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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花若梦 李新勇

岁月如此坚硬，季节如此松软。春风带
着狂草的章法， 于不经意间， 在金盏菊、迎
春、茶花、各色玉兰锦簇成团的芬芳中，将属
于这个季节的心情纷然乍泄。

紫燕的歌声联通了二十四节气的脉络，

将大自然的序幕徐徐拉开， 立春、 雨水、惊
蛰、春分，犹如敲响了一个个奔腾有序的鼓
点。许多年过去了，鼓点和鼓点的节奏从来
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岁月，是与岁月相依相
伴的时间，它苍老了多少意气风发的翩翩少
年。只是，那桃花依然红着脸颊在春风中微
笑， 杏花却不仅仅粉在烟雨蒙蒙的江南，梨
花白了回响着红娘木屐的院落，翻飞的纸鹞
拽着遥远苍穹的湛蓝。

在这个季节，且不要去说那些名副其实
的花了，就连新长出的树叶，都那么色彩明
丽，带着令人赏心悦目的柔软和光泽，把整
个世界装扮一新。

多么希望这样的美景，能跟我们长期相
伴。可一场春雨，在洗净浮尘的同时，也洗
落了满枝繁华。昨日妩媚妖娆不再，昨日落
英缤纷不再。仿佛做了一场春梦，梦中事遂
人愿、甘美畅达，睁开眼睛，便浮华过眼，了

无痕迹。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自古以来，

那一场场具有转折意味的春雨， 催生了多
少懵懂少年的无端忧伤， 又令多少伤春感
怀的文人雅士，写下一首首缠绵婉约的动人
诗篇。

不过，人类附加给春天的文字，都与春
天本身无关。 大自然从未有老去的时候。老
去的，是深陷时间漩涡的你我，尤其是我们
的心态。花开有花开的快乐，花谢有花谢的
洒脱。去留无须谁来牵挂，一切都顺其自然。

繁花过后，还有绿叶呢。倘若是果树，枝头
上，就该有青青的细果子了。

每一个春天都是崭新的。在这崭新的春
天，一切都欣欣向荣，繁花谢后，满眼新绿。

线条分明的房屋因为新绿，多了许多和谐的
情调，枝上鸟鸣清脆，穿梭于绿荫下的行人，

说话的声音、举止穿着，都跟季节那么协调。

道路因为新绿， 增加了无限丰富的色彩，再
笔直单调的路，也变得柔和起来。春天的新
绿， 连楼房根部那一小撮泥土都不放过，离
离落落，长上一片。

春光无处不在，青翠无处不在。飞花是
春天的开始，揭开季节的全部。

追忆

后 滩 奚美娟

在 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前， 估计没有
多少人知道黄浦江边上有个叫“后滩”的地
方，更谈不上对它有所了解。对于闻名于世
的大上海来说，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也许
只是千百年来的滚滚红尘中，被冲刷洗漏下
来的一堆小沙石， 顽强而悄悄地蛰伏在黄
浦江南边的转弯处。歇息时，偶尔望一眼江
对岸雄伟壮观的江南造船厂， 那些高耸入
云的烟囱，那些来来往往的大小轮船，有着
些许后滩人理解中的欣欣向荣， 心里便有
了对生活的期盼。 在几乎没有声息的日常
里，喝着黄浦江的水，日夜辛勤的劳作，过
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繁衍着、养育着自己的
子女。岁月流淌，后滩的子民们，千回百转
地与其他区域的上海人一起创造了上海的
辉煌业绩。在他们的岁月里，既保留着这片
土地上原住民的朴素传统， 也在黄浦江水
时不时泛上来的点点滴滴中，接受着沉淀杂
交的近代文明。

我的母亲就出生在上海的后滩。我的外
婆家和世代生活在那儿的普通上海人家一
样，都是靠几代人的努力付出，建立起自己
的宅邸家园，有一份刚刚好的生活。母亲原
本有五兄妹，她是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
两个弟弟。后来姐姐因病去世。哥哥参加过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进步学生运动，还在外公
开的后滩江边小杂货店里，帮助过地下交通
站传递消息，和他的伯父及堂兄，在一位中
共地下党人的指导下，为解放上海做过微薄
的贡献。但他的命运不佳，早早地献出了年
轻的性命。这自然是后话。这以后，我母亲就
成了家里的老大，只粗粗识了几个字，就开
始进入工作的人生，帮助外公外婆持家并辅
助两个兄弟。好在我外公除了家里开的小杂
货店外， 在市里还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使得一家人在后滩这块土地上， 耕读劳作，

