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走一路看，先是饱了口福，
后又过了眼瘾，从书圣祠出来，康悔
文更是喜欢这个地方了。

绕过一条街，竟是卖布匹的市
面。只见市面上来往都是布车，卸
货的、拉货的人来人往。康悔文接
连进了几家店面，一个个问了，才
知这里纺织品交易量极大，来自各
省的布匹都有销售。南边的松江
布、常熟布、无锡布，北边的乐亭
布、南宫布、历城布，河南的孟县
布、正阳布，湖北、湖南有麻城布、
浏阳布……真让他开了眼界。

当晚在客店住下。第二日，康
悔文原本要去拜访几位当地商家，
他带有仓爷的书信。可刚出店门，
几个船工拦住了他。

一个船工急煎煎地说：少爷，出
事了。康悔文说：出什么事了？

那船工说：船上的货，被人——
扣住了。

康悔文一怔，说：货？谁扣的？
凭什么？

那船工说：是，是泡爷惹下人家了。
康悔文仍是不明白，问：泡爷，

泡爷怎么了？
那船工说：夜里泡爷在码头

上赌钱，连酒葫芦都押上了。最

后，他又押上了走这趟船的工钱。
结果，人家说他出老千，把他打得
半死。

康悔文一听，急了，说：人呢？
船工说：这会儿还在赌场门

口绑着呢，血糊糊的。
康悔文说：快走。看看去。

四
谁也想不到，泡爷在水里是蛟

龙，但只要一进赌场，他就成了小虫
儿了。据说，连这“泡爷”的绰号，也
是在赌场上得名的。

泡 爷 光 棍 一 条 ，却 嗜 赌 如
命。每次走船，只要船一靠岸，他
一头就扎进赌场里去了。常常一
赌就是一天一夜，吃喝拉撒都在赌
场里。

可这一次，他却过不了这一
关了。他的腿让人给打断了。

码头上这家赌场，是一姓崔的
泼皮开的。那年月，大凡能开赌场
的人，都是些“滚刀肉”，且在地方上
有些势力。这姓崔的名叫崔福。为
人且不说他，长处倒有一条，喜欢让
人称他“二哥”。只要在兰水的地面
上，尊他一声“二哥”，自然是好吃好
喝好招待，临走说不定还会送你盘
缠。但这人忌讳也多，若是你叫他

一声“大哥”，说不定大耳括子就扇
你脸上了。

不仅在兰水，全山东境内，一般
跟人打招呼是不叫“大哥”的。“大
哥”暗指两个人：一为“单雄信”。单
雄信什么人？反复无常、忘恩负义
之人也。二为“武大郎”。武大郎什
么人，戴“绿帽子”的窝囊货。当然，
这些话不说出口，是含在心里
的。就连酒馆里“小二”的称呼，
也是先从山东喊出来的。

再说这泡爷，虽嗜赌，却没有赌
运。进了赌场，他一晚上没开和。
开始是掷骰子，他押大，庄家开小；
押小，庄家又开大。押着押着，那三
几两银子，不到半夜就输光了。尔
后又去打雀牌，他把酒一口喝光，酒
壶押上，又赊了三两银子。本想先
把本儿给捞回来，没承想坐下不到
一个时辰，先还和了两把，往下就又
是连连走背字，输了个精光。按说，
到了这时候，他就该收手了。可他
心犹不甘，站起身时，一扭脸儿，刚
好看见在赌场里巡视的崔福。再往
下，他就是“指山卖磨”了，他信口
说：老大，你再賖我十两银子，我把
走船的工钱押上，如何？

