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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鸯

掌故浒湾西距杭州
十五公里! 东距金
溪 县 城 四 十 来 公
里! 滨抚水" 这里
地势平坦! 有水路
陆路的便利交通 !

是赣中闽北山区竹木外运的集散地"

浒湾的 #浒$ 按理该读做 #虎$! 但人们却
读做 #许$% 为啥读 &许$ 而不读 &虎$! 这里
有一个故事%

相传乾隆皇帝游南方溯抚水而上! 这天经
过浒湾 ! 远远望去但见屋舍俨然 ! 樯桅林立 !

他突然游兴大发 ! 指着岩石上镌刻的 &浒湾 $

两字对随行吩咐 ' &咱们到浒 (许 ) 湾去玩
玩%$ 地方官先是一愣! 随后便明白是咋回事!

然又不能对皇帝说 ' 万岁您读错了 ! 这叫浒
(虎 ) 湾 ! 不叫浒 (许 ) 湾 % 于是连忙喝令 '

#把百姓的船都赶开! 御船靠浒 (虎) 湾码头%$

乾隆听见后心里也明白了几分! 便故意问地方
官船到了哪里% 地方官启奏' #船已到浒 (虎)

湾 % $ 这实际上等
于婉转地纠正了乾
隆的误读% 不料这
时从站班的人里闪
出大学士和王申来 !

对 乾 隆 跪 奏 道 '

#浒 (虎) 湾就是浒 (许) 湾!浒(许)湾就是浒
(虎)湾!常常有人把浒(虎)读做浒(许)**$这
一来使自命风雅的乾隆皇帝显得难堪了!不等和
王申把话说完!就绷起脸唬道'#什么浒(虎)湾不浒
(虎)湾!我说浒(许)湾就是浒(许)湾+ $吓得和王申
跪着好久不敢出声% 地方官亦担惊不已!急忙传
令'&听明白了吗,只准读浒(许)不准读浒(虎)- $

从此以后!浒(虎)湾成了浒(许)湾!字典里&浒$

成了多音字%

笔者曾查阅了乾隆之前的 .康熙字典/ 及
.说文解字/ 对 #浒$ 字的读音均为 #虎$! 意
指水边0 唯后来出版的 .中华大字典/1 .汉语
词典/ 中! 新增了浒 (许) 字条! 解释为 &用
做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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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延滨

大家小品里昂这个名字早就出现在我的脑子
里!在一本薄薄的初中课本.世界历史/

里!好像就讲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的事情%

还有关于巷战和街垒的描写% 正是淘气
和爱玩打仗游戏的年龄! 对街垒这种战
斗方式十分着迷%就在家门口打仗!把旧
马车破桌子堆在街头! 几支火药枪打来
打去!一边打!一边唱着马赛曲!很英雄!也很浪漫%

后来读高中了!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的运动形势
直接与法国大革命挂钩! 把课桌堆起来! 沙袋垒起
来!两派也就打起号称&文攻武卫$的街垒战% 唉!往
事不堪回首!我的那点法国历史知识!都是在文化大
革命中从报纸上关于巴黎公社之类的左派文章中得
到的!也包括里昂%

里昂的风吹走了一天前法国南部海滨留在记忆
中的色彩!灰色的古建筑在绿荫中显得沉稳宁静% 我
们只在里昂停留一天% 所以!一早我们就赶往索恩河
右岸的老城区% 法国人说!是叫罗讷的男人河与叫索
恩的女人河合而为一生出了里昂这个孩子% 两条河
穿城而过!把里昂分成了三个区域!索恩河右岸是老
城!左岸与罗讷河右岸之间是新城区!罗讷河左岸则
是近来新的开发区%

老城区有大约占全城百分之十
的区域在

!""#

年列入了联合国世界
遗产% 老城区位于索恩河的右岸!在
老城旁有座不高的山丘! 远远望去!

山顶上有白色的福维埃教堂!高高的
塔尖从绿色的山丘上伸向蓝天!格外
引人注目%山丘上是古罗马时代的里
昂城!如今还有露天剧场等古罗马遗
址%山麓上保存着许多

!$

至
%&

世纪
的建筑!下山后则是

%&

至
%'

世纪的

老城区% 历史就这样从山顶上走下来!走向河流!再
越过河流!里昂的建筑就像历史教科书!层次分明!