生生不息。

随着母亲出嫁， 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

生，后滩就成了我们的外婆家，也和我的人
生有了血脉相连的黏合。20世纪 60年代，从
我家去后滩的外婆家， 有两个方向可以走。

一个方向是从上南路我家，走一站路到浦东
南路的大道站，然后坐公交车往西，到当年
的耀华玻璃厂前一站下车， 再步行往北走。

下车后往北的这条路，是没有交通工具的乡
间小道，中间要路过两个生产队和一些自然
村落，还有沿途的河塘、小桥、农田，最后穿
过一个小学， 沿着小学墙边再往北走一段
路，走到黄浦江附近的那个村落，就到了外
婆家。另一个方向是，从上南路我家那个车
站，坐两站公交车往北至上钢三厂的三号正
门下车，然后进去，穿过整个从东到西的厂
区大道，以及沿途的各类车间。在上钢三厂
的厂房里面，还套着一个章华毛纺厂，是新
中国成立前就有的老企业，也是那个年代上
海纺织行业中小有名气的企业，我母亲就在
那里上班。在我小时候的眼里，上钢三厂简
直是一个巨型企业，且厂中还有厂，它共有
9个门进出。我们去外婆家，要从三号正门进
去，经过工厂里的大道、车间，绕过章华毛纺
厂，再走到最靠东边的九号门，才算走出了
上钢三厂的厂区。出了九号门，再绕过一道
堆满了废钢铁的土路，便是黄浦江边的那条
高高宽宽的土筑堤坝。走在堤坝上，右边就
是黄浦江，左边堤坝下，就是外婆家所在的
那个古老村庄。

小时候，总觉得外婆家就像是依偎在黄
浦江边的一个角落里，遥远又寂静。读小学
时有那么几次，我一个人走到后滩，身上带
着母亲在市场上用高价买的粮票和油票，

让我送到外婆家接济舅妈。 上钢三厂的正
门，只有家在后滩或后滩有亲戚的人，才能
得以通过。每次穿厂而过，我都会很紧张，

半空中厂车隆隆而过时， 我总会紧张地躲
在一边，迟迟不敢迈步，但心里又向往到外
婆家玩。尤其是暑假里，可以在大人们的带

领下，去黄浦江边的浅滩上洗衣、玩水、游
泳。或在粗大的木排上走到江的深处，随着
浮在水上的木排的微微摇晃， 感受身心似
乎要飞跃的快感。

后滩的外婆家那一方小小的家园，因临
江而居，无处可退，世世代代的本地居民，靠
着勤劳与智慧的生存之道，倒也有了世代沿
袭而来的文化与民生。印象中，那儿的人家
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我的两个表妹，在
学校里读书时因成绩出色，都相继跳过级，

于是左邻右舍会默默以此为榜样。 我前面
说到小时候去外婆家，会路过一所小学，其
实那原本是一处乡绅的私人宅邸， 里面套
着几进高墙大院， 是我小学同班一位女同
学的外婆家。 后来他们家把大部分房屋献
出来办起了这所小学， 只留了一小部分作
居家所用。 这位同学的父母也都在章华毛
纺厂工作，小学期间，我们经常结伴去后滩
的外婆家玩耍。

虽然在表面上，后滩这个小小家园当年
寂静得无人知晓，似乎要被遗忘，但事实上，

后滩历来有着开阔的襟怀， 在后滩的居民
中，除了上海本地的原住民，还有一部分是
历史上从外埠的江苏等地， 撑着木排从长
江而来，再进入黄浦江，然后顺流拐到转弯
处的后滩，天长日久，他们在后滩江边的滩
涂上慢慢聚集，落地生根，成了与后滩的本
地居民和睦相处的早期移民一族。 我表妹
有好几个同学，都是后滩早期移民的后代，

