春正在积聚着春的力量，那么暮春就有“春
无缝”的意味了，就有“重帘不卷留香久”的意
思了。

有谁是不是还记得一片刚被刈割过的草
地发出的那种浓烈的清香？这恐怕就是暮春的
气息。记得一位叫爱维尔夫人的法国作家在她
随意而优美的信中曾经写道：“难道还有比刚
刈割过的暮春的草地更好的天堂吗？”

这就表明，“天堂”的气息在暮春时节特别
滋润地向四处飘散开来。

我就更有理由喜欢暮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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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喜欢杂文，我多次踏访鲁
迅故居，因此对那儿的三味书屋何
以名之三味，而不叫二味、四味或
N味，产生了研究兴趣。

按词性，“味”大体上有三个层
面的含义： 作名词时， 指味道、品
位；作动词时，指品味、品尝；作量
词时，相当于“种”，如，这个方子共
有七味药。

说三味，绕不开三昧。这两个
词仿佛一对双胞胎，外形有几分相
似。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还真有
人像白居易《长恨歌》里说的那样
“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
识”———读书看报， 常看到有的文
章作者将三昧与三味混为一谈，该
用三昧时用了三味。其实纵是双胞
胎，从形体到个性，二者不难辨认。

三昧，佛教用语，梵文 Samdhi

的音律，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
平静， 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借
指事物的要领、真谛，新、旧词典
里， 都能很容易地查到这个词，释
义大同小异。三味就不同了：同是
商务印书馆编辑、 出版的词典，建
国初期的《四角号码新词典》、2003

年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2012年 6月出版发行
的《现代汉语词典》里面都见不到三味的踪影。

词典里“三味”踪影难觅，生活、史料里不难
觅。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三味
书屋。三味书屋，在绍兴城内鲁迅先生的故居附
近，是先生少年时期的读书处。书屋叫“三味书
屋”，历来说法不一：一曰三国时期著名儒宗董遇
说过，冬天是一年中余下的时间，夜晚是一天中
余下的时间，阴雨天是晴天余下的时间，劝勉人
们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努力学习。宋代文学家苏
轼对董遇的这一说法极为赞赏，曾作诗说“此生
有味在三余”。后来，寿镜吾的祖父寿峰岚认为，

学习中就要凭借“三余”精神努力进取，并据此将
“三余书屋”改为“三味书屋”。

二曰当年的房主，鲁迅的塾师、清末秀才寿
镜吾认为“读书有味”，加之书屋后园子里种了梅
花和桂花两种树，称为“二味”，合起来便是“三
味”。

三要说到寿镜吾的孙子寿宇，他对“三味”的
解释是:“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意思是为
人要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以粗茶淡饭
为满足，不羡慕山珍海味的享受；认真体会诗书
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意味。

四是宋代李淑在《邯郸书目》中写道：“诗书，

味之太羹（gēng），史为折俎（z?），子为醯（x?）醢
（hǎi），是为书三味。”这里是用三种味道的食物比
喻古代的三类书，即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的书。

“诗书，味之太羹”，意思是说经书像是食物里的
太羹。太羹是不加佐料的原汁肉汤，是我国古代
最初祭祀用的食物。 因为经书也是我国最早的
书，故把它比作太羹。“史为折俎”，意思是说史书
像食物里的折俎。折俎，即大块肉。大块肉比起不
加佐料的原汁肉汤，味道当然浓多了。因为史书
包括的内容非常多（如“四史”、《资治通鉴》等），

故把它比作折俎。“子为醯醢”， 意思是说诸子百
家的书像食物里的醯醢。醯醢，即肉酱。肉酱的制
作花样很多。诸子百家的书体裁不同，风格各异，

故把“子”比作醯醢。

读这三类书正如品尝这三种食物一样，各具
特色，风味迥异，称之为“三味”，因而将书房取名
为“三味书屋”，寓含博览群书之意。

“三味”，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用法或曰指
代，也是本文开头述及的：一副中药剂量里若含
有若干种中药材成分,多用“味”作量词来称谓。含
一种成分叫一味，含两种成分叫两味，依此类推。