段落清晰% 大概著名的老城区就是写在我初中课本
中的里昂吧%

老城区真是历史!我们步行游览的街区!起点是
圣让首席主教教堂!终点是圣保罗教堂% 在两个教堂
之间是如同老电影里见到的街区!纵横交错!幽深安
宁% 街面都卵石砌铺!刚洒过水!在早上阳光的照射
下!好像阳光跳在路面上!还飘动着虹影% 除了我们
这几个远方赶早的游客!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好像让
我们尽量回首历史的真面目% 阳光的明快与两旁旧
式建筑深褐色调的对比!让人着迷% 街道两旁的商店
和咖啡馆大部分还没有开门! 花店和水果店十分招
人% 一片鲜花!让人想起出水芙蓉!都像是刚剪下来!

姹紫嫣红!争芳斗艳!真有法国女人的浪漫风采% 水
果摊的好处是让我们相信我们走在

(%

世纪!而不是
%'

世纪!水灵灵的草莓像鸡蛋大小!让人咽口水% 买
了一袋!问店主!能有水洗一下吗, 店主奇怪有这样
的问题!示范似的亲口吃下一只草莓% 好吧!与妻边
走边吃% 草莓的红艳没得说!新鲜也没得说!妻说不
甜!我说太像蔬菜!也许里昂人就喜好这一口吧- 走
进一家画店!看店的小姑娘正在伏案作画!小姑娘的
技法还幼稚!交谈中知道今天是她同学的生日!这幅
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就是她准备的生日礼物% 正是为
了画这张画!所以!小画店开了门% 寂寥的老街!宁静

的清晨!花店1水果店和画店!让老街的
阳光照着

)!

世纪迟来的中国游客的脸%

也是这分宁静和这片阳光! 让里昂从我
初中课本的街垒走出来! 变成正在作画
的小姑娘%

快到中午时!我们离开老城区!来到
新城市中心的商业广场% 午餐前一小时

是购物时间!妻子在一家服装店看上了一件皮猎装!

不算太贵!四百多欧元!穿上正合身!成交了% 热心的
售货小姐拿出退税单让我填写% 麻烦了!我对法文一
窍不通!此前都是导游帮助填写退税单!只好硬着头
皮!用手比画!用生硬的英文询问!把句子变成词组!

从词组中捕捉关键词% 费了半天劲!憋出一头汗!总
算按要求填完了一大张退税单% 漂亮的小姐满脸堆
笑!好像这件事情不顺利完全是她的错!不是错在我
不懂法文! 而是错在她不能用中文接待一个中国顾
客%

午餐所在饭店的老板没有这个麻烦! 他说一口
流利的中文!开着一家中餐馆!这家中餐馆在里昂小
有名气% 老板姓黄!是原越南华侨!越战时期!全家到
了里昂% 这家餐馆近年在里昂名气渐渐大起来!是因
为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里昂时! 来这家餐馆
吃过饭% 从那以后餐馆里挂着黄老板和江主席合影
的大幅照片! 还有另一个相框里展示中国驻里昂领
事馆写给黄老板的感谢信% 说实话!此次参加旅行团
在欧洲观光!一路上全是吃中餐!而且是文件上常说
的&四菜一汤$% 在国内只是经常在文件上读到&四菜
一汤$!想不到实行得最好最认真的!是出访的旅行
社!有趣- 当然!各式各样的&四菜一汤$内容和分量
差别不小% 黄老板的餐馆能让江主席赏光登门!是有
道理的!今天的四菜一汤!牛肉分量不少!青菜也很
新鲜!大家的脸上都一片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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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迷路的位置距离扎达县城
大约