他们生活中各自在家里说着家乡的语言，

但在学校里，又和上海人一样讲上海话。久
而久之， 移民的后代们又形成了一整套上
海人的生活方式。反之，我的表妹们以及当
地居民，也在与他们的日常接触中，学会了
由移民们带来的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语言风格，很是鲜明。他们能随着日常生
活的需要， 随时切换家乡话与上海方言，这
在我小时候对外婆家的记忆里，是一道很特

别的人文景观。后滩，本来只是蛰居在黄浦江
一隅的小家园，竟然能敞开胸怀接纳一批批移
民在此地生根开花，不能不说这是后滩世世代
代背靠着辽阔的大浦东平原，迎面接受的是浦
江文明铸就的善良与开阔，在这块土地的血脉
气质，多少年来，就已经不再拘泥于本土本乡
的小格局了。

由于后滩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尽管开
发浦东的号角此起彼伏， 浦江边上的高楼大
厦拔地而起，但那潮起潮落的五彩浪花，始终
没有飞落到后滩居民的实际生活里。 直到第
41届世界博览会决定在上海举办， 后滩才被
纳入拆迁改造的快速通道。那几年，有许多亲
戚朋友搬入了浦东新区的世博家园， 住上了
整洁敞亮的新居。

记得 10 年前， 世博会召开前夕的某一
天，我驱车行驶在卢浦大桥上，猛然在前方的
一个路牌上，看到了“后滩”两个字。那一瞬
间，我的内心真像是被电着了一般，在车内情
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后滩，这个世代隐藏在
大上海圈内其貌不扬的小角落，终于有一天，

在世界博览会的荣耀中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如今，随着浦东开发的步步深入，它又和前滩
相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地标性的文化建筑，

继早期的后滩湿地公园后， 上海大歌剧院等
也将相继在此脱壳而出。

上海浦东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
日新月异，改天换地。我们见证的也许只是历
史的一瞬间，但它实实在在改变了普通百姓的
生活，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儿时后滩的外婆
家，如今虽然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模样，但它的
人文景观，外婆曾带着我和表妹们，在黄浦江
边的木排上洗衣劳作的样子，以及点点滴滴的
生活常态，就像一个历史的画面，更像看在眼
里的景、读在心里的书，定格在胸中就永远不
会移动了。

谨以此文， 纪念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30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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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30 多年前的事了。20 世
纪 80年代中期，我正在华东师范大
学跟着钱谷融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生。由于编选了近 80万字的
《庐隐选集》并获得出版，对女作家
庐隐和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产生了
浓厚的研究兴趣， 其中之一就有作
家王鲁彦。王鲁彦的小说《柚子》《菊
英的出嫁》等，因强烈的人道主义关
怀、 细致的风俗描写和浓郁的乡土
气息，在五四新文学史上成为“乡土
文学”代表作之一。但长期颠沛流离
的动荡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

他不幸染上了肺病，1944年夏天病
逝于桂林。出于对他的崇敬之情，我
辗转结识了尚健在的王鲁彦的夫
人———覃英老师和他们的儿子王
恩琪。渐渐地，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我知道了巴金与王鲁彦一家人之
间长达 50余年的情谊。

1945年冬，巴金开始动笔写作
《寒夜》。后来他在《关于〈寒夜〉》中，

详尽地描摹了主人公汪文宣的几位
人物原型。其中提到“第二位是另一
个老友王鲁彦兄。 在他需要帮助的
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
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

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
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
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
地死在乡下……”。巴金在痛惜老友
离去的同时，诚恳检讨着自己。

1985年 2月中旬，我突然接到
了覃英老师的电话。她知道我这时
已完成了《〈寒夜〉悲剧新探》和《论
汪文宣———〈寒夜〉人物谈之一》两
篇论文。她在电话里说：“你很想见
见巴金吧？年初三，我和恩琪去给
巴老拜年，带你一起去。怎么样？”

