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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一脸激愤的老人说：“会
好的。”

老人说：“上游还有一座德济
桥，据说是一位富商捐资修建的，
寓意德济后人。可惜早就毁掉
了，只留下德济的名号。”我随
着老人的手看向上游，一河碧绿
的熊儿河弯向左前方，看不见
了，毁掉的德济桥当然就更看不
到了。不过它在后人的心里，一
直在，不远走。

作别了热情的老人，我小心
翼翼地走上了古桥。脚步轻轻，
再轻轻，我怕我的脚步惊醒了凝
神屏气数百年矗立河水中的古
桥，后世带给它的喧嚣和嘈杂已
经很多很多。

回家的路上，走过城南路，
高高的商城墙在阳光下傲然挺
立，伟岸，厚重，那裸露的夯土
层，那茁壮生长的树木，还有那
零星的野草小花，默默地存在
着，不忧不喜，在时光的长河里
静静地肃穆着，无言地诉说。

据说 3500 年前的商王城就
建立在金水河和熊儿河之间的台
地上，这两条当年还是默默无名
的小河，成了孕育古商城的母亲

河。依水而居，自古以来就是一
个定律，古商城当然也不可能例
外。古时候的郑州一代河湖纵
横，地肥水美，适合人居，所以
商城在此处建立。根据古商城地
形地貌推测，圃田泽、金水河、
熊儿河，在当时不仅起到了供给
生活生产的作用，还应该是商城
的护城河，起到护卫屏障的作
用，位置十分重要。

后来，到了明代，熊儿河两
岸已经是居民集中区，从熊二修
桥可见一斑。据记载，长度仅
20 多公里的熊儿河上大小桥梁
众多，到了 2002 年熊儿河上还
有桥梁 42 座。桥多且颇负盛名
是熊儿河的一大特点。史上熊儿
桥两岸的景色是非常美丽的，熊
儿河的“熊桥芦月”为老郑州八
景之一。晚清诗人司星聚曾在此
玩赏赋诗：“一白沉沉月色饶,芦
花萧瑟傍溪桥。霜凝野渡华鲜
洁,星落寒潭影动摇。闪烁腾光
秋蟹火,悠扬送响玉人箫。葭苍
露冷谁堪溯,对酒衔杯欲举邀。”
天然美景跃然纸上，令人神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
多次疏浚清淤等治理，熊儿河已

经彻底改变了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的旧貌，以崭新的面貌示人，全
长 21.4 公里的河道两岸绿树成
行，小径通幽，清水长流，美景
如画，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河
流，在新世纪又焕发了青春，容
颜靓丽地依傍在我们身边，点缀
着我们美丽的梦境，鲜活着我们
幸福的生活……

因村得名的七里河
有一天从传达室旁路过，看

到门卫老侯正在整理渔具，便随
口问了一句，都去哪里钓鱼啊？

七里河。老侯说。
七里河里有鱼？没有污染？

我很惊讶。
老侯给了我一个很肯定的回

答，并邀请我跟他一起去钓鱼。
我不置可否，喏喏而去。钓

鱼我一时半会儿不会去，但那条
七里河却在我心里静静地流淌起
来，波澜不惊，细水长流，一直
流到遥远的过去……

七里河，因七里河村名而
得；七里河村名，因郑州知府王
莲塘而获；七里河村监生马万源
等因为民谋福而青史留名。

很久之前，大约在明朝年间

大移民时代，有曹姓最早今七里
河村定居，以姓氏为名，称为曹
庄。位置就在今郑州市南曹乡，
村旁有一条潺潺流动的无名小
河，给村民带来生活用水和灌溉
的便利，想必那时的曹庄地肥水
美，民众生活富足安逸，是一块风
水宝地呢。

到了清朝末年，兵荒马乱，盗

匪四起，全国各地民不聊生，秩序
大乱。身处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
当然也不可能幸免，而紧邻郑州城
的曹庄就更是人人如履薄冰，惶恐
不可终日。为防匪患，保护家园，
各地兴起打寨风，也就是给村庄
四周修起坚固结实的围墙，等同
于城墙，只是规模和规格小了点
儿。实力雄厚的村寨就独立打
寨，实力差点就合作打寨，打出
来的寨也有大有小，实力强的会
把整个村庄打进寨中，实力弱的
就在村中打出一个小小的堡垒
来，土匪来时村人躲进去避祸。