中成药六味地黄丸， 就因由六味中药材组成，其
中熟地黄为君药，故名之。看来，同为味，不论是
以名词的形式出现还是以量词的形式出现，它们
都与“三昧”之“昧”的含义、用法相去甚远。

总的来看，在现代汉语里，三昧一词的使用，

面大量广。相比之下，除了鲁迅先生启蒙的“三味
书屋”广为人知外，“三味”的使用，面窄量小。加
上“三味”没有相对固定的含义，所以，它没能被
词典收录。

去看一条河的真身 任芙康

朋友问我：“京杭大运河，还有吗？”

对方三十几岁，正是迷恋脑筋急转弯的
年纪。因博士身份，其满脸狐疑，让人相信不
是玩笑，便回答：“应该……有吧。”他却索性
摇头：“我开车找过，从北京动身，经天津、河
北，到山东，没见着一条南北向的大河呀？”

我亦走过同样的路，起过同样的疑，其实有
点认同他的话。

这是数年前，大运河斩获“世界文化遗
产”时的一段往事。朋友伶俐，见我有些结
舌，便用话岔开：“既然称作遗产，或许已经
消失了吧。”我亦不再坚持，但这条河的来龙
去脉，就此成为下意识里一桩心事。

前年秋天， 我到了北京通州大运河源
头。旧时的石坝码头，乃康熙、乾隆数度登船
南下的皇家船埠。1855年黄河大决口， 成为
大运河南北断航的象征。之前的 1851年，安
徽姑娘兰儿（另有一说，这孩子压根儿就出
生在京城）由此上岸进宫。说来难以假设，如
果晚了区区四年， 未赶上运河繁盛的尾巴，

兰儿便无缘从水上漂来， 而只能经陆路赴
京。悬念在于，千里迢迢，风吹日晒，还会有
一笑百媚的成功“面试”么？进而，还会有赫
赫有名的慈禧太后么？

通州人颇会装点环境。 昔日老码头四
周，另有旧桥、旧塔、旧河道，加上新添仿古
龙船、文化广场及运河公园，遂与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号有了样
式上的配套。我一一掠过，只是关心眼前水
面淌入的河道，叫北运河吗？方向感又告诉
我，北运河平缓的流向，是东南方的天津三
岔河口。在此与南运河交汇，成为海河，径自
东去入海。这半路脱逃的水道，还算得京杭
大运河的序列吗？

再返身瞧瞧。由三岔河口，南运河逆水
西上，至古镇杨柳青，改向朝南。途中时而收
纳一道溪，时而断于一条河。磕磕绊绊的南
运河，而今唯在“引黄济津”输水时节，展现
些许余勇罢了。

究其实，京杭大运河殁于鲁、冀、津、京
一带，恰恰源于海河水系的株连。众多自诩
“海河儿女” 的人未必晓得， 海河全长仅 70

公里，其流域面积则广达 30万平方公里。照
习惯说法，排在长江、黄河、珠江之后，流域
面积位列全国老四。 盘点五大洲水文地理，

主干之短促，水系之宽泛，不可思议的反差，

让海河稳坐全球头把交椅。

面对海河的怪异，不妨放胆想象，做一
外行的梳理。其流域西至太行群山，北含蒙

古高原。难以计数的大小河流，如经络密布，

在华北平原扇状散开，面朝低洼的渤海湾天
津一带，呈归顺般倾斜。承接水量最为集中
的海河，顺理成章，成为浩瀚水系的领衔。

华北西部及北部高地，植被甚差，夏日
太阳赤裸裸地照着，一片巴掌大的树荫都成
稀奇。每遇暴雨，不论持续长短，皆有山洪裸
奔作祟，致使中下游水患频仍。1963年秋，一
场凶险的洪灾刚过，雄才大略的毛主席发令
根治海河。矛头所向并非见头见尾的短短主
干，而剑指庞大水系。流域上下，自此进入热
火朝天。每逢秋汛收尾，数十万、上百万劳
力，开进大小河谷地带。红旗招展中，使用
锨、镐、推车之类，筑堤挖河，建库扩湖。如此
治理，一干二十载。百业萧条中，亦未曾停
歇。1970年底， 我随部队疏浚首都机场西侧
的温榆河，天寒地冻中，抡锨半月而斗志不
衰。炊事班有大队送来粉条、白菜（还曾给过
半扇猪肉），晚饭后则观看“铁姑娘队”的慰
问演唱：