我喜出望外。 她把约定见面的时
间、地点告诉了我。挂了电话，我在
挂历上的 22日 （年初三） 这一天作了个大大的标
记。

到了这一天，上午 9 点半之前，我赶到武康路
巴金家门口。那天是个冬日里难得的大晴天。我与
覃英老师母子会合后， 覃英老师按响了老朋友家的
门铃。来开门的不是别人，竟是巴老本人！那时候，他
虽已年过八旬，且帕金森病使他双手发颤，但行动还
算比较自如。他和覃英老师紧紧地握手，足足有几分
钟。所有对老友鲁彦及其夫人的“愧悔”与关切，尽在
握手中。接着，他又与恩琪握了手。覃英老师对巴老
说：“今天我还带了个小朋友来看你。她叫钱虹，是华
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研究现代文学的。”巴老用浓
重的四川话连说：“好！好！”也跟我握了手。

巴老请我们到客厅坐下， 和覃英老师相谈。巴
老的话不多，偶尔问几句，也都是家常话。他问了覃
英身体怎么样，儿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生活上
有没有困难等等。他的四川口音很重，说话并不怎么
流利，但话中绝无敷衍虚伪的客套，宾客都觉得亲切
和自然。他说：有时也很想出去走走，见见老朋友。无
奈现在活动太多，身不由己，而且身体也差了，写字
手也抖，要抓紧时间写点文章，以免愧对读者。那天，

太阳照在巴老家的客厅里，暖融融的，让人有一种
陶醉的感觉，我原先的一点拘谨很快就消失了。

后来，巴老听覃英老师说我写了《寒夜》的研究
论文，便说：“不要忘记那个黑暗的时代啊！那个时
代，人没有出路。好人也给逼得走投无路啊！”我连
连点头。这时似乎又有客人来拜访。覃英老师提醒
我：“你不是想请巴老给你签名吗？ 快拿出来呀！我
们一会儿就走。” 我赶紧从书包里取出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83年出版的《寒夜》，请巴老给我签名。巴老
拿起墨水笔，用他有些颤抖的手，在书的扉页上写
下了“巴金 八五年二月廿二日”。

我一直珍藏着巴老亲笔签名的这本《寒夜》。每
逢我给学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讲到“巴金”一
章时，总会把这本书连同巴老的亲笔签名让台下的
年轻学子们传阅，让他们从巴老遒劲有力的签名中
感受他人格的伟大和他那些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
经典的文字的魅力。

岁时笺

时光容器

他俩恋爱约在球场

钟南山总是忙碌，过了花甲之年依然
很少在家， 回到家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累。

李少芬并非没有怨气，两个人为此多次争
吵。她不奢求夫妻双双一起出游，哪怕他
能陪伴一下自己，她也满足了。但是，吵过
之后又怎么样呢？他依然还是忙。

李少芬也是有性格的人， 她遇事敢
作敢为，但为人又内敛，温文尔雅。她不
喜浮华，不喜抛头露脸，只想要安宁平静
的家庭生活。丈夫出名后，很多记者希望
采访她，李少芬从来都是拒绝的。她不喜
欢跟记者打交道， 更不愿意因为丈夫的
原因接受采访。

钟南山对她满怀歉意， 他并非不知
道妻子需要陪伴，他也挂念着她。李少芬
的身体是他最关心的，每次体检，他都要
认真研究她的体检报告。但是，病人性命
堪忧之际，他如果在家不管，他的心无法
安宁。

李少芬并非不理解钟南山， 没人比
她更了解他。她只是一时情绪冲动，克制
不了。习惯了，后来她只要他平安回家就
好。

他俩的缘分仿佛是上天注定的。钟
南山的姨婆和李少芬的姑婆， 她们终身
未嫁，从年轻直到晚年都生活在一起。一
个是医生，一个是钢琴师。李少芬被国家
篮球队招收后，经常来看望姑婆。钟南山
考上北京医学院， 也来看望当医生的姨
婆。李少芬是广东花都人，两人都来自广
东，都痴迷体育，他乡遇知己，只能说良
缘天赐。

很快他们就走得很近了，情投意合，

互诉衷肠。别人恋爱总是花前月下，他俩
恋爱却经常约在球场。 钟南山绕足球场
跑步，她陪着他跑，累了她就看着表给他

掐时间。

大三的时候， 钟南山参加北京市高校
运动会，摘取了 400米栏的桂冠。他被北京
体委看中，抽调到北京市集训队训练，准备
参加第一届全运会。选拔赛开始了，他却没
被选上。本来满怀信心的他，被兜头浇一盆
凉水，以他不服输的性格，怎么能咽得下这
口气。这算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吧。