当时，曹庄有个生性侠义的
监生 （国子监学生的简称，读书
人） 名叫马万源，在方圆几十里
很有威望，便自告奋勇挑头为曹
庄打寨。在当时的情况下，打一
道寨墙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
力，并非容易之事。于是他开始
动员各家各户有钱出钱，无钱出
力。还串联附近的尚岗杨、岔河
等村的大户也参与修寨，许诺寨
墙资源共享。由于马万源的声望
和影响力，曹庄很快便筹备到足
够修建寨墙的砖块和石灰等材
料。整个工程由他统一调配管

理，利用冬春农闲时间，于同治
四 年 冬 （1865 年） 筑 寨 动 工
了。全村男女老幼以极大的热情
地投入到了自身的安全保障工
程中，因为他们知道那一砖一
石垒起的一寸寸寨墙，就是全
村人一点点升起的希望。

但令村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开工不过一月有余，时任
郑州知府的王莲塘便得知了这
个消息，而他正为加修巩固郑
州 城 墙 缺 钱 缺 料 的 事 着 急 上
火，心想老天助他，便意欲把
曹庄修墙寨的材料统统征收过
来为他所用。于是王知府便派
衙役大摇大摆来到曹庄，开口
《大清律》 明文，闭口 《大清
律》 规定，距城十里之内的村
庄不许私筑寨墙，否则就是违
法！理直气壮地命令村民立即
停工，并将筹集到的建筑材料悉
数上交，以备修建加固郑州城墙
之需，如果违抗命令，就将严惩
主事人员。马万源毫不畏惧，代
表村民据理力争，从土匪刀客横
行到官府衙门不作为，从血淋淋
的惨痛教训到民众的渴盼需求，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得那些

衙役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
灰溜溜回去复命。

寨墙施工在马万源的指挥
下一刻也没有停止，全村人更是
加班加点夜以继日，顶着巨大的
压力继续进行中。

狂妄自大的王知府闻讯火
冒三丈，立即派人把马万源抓到
监狱中，百般折磨，并对外声称
如果曹庄人不停止打寨就绝不放
人。官府的淫威和高压并没能使
马万源屈服，他对前往狱中看望
他的村民代表说：“开弓没有回头
箭，我宁可死在狱中，也望村人把
寨墙建成，全村百姓的性命比我
重要！”在他坚强意志的鼓舞下，
又有村内曹姓人和张姓人出面
领头筑寨，但也被相继抓进监
狱。王莲塘对他们严刑拷审逼
迫，但三个人都宁死不屈，毫
不 妥 协 。 在 三 人 行 为 的 感 召
下，村人更加齐心协力，不仅
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筑寨的
速度。王知府见曹庄人如此坚
强，继续坚持主张会激起更大
范围的民愤，就没敢再继续抓
人，更没有派衙役去曹
庄骚扰阻止。 8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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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藏海

♣ 唐宝民

古人的“烧信秀”

历史上最著名的烧信事件，当属曹操
烧信了，据《三国志》记载，官渡之战，曹操
以少胜多击败袁绍，袁绍逃跑时，图书车仗
等物来不及带走，都扔了，曹操的亲信在翻
捡这些图书的时候，发现书里夹着一些书
信，是曹操手下的人暗地里和袁绍私通而
写的，于是就把这些信拿给曹操看，曹操翻
看了一下，内容多是赞美袁绍的，有的还表
示要离开曹操投奔袁绍。亲信建议曹操把
写信的人全部抓起来处死，曹操不但没有
那么做，反而命令把这些信全部烧掉，亲信
大为不解，曹操笑着说：“那时袁绍实力那
么强大，我都无法自保，何况大家呢？”曹操
把这些信烧掉以后，那些曾写信给袁绍的
人大为感动，从此以后死心塌地地为曹操
卖命，曹操大度能容人的品格也传为千古
美谈。

其实，曹操不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烧信
方式来笼络人心的人，他之前的光武帝刘
秀就已经用过这种方法了，刘秀平定王郎
以后，得到部下与王郎的来往书信上千封，
刘秀召集部下，一把火把信全烧了，说道：