&*

公里% 车行不久!便发现一溜
军车!还有部队的帐篷%

转眼! 帐篷里的
+*

多个战士都
跑出来!热心地指路'在前面的大沟
中沿着电线杆子走!就进入土林景区
了2*

扎达土林是远古受造山运动影
响! 湖底沉积的地层长期受流水切
割!并逐渐风化剥蚀!从而形成的特
殊地貌+

一路都是在河谷里行驶!这条河
谷是有名的象泉河谷+

很快!前方出现了令人惊奇的景
观 !峡谷的两边 !万丈土林 !千姿百
态!逶迤向前!绵延几十公里+时值正
午!强烈的阳光直射而下!土林里高
低错落达数十米的 #树木$! 千姿百
态!镀上一片耀眼的金黄+ 汽车行进
其间!就像是绕着众多巨人1建筑1动
物们转圈! 千年万年的风蚀水冲!将
土林雕塑成庞大的古城堡1 宫殿1碉
堡群0还有无数的恐龙爪1开花馒头1

森森古木0 还有站成队列的菩萨!有
鼻子有眼睛有手有脚0还有狮身人面
像!还有卧着的老虎!

两只大爪子搭在山上
**

土林是有层的 !

每条杠都代表着一个
地理年代吧, 有的下
面像圆柱! 有的像巨
大的树根! 就像用模
子拓的!气魄匀称!你
不能不感叹大自然的
手笔+

土林一路曲曲折
折地跟着我们到扎达
县城! 县城周边仍是
望不到头的土林地
貌+

进城有边境检查站+ 进小镇后!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加油站!饱受
缺油之苦的我们!唯恐去晚了!油就
加不上了+ 这里只有

"*

号的汽油!每
升

,-$*

元!我们一次连车带油桶加油
!*!'

元+ 这下到阿里不成问题了+

扎达! 藏语意为 #下游有草的地
方$+县城小得不能再小!用不了

+*

分
钟就可以兜一圈0全县仅

'***

多人+

教授在这里的美发店理发时得
知!冬天这里的白菜

!&

元一斤!方便
面

.

元一袋!小碗的面条
%,

元一碗+

住进电信宾馆!

+

层小楼! 楼上
仅仅

+

个房间! 一个
/

人间! 一个
$

人间! 好像是专门为我们预备的!每
床

$*

元+ 厕所在室外!洗漱在门前的
一个木头架子上+

宾馆对面就是浴池! 仅有淋浴!

什么备品也没有!每人
%&

元!老板娘
说'#这是县城最好的浴池!外国人都
来这里洗- $果然如此!每个人一个小
木屋!洗得浑身热汗蒸腾!就像干旱

的禾苗遇到了水! 真的不愿意出浴+

我们出来时!几个老外在厅里排队等
候呢-

啊"古格王宫

%*

点钟出发! 奔向我梦想已久
的古格王宫+ 这是来阿里必游之地!

不到这里!等于没来阿里+如果说!神
山圣湖是全世界佛教信徒朝圣的最
高圣坛!古格王宫就是西藏悠久历史
的最古老的见证+

那遗址从山脚拾级而上!到山顶
高达

/**

多米!整座山都是黄土的建
筑群!有宫殿!有洞窑!还有碉堡1佛
塔! 一圈是城墙! 可以想见!

%%**

年
前! 当时的情形是何等的宏大壮丽+

而今!整个遗址还在!可除了几间镶
嵌在崖壁下的宫殿未被风雨侵蚀外!

其余的房屋都向天而泣!只剩下一道
道残垣断壁了+

车停在遗址的山门前!这里门前
冷落车马稀! 加上我们的两辆车!总
共才

$

辆+

我拿了记者证跑去买票!门票每
人

%*,

元+ 国内的许多旅游景点!记
者都免票!这里记者不免!每辆车免

一张司机票! 大概是
为了让司机多拉人来
吧+ 走了这么多的高
山大河! 千辛万苦地
来到这里! 多少钱都
要不眨眼地花了+

就在十几年前 !