李少芬安慰他，鼓励他，相信他一定能
行！钟南山决心向自己挑战。两个人一起寻
找失败的原因， 特别是找到如何取胜的方
法，那就是发挥好钟南山的爆发力。

结果他赢得了最后的选拔赛。1959年
9月，在首届全运会上，钟南山以 54.4秒的
成绩打破了 400 米栏的全国纪录！1961

年，他还获得了北京市十项全能亚军。

李少芬是国家篮球队运动员， 钟南山
也喜欢打篮球。她爱说篮球队的事，说比赛
的体会，他什么都爱听，两个人有说不完的
话。打篮球让他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无须
任何语言。

他们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强化训练。

两个人一起流下的汗水不知有多少。 汗水
就是他们轰轰烈烈的热恋。

浪漫的时候，也会在寂静的晚上，或是

公园僻静的一角，花前柳下，响起钟南山
悠扬的黑管声。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是他们共同的喜
爱。两个人谈论文学，谈得最多的也是苏
联作家的作品。钟南山主修俄语，了解苏
联的历史文化。李少芬到过苏联，接受过
苏联篮球专家的培训，有关苏联的情况她
喜欢问他，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他风
趣幽默， 还经常带她参加学校的舞会，兴
奋时他引吭高歌。李少芬喜欢钟南山身上
的那股活力和倔劲。

李少芬由养母带大。 亲生母亲在上海
生活。兄弟姐妹中，李少芬年龄最小，她一
出生就过继给了养母。养母一直没有结婚，

和另外一个亲属———两位老姑婆相互陪伴
了一生。李少芬小时候爱弹琴、打球，十五
岁时，被中央体育学院选中，录取去了国家
篮球队。 养母当时想了很久， 不太想让她
去，后来想到不去没有前途，就答应她了。

他们都是事业型的人，李少芬担心结婚
影响她运动员的生涯，钟南山上进心极强，他
们苦恋了八年才结婚。新房是国家体委一间
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摆设十分简陋，但两个
人过日子，有个自己的小天地就非常甜蜜了。

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聚少离多。李少芬

集训和出国比赛把时间排满了， 为了洗刷
“东亚病夫”的耻辱，每个人都得奋发图强。

结婚不久，钟南山就下乡去了山东的乳山。

他回北京，李少芬调回了广东，从此，夫妻
分居了六年。一年难得有一次相聚的机会，

他们深深体会到了牛郎织女的苦与甜。

到了不惑之年， 钟南山又去英国留学
了。在英国两年时间里，两人只能靠书信联
系。

但是，那时的忙碌要是比起现在，就是
小巫见大巫了。 钟南山现在忙得连说话的
时间都没有，但他一直坚持锻炼，哪怕临睡
前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 他也要在跑步机
上跑一跑。 这时候两个人就有了说话的机
会，钟南山会一边跑步一边和妻子说说话。

钟南山病倒在家， 李少芬当起了守门
神，不管什么事她都不准钟南山出门了。除
了钟南山的领导，也不让别人来看他，只有
护士每天来打针。所有电话也不让他接了。

有领导打来电话问钟南山去了哪里， 她推
说出差了。她亲自下厨，煲了粥和汤，做一
些容易消化的菜肴，端给他吃。

儿子也回来了，陪在爸爸身边。他子承
父业，成了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国家级百
千万人才。 他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教
授，带博士。他热爱体育，特别爱打篮球。像
钟南山敬佩父亲一样， 他也非常崇敬自己
的父亲。

在夫人的精心照料下， 钟南山两天后
就退了烧。 再复查胸片， 肺部阴影也消失
了。他露出了笑脸。他的判断是对的，自己
感染非典的可能性小， 非典病人呼吸很困
难，而他症状不明显。在给自己开药时，打
吊针他选了普通的抗生素。那时，治疗非典
病人已经显示了大剂量的抗生素没有疗
效。通过自身的治疗，再一次证明非典不是
普通的肺炎。传统治疗必须放弃。

（十二）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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