“令反者心安。”
南北朝时期，宋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谋

反，被萧道成平定了，当时的信息传播得较
慢，有的人不知道刘休范已死，纷纷上表表
示忠心，结果这些上表信全落到了萧道成
手中，萧道成把这些信全烧了，对那些人
说：“刘休范父子已死，你们的信件已经被
我烧了，你们就不用再担心了。”

宋朝时，也出过一次烧信事件，据《宋
史·王溥传》记载，赵思绾反叛，周祖带兵前
去讨伐，王溥跟随周祖一同出征，很快平定
了叛乱，在清理赵思绾留下的文件时，看到
有很多信件，是朝中的权贵与赵思绾的通
信，成为这些人勾结藩镇的证据，周祖就打
算把这些信件带回去交给朝廷，以便对这
些人进行惩处，但王溥却不同意这么做，他
对周祖说：“妖魔鬼怪专门等到夜晚出现，
现在，既然雨过天晴，红日高照，他们自然
会销声匿迹。希望您把这些信件全部烧
掉，不必记得他们的过错。”周祖采纳了他
的建议，果然安定了那些人的心，使他们自
此以后忠心为国家效力。

烧信这种方式，虽难逃作秀之嫌，但它
的确能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显示当事人
豁达心胸，有容人之量，从而使大家归服。
当烧信变为一种行为艺术的时候，它就变
成了一种政治手段，一种处世智慧。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从未有
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
奇迹”，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中
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泱泱大国走出了一
条怎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背后到底
隐藏着什么样的成功密码？这是世界普
遍关注和急需解答的一个时代课题，也
是中国人自己想要探寻的秘密。

本书从“思想的威力”“正义的事

业”“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基因”“制度
的优势”“务实的态度”“实干的精神”
等方面深度剖析“中国奇迹”，详细解
读“中国奇迹”背后的必然逻辑，深入
探讨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中国道路
的成功，为我们更加自觉和坚定地迈
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提供了战略定
力，为开拓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以及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中国梦的实现以
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

《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
解读“中国奇迹”背后的必然逻辑

♣ 姜 涛

新书架

♣ 古滕客

文人与西瓜

长长峡谷中来回滚动的巨石，刚
关进笼子里来回低吼的狮子。

雷，在远处隆隆轰鸣着。
乌云从天的尽头涌了出来，宛如

沸腾翻滚的墨汁，一边洇染着天空，一
边猬集成怪石巉巉的云峰。云峰的边
缘，透明青灰，水汪汪得发着亮光，似
乎只要轻轻一碰，马上就会“呼啦”一
声，倒出满天的雨水来。

少顷，油盆似的日头完全被云遮
住，全然变成了一只遇到危险的乌贼，
只顾将肚子里的浓墨一股脑地喷吐出
来。再看那诡谲的云峰，眼见着就要
垒成一座遮天蔽日的山峦，却又瞬间崩
塌了下来，散落成一天青黑色的云块。
然后再心怀叵测地聚集着，互相怂恿
着向上耸起。此时，雷不再躲在云层
的背后，而是“隆隆”地走到了云的前
面，睁开了闪电的亮眼，好像是一位豪
情肆意的书家，正一边磨着浓墨，一边
颤抖地望着大地这张铺开的宣纸。

突然，一阵惊雷炸响。云峰轰然
倒塌，仿佛是一群野马炸棚，自西方狂
奔而来。风不知从哪里起身了，海浪
一样地拍打过来。尘烟四起，腥味弥

漫。又一道闪电划过天空，魔鬼的手
指蓦然撕开了云层中的雨袋，水“哗”
的一声倒下来，让人睁不开眼睛。

屋顶轰响一片，好像一大群觅食
的鸽子，突遭袭击惊飞的“啪啪”声。
雨越下越大，风助雨威呼呼作响，满耳
皆是“咕咕嘟嘟”咆哮之音，宛如铝锅
煮鸡蛋的沸腾之声。雷与电，则如两
个凶神恶煞的酷吏，不时无情地呵斥、
怒视，驱赶着风雨——这两个身心疲
惫的囚徒。