想亲人，望亲人，山想人来水盼人，盼来
了老八路的接班人。 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

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见了你们总觉得
格外亲。

其时涉世未深，却已能分辨出，朴实、活
泼，才叫作顶级可爱。她们的歌声，像含着灵
丹妙药，足以抑制怕苦怕累，有效缓解腰酸
腿疼。

如今的海河流域，“根治” 已成为现实。

四十年间的大小河道， 成为太平盛世的佐
证。间或夏雨滂沱，终因水利设施步步设防，

犹如节节截流，中下游河道，纵然涌现滔滔
波浪，亦多为有惊无险的点缀。

风雨，升级为风浪，在降水历来金贵的
华北大地，早成奢侈景观。一条雄赳赳、气昂
昂的大运河， 走到这块火运健旺的地盘，仅
靠残汤剩水的补给，踉踉跄跄，直至最终倒
下，完全符合天时地利。故而，可以断言，失
却自身造血功能的海河流域，正是京杭大运
河折戟沉沙的伤心地。

却说这几年，因俗务游走，巧遇扬州、无
锡、苏州。我总会不由自主，打探运河种种。

有的主人，满脸茫然，三言两语，搪塞过去；

有的主人，则如数家珍，意犹未了，往往还会
带上你，去看一段运河的“真身”。

又凑巧，一个薄衣单裤的春日，经湖州
到杭州， 与水量充沛的运河数度结伴而行。

杭州拱宸桥，三孔石拱古桥，长约百米，横跨
东西，公认为京杭大运河终点标志。倚桥头，

朝北望，无想象中的宏阔。但见水面从容，既无
赶路千里的疲惫，亦无末日来临的凄惶。再南
行短短一程，大运河将告终结，汇入钱塘江。我
心下惊佩，只有见过大世面的大运河，在这告
别“人世”的时刻，方能如此气定神闲。

大运河见过大世面，绝非虚说。我这几年
走走看看，不经意间，脑子里多少添了些运河
的皮毛。西高东低的地形、地貌，决定着华夏大
地的大江大河，大多西向东流。大运河挣脱制
约，背离天意，由人工挖掘出来，不管不顾地自
北朝南流淌，且两千里的路途，又抵达两千岁
的古老，其长度与久远，遍览古今中外运河史，

均属举世无双。

我曾见识过几位运河行家， 对若干细节，

满腹经纶而又莫衷一是。便晓得，于大众而言，

无须去作专业考古，晓得点轮廓，即可自得其
乐矣。为着南粮北送、北货南输，大运河从隋朝
的杭州登程，终点洛阳。通了七百多年，元朝到
来，洛阳陨落，遂截弯取直，朝向偏东，再正北
前行，终点北京。

途经浙江、江苏境内，俗称江南运河。此段
水网交错，分分合合，如欢喜冤家打架。运河竟
也入乡随俗，腾挪有致。比方，为抵消长江、淮
河、黄河等天敌的阻碍，陆续翻越大大小小的船
闸，借以消弭水位的落差。又比方，流着流着，从
南端融入某片湖，再经北端穿出；流着流着，从
西头结交某条河，又由东头分手。再比方，一段
明明畅通的河道， 突遭洪峰决堤， 或因天旱断
流，三二年间凋敝、废弃，面目全非。但无碍，哪
怕东闪西避，数十、数百里地绕行，依旧默默顺
从，辗转前行，寻得机会再北回南归。实在走投
无路，还曾有过舟楫顺流入海，沿海岸北去，至
天津，进海河，上北京。反正，表面的随遇而安、

落拓无羁、相忘于江湖，乃着实的审时度势、忍
辱负重、构思于本能，就为坚守初衷，将南方与
北方之间，贯通出一片活泼的景气世界。

京杭大运河， 远不是寻常概念里的水道，

你永远不可以惦着，自起点登船，有个三天五
日的篷窗观景，顺溜溜儿就到了终点。孔雀东
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故事，出自汉代，又分明是
为四百年之后兴建的大运河状物言情。运河表
象飘逸，实质坎坷。好似孔雀奔东南，若比喻五
里一徘徊，距离过短，眷顾得就有些琐碎。但要
说百里一徘徊，则大体符合实情，且很是传神
了。一言以蔽之，运河柔韧的迂回，同样在古今
中外，算得江河湖溪的楷模。