古格对于许多人来
说! 还是一个陌生的
名词+ 虽然早在

%"%+

年就有英国人麦克活
斯3扬!从印度沿象泉
河溯水而上! 来到这
里进行考察! 但知道
的人仍然寥寥% 直到
%".&

年! 西藏自治区
文管会组织的考察队!在这里发掘出
大量的雕刻1 造像及壁画等! 这个
%,/*

年拉克达人入侵消灭了的古格
王国才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走进遗址的入口!便开始沿着不
规则的石阶向山上攀登!最先走进的
是红宫!宫中供奉的释迦牟尼像&文
革$中被毁!这里空空荡荡!可却一把
大锁把门%

带路的接待人员! 拿着钥匙!为
我们打开宫门!原来宫殿的墙壁非同
小可! 那历经劫难而幸存的精美壁
画!距今已经

,**

多年!金漆依然闪
亮发光!令人叹为观止%一进门!接待
员指着赫然眼前的巨幅壁画介绍说!

这幅画讲述的是
%*/.

年阿里王意希
沃迎请古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的故
事!画中一队舞女翩翩起舞!旁边有
人击鼓吹号!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 这些壁画虽时隔数
百年!色泽仍很鲜艳%

因此可以看出! 不要把爱国与赚
钱简单联系起来!这是两个在永不相交
轨道上运行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

人为干预或救市措施虽能对股市短期
走势产生短暂微弱的影响! 并不能使
华尔街摆脱它自身前进的内向规律%

小布什为了稳定投资者决心也
做了不少努力!&

"

4

%%

$后每隔一段时
间他就出来说美国股市没问题!美国
经济运行正常% 然而只要他一讲话!

华尔街股指就立即下跌! 屡试不爽!

后来美国民众说总统的好意我们心
领了!但讲话就免了吧%

索罗斯!可怕的经济杀手

%5

资本面前"不谈道德

索罗斯!一位将快乐建立在别人
痛苦之上的投资家!金融史上独一无
二的怪才与天才!能敏锐捕捉任何最
微不足道变化的投机家!而且他所做
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合法合规金融基
础上的行为!因而他在全世界范围内
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

索罗斯有两个前无古人!或许后无
来者的成就!狙击英镑1&血洗东南亚$%

由于他一手引发
了

%""'

年亚洲金融
危机! 东南亚国家对
他切齿痛恨! 尽管索
罗斯为

,*

多个国家
的教育1 医疗和经济
发展投入几十亿美
元! 但这似乎并没有
从根本上改变某些舆
论对他的敌视%

其实金融市场就
是战场!就像索罗斯自
己所说的那样!在这里
道德不是评价的标准!

不能将资本市场上的
胜负转变成对人格的攻击% 他的成功
应当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
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

很多投资者认为金融市场应该
是有序的! 股价也应有固定的逻辑%

但索罗斯却持相反观点!他认为金融
市场是动荡的1混乱的!如果把它的
一举一动当做是某个数学公式中的
一部分来把握!绝对不会奏效%

索罗斯深信数学不可能控制金
融1控制股市!反而心理因素能够控
制市场!更确切地说!只要掌握住民
众的本能才能控制局势!即了解群众
何时1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或
金融工具的周围后!成功的投资者才
会走到前台% 这就是索罗斯的&坚果
壳$理论%

从
+*

岁起就进入华尔街的索罗
斯可谓一帆风顺!

+*

世纪
.*

年代他
与罗杰斯合伙的基金打败了巴菲特1

林奇!索罗斯成为最能赚钱的基金经
理%有人算了笔账!如果

%","

年以
%*

万美元投资索罗斯创办的基金 !到
%""$

年他将拥有
%

亿美元%

然而股市没有常胜将军!股神巴
菲特犯过错!索罗斯也不例外%

%".'

年股灾是索罗斯的滑铁卢%

当时他认为日本股市即将崩溃!转而
看好美国股市%

"

月份他把几十亿美
元从东京转移到华尔街!谁知一个月
后股指狂跌

&*.

点!在接下来的几个
星期里股市一路下滑!而日本股市却
相对坚挺%

索罗斯决定抛售长期股票份额!

其他交易商捕捉到这个信息后借机
猛砸相关股票!使期货的现金折扣降
了

+*0

% 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索
罗斯损失了将近

.

亿美元!量子基金
净资产跌落

+,-+0

! 远大于美国股市
1'0

的跌幅! 成为这场灾难的最大失
败者%

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挫败!索罗
斯挺了过来! 因此才有

!""+

年与英
国中央银行的令人目瞪口呆的世纪
之战%

市场洞察力决定了一切!索罗斯
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更快1更准确地
预见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至少在此

前三年! 索罗斯已开
始&热身$准备在英国
下手% 为统一货币作
准备的欧洲汇率机制
使英镑被严重高估 !