树林在鼓，鼓了又陷，陷了又鼓，
仿佛变成了绿色的面团，被一双无形
的大手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地揉搓着。
一棵古槐先是漫地而行，而后又骤然
回旋，头发在空中僵直地固立片刻，猛
地松下来，空中立刻飞出无数叶的黑
点。雨柱吓得变了形容，慌忙变成了

白茫茫一片雨雾，任凭风的蹂躏。学
着天庭中的雷神，风婆婆一把握住了
河边的垂柳，在空中酣畅淋漓地挥舞
着。我想，那看不见的绿色线条定然
是世界上最自然痛快的狂草作品。

渐渐的，天变得发黄，雷一声比一
声紧，闪一道比一道疾。风雨融合之
后，立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节奏，就是
那么横向地悬挂在空中，宛如一面猎
猎作响的雨做的旗帜。世界一下子变
得让人绝望起来，好像永远就是这噩
梦的样子，不会再有蓝天白云了。

就在我的心境如同外面的天空
时，忽然一个响雷在头顶炸响，像是
一轮清楚的句号骤然圈住了疯狂的
一切。风雨随之变小了，房屋露出来
了，树也站直了身子。云，做错了事
的孩子一样，低着头向远处退去了。

此时，雨声纤细，好像万蚕食叶，窸
窸 窣 窣 ；又 如 泛 池 的 鱼 群 ，啧 啧 微
响。太阳出来了，天地间又变成亮
堂堂的一片了。

这就是雷阵雨!来时气势磅礴，走
时快如闪电。它之所以不像春雨一
样温柔轻盈，就是因为它知道自己
是雷雨。它不能轻声细语，更不能
缠绵悱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那
么多沉睡着的人需要它去唤醒，有
那么多邪恶的人需要它去震慑，有
那么多污浊的东西需要它去冲洗，有
那么多枯枝败叶需要它去删刈……也
许我们短时间内难以接受它这种摧枯
拉朽的气势，但只要把它放进人性的
长河中，我们就会看到它那不屈于世
俗的倔强性格，看到它那凛然不可侵
犯的果敢气质。这要比那些在尘世的
狭缝中苟延残喘，以获得廉价桂冠的
另类雨族不知要强多少倍！

我爱雷阵雨，我爱闪电的根系所
结出的正义的雷霆，我爱正义的雷霆
所诵读出的直率宣言。我要把雷雨的
精神融成我生命中最坚硬的部分，以
支撑起我襟怀坦荡的人性天空。

雷阵雨
♣ 李星涛

人与自然

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陈寔
病逝于家中。消息传开后，“闻者莫不
痛哭失声”。于是，两汉历史上最为轰
动的一场葬礼，在陈寔的老家颍川郡
高调举行。

这一天，前来奔丧的就达三万人之
多，几千辆豪车把颍川的道路都挤满
了。司空荀爽、太仆令韩融等数百名高
官执子孙礼，为陈寔披麻戴孝。左中郎
将、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为陈寔撰写碑
文。大将军何进代表皇帝派专使前往颍
川致悼词，称他“文为德表，范为士则”。

陈寔哀荣至此，一时无人能比。
那么，陈寔究竟做了什么事，让天下人
对他如此尊崇呢？

陈寔，字仲弓，东汉颍川郡许(今长
葛古桥)人。年轻时在县上做吏员，公
事之余，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手不释
卷。县里出了这么一个上进青年，县令
邓邵很高兴，就推荐他到京城上太学。

元嘉二年（公元152年），陈寔出任
太丘（今河南永城）令。官虽不大，但
影响却非常大。而陈寔的一世清名，
也正是从当太丘令开始的。

陈寔为官清廉，据说他赴太丘上
任，全家是坐牛车来的。随车带着弹
棉花弓、纺车等日常生活用具。后来，
拉车的母牛产了小牛，陈寔认为小牛
是吃太丘当地的草料长大的，坚持将
小牛上交官库。至今，太丘仍传唱着

一首民谣：“汉吏盛传陈寔公，牛车共
挽带花弓。牛生一犊仍归库，雅化德
风千古称。”