已经不止一年两年， 我有种莫名念头，总
想目睹一段畅畅快快的大运河。河是河，岸是
岸，不要揉搓，不要缠绵，不依靠天，不指望地，

百舸争流，渔舟唱晚。两个月前在南京，一位朋
友听罢我的 “宏愿”， 扑哧一笑：“你这大大志
向，只需人到徐州，便可小小实现。”

隔日中午，我到了徐州，到了徐州城南的
窖湾。窖湾，本是荒野一片。很久以前，随运河
通来，几户人家顺水而至。然后，人烟袅袅，鸡鸣
狗吠。日子如水，路过的船多了起来，投靠的人
密了起来，便积攒起苏北“小上海”的盛名。镇子
排场甚大，尽是老街、老屋、老树、老庙、老作坊、

老门楼、老学堂。跨进山西、山东、江苏、福建几
大会馆，繁复的明清建筑群，无一不高楼深院，

还原着昔日“移民”云集的商埠盛况。此刻，混迹
于挨挨挤挤的人流中，穿行在土特产的商铺间，

样样吃食是可以拈起来尝的， 种种货品是可以
拿过来瞧的。最终不合你心，未成交，亦无妨，店
家似乎全不懂嗔怪为何物。 我看中一把竹质提
子（用于坛罐取酒），造型那个简洁，打磨那个圆
润，让人讨价还价的游戏都懒得一玩，窃喜中爽
快掏钱。窖湾的声响和颜色，似乎别处少见，溢
出大码头的气场与遗风。进得一家洁净的小店，

品尝鲜蔬、鲜鱼、鲜豆腐。汤足饭饱，众皆开开心
心，乘兴去往运河码头。而我沉默，心里的喜悦
只愿独享，而不肯急着说给旁人。

跨上几级石阶，仿佛一下傻掉，难以置信
的景象撞眼，长长宽宽的运河，居然成了连串
船舶的锚地。然而又即刻自叹，竟生出这等低
级错觉。大小载重船只均未静止，都运动着，且
呈疾速之状。

心头疑窦丛生，这是大运河吗？怎有如此
的生龙活虎？

徐州李雷，运河里嬉水长大，少年怀揣的
理想，是成为一名运河的守护者。升学时阴差
阳错，让他学了中文。毕业分配又善解人意，

让他“归队”进了运河徐州航道管理站。三十
年过去，已成为站长的李雷说起大运河，语速
平稳，词句简约，让人听不出惊叹的调子。因
河道的宽度、吃水的深度、桥梁的高度等诸多
因素，徐州至扬州段的苏北运河，被定位为二
级航道。但是，包含所有一级航道在内，盘点
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的版图， 苏北运河的繁
忙，首屈一指。

“这怎么可能呢？”我无知，又极孟浪，甚而
想到，热爱家乡，大不必作如是登峰造极的美
言，质疑脱口而出，近乎无礼。然李雷不以为
忤，稳稳当当说出两个数字：“与国内一级航道
中的老大作比较吧。2018年货物运量， 长江三
峡枢纽 1.44亿吨，而苏北运河呢，3.17亿吨。”

我相信李雷。但我惊诧莫名。

这条河还有吗？众多不曾与运河谋面的朋
友，可能不会嫌弃我这份无心插柳的禀报。大运
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并非整体凝固成了化石。

其活蹦乱跳， 展现出巨大的传统价值、 观赏价
值、资源价值、功能价值。最终，不是由我们为运
河献上景仰的凭吊（永远不是），而是大运河将
庇佑、恩惠、陪伴人们，甚而福延子子孙孙，在这
块悲喜交加的土地上，执拗地延续下去。

走笔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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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华东物资供销

站原副主任叶容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9年 6月 5

日 16时 35分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 96岁。遵照叶容纳
同志遗愿，丧事从简。

特此讣告。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华东物资供销站
2019年 6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