迫于与马克等货币挂
钩的压力! 英国既不
能主动贬值英镑来刺
激经济发展! 又不敢
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
价加息换取货币稳
定%

当时经济学家们
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
以支撑被高估的英

镑!金融投机家们也都知道英镑有贬
值的危险!但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
狙击%

/**

多年来无人敢挑战英格兰
银行的无上权威!它曾是世界上最强
大的中央银行!它的意志就是不可抵
抗的法律!&二战$后英国经济再也没
有回到当年的辉煌!英格兰银行的威
信却仍然令人望而生畏% 在调节市
场1抵抗混乱方面!它拥有最丰富的
经验!今天呼风唤雨的美联储只是它
的晚辈门生%所以只要英格兰银行和
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

英镑就不会贬值!不需要其他论据%

!""+

年夏季!索罗斯与合伙人抛
售了

'*

亿美元的英镑! 然后购进
,*

亿美元的德国马克! 还有少量的法国
法郎% 同时他大举购入价值

&

亿美元
的英国股票! 这一操作是以假定一个
国家的股票经常随着其货币贬值而升
值为前提的%另外!他对德国和法国的
债券市场进行长期投资! 并卖空德国
和法国股票%因为一旦德国
马克升值1利率降低!将使
股市下跌而对债券有益%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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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坛简单的愿望

要说简单

我要像蒲公英一样

说出自己的愿望

我不是光

是短暂的白发

为风儿飞扬

枸荆条

枸荆条也开始抽芽了

尽管它的野刺上

还挂有昨天疼痛的记号

这是个绿的季节

一切都朝着绿的记忆速跑

跑得最快的是翠鸟

风儿也跑绿了的时候

我们编织新一年的鸟巢

冲浪

桃花说开就开

燕子说来就来了

它们在空气中冲浪

风的浪头

让它们波荡

风儿不老

我喜欢油菜花的浪头

它们打碎在我心上

白头翁

我要有两只翠鸟的耐心才成

站在那一动不动

唯恐惊扰了它们

否则
2

春天的秘密

我一点都不懂

下定决心

我要站成一只白头翁

送您几枝茅燕

一路劳顿

送您几枝茅燕

不能果腹
2

却还养眼

穷乡僻壤

它们与蒲公英的灯盏为伴

这些白天的灯盏

装饰在茅燕的花园

哎呀
2

是谁不小心

打碎了我的灯盏

雾漫过堤坝

不管怎么说

还是狗见着狗亲

鸟儿的叫声一片唱和

无论如何

你不敢想象

蛛网能将雾的足迹抓到

我不敢将思想拔高

即便蛛网有时

很像一架水车

借助阳光

我也不能把雾剖析得

更加周全

漫过堤坝

它们就走远了

风生水起

只要燕子不回家

我也不回家

我要照护那些野草莓

风生水起

偶尔叫一声的是野鸭子

声音带有瓷器的气质

值得观看的还是燕子

一身绝活的燕子

轻轻一探身

顺着麦垄追菜花的燕子

吵嘴的燕子

燕子也吵嘴

吵得你就没法说的

她们有点像越剧里的对白

有时还带点舞蹈动作在里边

要是争执得厉害

她们就飞起来

飞起来的燕子

其实你就不知道

她们是争执还是在嬉戏

急性子翠鸟

其实翠鸟是个急性子

气筒似的!叽叽叽"的

速度像流弹沿着湖边划去

其实
2

它是很可爱的

长嘴巴小短尾

一身短打扮

红胸黑头背是翠绿色

脖子一点白

专长
3

打鱼和求爱

不速之客

我对它们

不能不闻不问了

它们的叫声

带有血丝的味道

这是夫妻两个

是我不请自到

打破了它们平静的生活

不论公理如何

这个世界

是有先来后到

这让我对小鸟的尊严钦佩了

红宝石纽扣

晨浴的草莓姑娘

她那件红宝石纽扣的绿裙装

就放在湖边上

出浴的姑娘

将整个湖面都照亮了

晃得翠鸟大呼小叫的

白头翁可不那么慌张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左三下右三下

还是一副笑模样

诗人简介!河南息县人
;