陈寔理政，主张德化劝慰，多施仁
爱，安民而不扰民。相传，他经常让夫
人坐上牛车，带上花弓、纺车，劝农耕
织，使民勤劳持家。辖区内的老百姓
很快就安定下来，过上了丰衣足食的
日子。邻县的老百姓听说后，纷纷要
求迁入太丘县境内生活。

陈寔心善，对生活中的恶人，却不
迁就。有一次，有强盗杀死了一个财
主，他带人前去追捕。半路上又听报
有一个女人生下婴儿抛弃不养，他立
即回头处理弃婴一案。有人劝他说：

“盗贼杀人的案件重大，应该先去查
办。”陈太丘却说：“不是这样。盗杀财
主，不如骨肉相残性质严重！”

无独有偶。有一天，一个小官吏
向他请假，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了。
陈寔后来知道这个小吏是在说谎，就
把他抓了起来，打个半死。主簿觉得
这个判罚太重了，就委婉地提醒他再
查一查。陈寔头也不抬地说：“不必查
了。他诅咒母亲生病，就是不孝，没有
比不忠不孝更大的罪了。”

陈寔治县有方，“循良吏”的名声就
在朝野传开了。袁绍很好奇，就问陈寔
的大儿子元方：“你父亲在太丘县做了
什么好事，竟受到远近人的赞扬？”元方

告诉他：“老父在太丘县，对强悍霸道
的人，用德使他们归顺；对弱小无助的
人，用仁爱去安抚，让他们安居乐业。
时间长了，他就越来越受到尊敬。”

后来，陈寔厌倦了官场，就到郾城
县的台西村附近隐居。陈寔在郾城的
声望极高，非常受人尊重。人们要是
有了什么争讼，大都会请陈寔来评
判。只要是经陈寔出面调解的纠纷，
争论双方都没有怨言。于是，郾城一
带的乡民感叹说：“宁为刑罚所加，不
为陈君所短。”

有一年，台西村周边闹起了饥荒。
为了填饱肚子，有人就被迫做了窃贼。
一天晚上，一个窃贼进入陈寔家里，躲
在房梁上，准备伺机行窃。陈寔暗中发
现了，就起来穿好衣服。然后，他把儿
孙们全部叫到自己跟前，正色训诫他
们说：“人不可以不努力，不善良的人
不一定本性就是坏的，只是养成了坏
习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你们现
在往上看，我们房梁上的这位君子，就
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窃贼大惊，吓
得赶快从房梁上跳下来，跪拜在地，诚
恳认罪。陈寔开导他说：“看你的长
相，也不像个坏人。你沦落如此，可能
是因为贫困。以后你要克制自己，返
回正道。”说着，他命家人取出两匹丝
绢，送给了窃贼。窃贼十分感激陈寔
的义举，后来果然改掉了坏毛病。

这就是“梁上君子”一词的由来。
陈寔感化盗贼的故事在郾城传开后，
当地再也没有发生过盗窃案件。

清朝乾隆年间，台西村民在距凌
云台东南约 50米处，修建了一座“无
梁亭”。“无梁亭”，顾名思义，就是没有
房梁。当地群众说，“无梁亭”是为纪
念陈寔恩赐盗贼的功德而建的。“无
梁”，意指梁上君子没有藏身之处，这
里面暗含着“天下无贼”的太平理想。

对此，有人写诗赞道：“凌云烟锁
几经秋，文范先生在此留。窃竹穷民
无病涉，投梁君子有恩酬。”

陈寔的墓地，位于长葛市古桥乡
苑店村东，墓冢占地 177平方米，高 7
米，墓苑占地约 4667平方米。天南海
北的人慕名来到这里，燃上一炷香，表
达对陈寔的敬意。

对陈寔同样怀有敬意的，还有河
南永城的老百姓。在永城的陈寔公园
里，有一座总高 3.6米的陈寔铜像。塑
像中，陈寔身着巨幅披风，寿眉浓密修
长，双目直视前方，颧骨凸起，美髯飘
洒，神情刚毅。

“霜压苍松冷韵长，荒祠异代祀循
良。聚星盛事传千古，化盗仁风被万
方。尝听黎民歌惠泽，时来野老颂甘
棠。乡人共畏陈君短，党禁书成亦不
妨。”在人们的心目中，陈寔的仁者懿
范，仍然像刚劲的风，吹过幽远的天空。

♣ 王 剑

史海钩沉 陈寔与“梁上君子”

炎炎夏日，正是西瓜上市的
好时节。西瓜可挖着吃，可切块
儿吃，西瓜皮还能做出一道道佳
肴。几片凉如雪、甜似蜜的西瓜
入口，能解渴去烦，神清气爽。难
以想象的是，古代文人不仅会吃，
还吃得优雅！

西瓜以清甜多汁、营养丰富
著称，素有“夏季瓜果之王”的美
誉。早在汉代时就传入我国，东
汉刘祯有诗赞曰：“杨晖发藻，九
彩杂糅，蓝皮蜜里，素肥丹瓤。”非
常生动地描绘了西瓜的神韵。魏
晋南北朝时，称西瓜为“寒瓜”。
梁代沈约的《行园》诗云：“寒瓜方
卧垅，秋菰已满坡。紫茄纷烂漫，
绿芳郁参差。”写出了西瓜丰收时
的景象。

西瓜皮绿瓤红，甜汁四溢，博
得了文人墨客的交口赞美。以西
瓜为题的诗最脍炙人口的，当数民
族英雄文天祥的《西瓜吟》：“拔出
金佩刀，斫破苍玉瓶。千点红樱
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
气，入齿便作冰雪声。长安清富说
邵平，争如汉朝作公卿。”拔刀切
瓜，如破玉瓶，何等豪迈潇洒！寥
寥数笔，言简意赅，把西瓜的形、
色、味及切西瓜的动作、吃瓜的情
景描绘得惟妙惟肖，堪称妙极。

西瓜翠绿相间的波浪条纹，
切开一口咬去，半块落肚，一种沁
凉和甜津直抵肺腑，舒畅爽口，让
人心旷神怡。南宋方回的《秋熟》
写道：“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瑶
夫。”元代诗人方夔《食西瓜》赞美
道：“恨无纤手削驼峰，醉嚼寒瓜
一百筒。缕缕花实沾唾碧，痕痕
丹血掐肤红。香浮笑语牙生水，
凉水衣襟骨有风。”佳人俏妇们尽
情食西瓜的欢乐情景，全收眼底。

在文人中，最会吃瓜并能吃
出道理来的，应该是明代大才子
解缙。据说他撰一“西瓜联”，上
联是：“坐南朝北吃西瓜，皮向东
甩”；下联是：“自上而下读左传，
书往右翻”。而明代瞿佑的《西
瓜》诗，让人读后更是馋涎欲滴
了：“采得青门绿玉房，巧将猩血
沁中央。结成曦日三危露，泻出
流霞九酿浆。”

乾隆皇帝也曾留下咏瓜的名
句。相传一次，乾隆与纪晓岚微
服私访，路久口渴就到一家店吃
了一个西瓜。乾隆对店家说：“这
瓜不能白吃，送您一副对联如
何？”于是提笔写道：“堂中摆满翡
翠玉；弯刀辟成月牙天。”店家见
这字写得凝厚稳健，俊逸潇洒，神
韵十足，越看越喜欢，随即请人制
成匾额悬挂于瓜店门楣之上，引
得买瓜之人络绎不绝。

纪晓岚也写过一首西瓜诗：
“种出东陵子母瓜，伊州佳种莫相
夸。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暾
倾诸茶。”他用对比的方法，说就
是闻名的哈密瓜与西瓜相比，也
没有什么可夸耀的，而且它完全可
抵得上消暑的贡品顾诸茶。清代
诗人陈维崧的《洞仙歌·西瓜》：“嫩
瓤凉瓠，正红冰凝结、绀唾霞膏斗
芳洁”，堪称咏西瓜诗词中的精品。

而今，在盛夏酷暑时节，尤其
是烈日当空，天气闷热，蝉噪聒耳
之时……午睡醒来，洗漱完毕，一
边品尝着西瓜的清凉美味，一边欣
赏着古人的文韵风雅，暑气顿消。
此时，一种透心的清凉和惬意涌
上心头，这是何等的逍遥快哉！

知味

花开半夏（国画） 张玲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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