诗歌

大多都在 #大息地$%#诗先锋现

场诗歌俱乐部&交流' 出有诗集

#和一蓬蒿草坐在一起&(

/)01

陈勤廉

随笔

走进全国书博展
销大厅! 使我惊喜'呈
现在我眼前的全国图
书精品1 京版图书1各
省图书1河南图书以及
华文图书和港澳图书
布满整个大厅!目不暇
接!令人振奋% 那琳琅
满目的精美图书!那散
发出来的浓浓书香!不
由地使我呼喊出声 '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
么多图书啊- $这眼前
出现的图书出版事业
的盛事!使我猛然醒悟
到!觉今是而昨非% 使
我的思绪回到了动乱
的 &文革 $时期 '&读书
无用论$1&知识越多越
反动$的阴影笼罩着整
个时代!书成了罗织人
们的罪状% 我永远不会
忘记一位惜书如命的
学者爱书 1藏书 1读书
的痛苦遭遇!我曾与他
互诉衷肠!彼此遭受迫
害之苦% 今天!我把这
位学者的话记录下来!

留给后人!想必有所裨
益%

痛哉! 痛哉! 我前

半生的存书几乎洗劫

一空" #勇士$走后%我

用颤抖的双手%连连捡

起所剩% 拂去灰尘%重

新纳入空荡荡的书架

上& 至夜深%翻身下床%

把所剩装入麻包内%以

免#勇士$们再来&

解开麻包 % 利用

废报纸 % 把所剩存书

一一包上书皮 % 以为

#延年益寿 $& 费去半

天工夫 % 好容易包了

十本 % 一种恐惧感涌

上心头 % 复又拆下书

皮 % 生怕报纸上有有

伤当局者之文字'(

所剩之书%实属不

多 %正如此 %我更爱之

如命& 幸)石头记*未被

抄走% 然几经翻滚%破

页断字者甚多%乃用胶

布一一粘之%借此消磨

时日 %排解积郁 %亦生

来日再读之备+ 然%心

有余悸%因曹雪芹在被

打倒之列&

避祸尚不及%谁敢

自引火, 从所剩存中又

找到冯雪峰著 )寓言*

和秦牧著 )艺海拾贝*

两书%不禁惶恐! 想冯

雪峰乃全国著名大右

派%秦牧此书乃著名大

-毒草 $%如存之 %岂不

引火烧身,! 然翻阅之%

-狮子追日$ 与当今之

-勇士$何其相似乃尔!

-蛇的绞杀战 $./.蛇

想弄死树0反而枉费心

机 % 作茧自缚以至丧

命1

托翁所著)复活*%

屠君所著 )猎人笔记*

实我所爱之书%两书均

被-勇士$诬为-毒草$%

并边撕边骂曰 2-崇洋

就要媚外 3 当焚 ! 当

焚! $我捡起碎页残籍%

用糨糊粘贴之 % 使之

-完璧归赵 $+ 整订已

毕 % 耳际又响起 2-当

焚!当焚! $只好用油漆

纸包裹后埋入地下+

布皮线装 )四书*

乃孔孟之书%当在禁书

之首+ 竟幸存于橱下+

我无恶感 % 亦转入地

下%尽管有封0资0修之

嫌 %但 %对我这个藏书

成癖者%也顾不得许多

了+

文化遗产总是包

括古今中外名著在内%

藏之爱之读之何罪之

有, 痛定思痛%此种感

情%助我勇气+ 局势稍

微平定之后%索性将所

剩无几的禁书从地下

转入地上%让它重见阳

光+ 在有生之年%再读

一遍 % 也就三生有幸

了+

短短的一段文字!

道出了这位学者的痛
苦回忆!在那个动乱的
年代!他没有&爱书1藏
书 1读书 $的权利和自
由! 整天提心吊胆!终
日不安!今日这位学者
如果能一睹图书出版
盛举!他会有什么感想
呢,

王书坤 书法

凤凰夜色 王国强 摄影

京兆 陈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