崔福乜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

的脚，丫叉叉的，问：哪条船？
泡爷大剌剌地说：济南府隋

家。码头上一船粮食还没卸呢。
崔福说：好。给他。
泡爷说：谢了，老大。
泡爷在船上是“船老大”，他当

“老大”当习惯了，所以他一口一个
“老大”。这崔福听了就像是骂他一

样，可他却笑了笑说：好好玩。
尔后，崔福回到账房，吩咐说：

给我看住那人。
牌打到后半夜时，泡爷的手开

始抖了。他有些后悔，觉得不该说
那大话，那船是隋家的，粮食却是康
家的。于是，心气就弱了许多。出
牌越来越慢，犹豫再犹豫，总想和把

“清一色”什么的，可次次都不如意，
不是单吊、就是缺张。终于等到停
牌了，这次的确是“清一色”，但就是

“局”不好，单吊“五饼”——而“五
饼”已打出去三张了。这时候，对家
起牌时不小心把牌撞翻了几张，露
出一个“窟窿”，可这张牌又不轮他
起，也许是人家故意卖的破绽，可他
太想要这张牌了，有了这张牌，他就
可以把“东风”打出去，吊一、四、七、
九饼，有四张可赢，而且还是“一条
龙”。这把牌和了，那钱就全赢回来
了。于是，他把心含在嘴里，牙关紧
咬，用袖子遮掩，偷偷地摸了那张
牌。可就在这时，他的手被按住了：
狗日的，你敢出老千！

立时，泡爷头上冒汗了。他惨
笑着说：对不住，老大，摸错床了。
看着白，却是人家女子。

赌场上的人笑道：常走水路吧？

泡爷掩饰说：手臭。摸一白板。
赌场的人说：人家女人你也敢

摸，怕不是一回吧？
泡爷求饶说：头一回，平生头一

回。各位爷，我是吃河饭的，常来常
往，下不为例。请各位高举贵手。

赌场上的人说：既然是老手，你
不知道赌场上的规矩么？

泡爷说：认栽，我认栽。
忽然，只听身后有人恭敬地叫：

二爷来了！二爷，这王八蛋出老千。
只见那崔二爷走上来，拍了拍

泡爷，说：浑身剔不出四两净肉，也
敢出老千？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泡爷说：老大……
崔福勃然大怒：我一看你就是

个戴绿帽子的货，你他妈才是老大
呢！说吧，要胳膊还是要腿？

泡爷忙改口说：是我昏了头
了。爷，那是我吃饭的家伙，能不能
给我留着？

崔福说：要的就是你吃饭的家
伙。给我打断他一条腿，扔出去绑
在大门外。让人好好看看，这就是
出老千的下场！

泡爷再次说：爷，河边蚊子多，
给我留张脸吧？

崔福说：怎么，你还要脸？那

好，跪下，叫一声二哥，就给你留着
这张脸。

泡爷仍脱口说：老大……
崔福说：给脸不要脸，给我打！
于是，打手们一哄而上……泡

爷不躲不藏，干脆四扬八叉地往地
上一躺，任人宰割了。

五
泡爷是五更天出的事，康悔文

赶到时，已认不出他了。
他被人绑在赌场门外的一棵槐

树上，脸已肿成猪头样儿，上边黑麻
麻的，趴着一层花脚蚊子。虽说是
秋后了，蚊子们临死前算是又会了
次大餐。

康悔文走进赌场，赌场已经打
烊。那些打手、做庄的伙计一个个
打着呵欠正收拾桌椅，准备睡了。
康悔文两手抱拳，一拱手说：各位，
能不能通报一声，就说河南客商康
悔文求见崔二哥。

众人怔了一下，见这人气宇不
凡，是个买卖人。于是通报了楼上
的崔福崔二爷。崔福披着件袍子打
着呵欠从楼上走下来，看是一位书
生模样的年轻人，就说：怎
么着呀?没看我这儿打烊
了吗。 41

连连 载载

春秋时期，一个少年在上山砍柴的路上，遇到
了一条两头蛇。按当时楚国的风俗，看见两头蛇
的人必死无疑。少年心想：“既然要死人，那就死
我一人吧，不能再叫旁人看见了。”于是，他挥起柴
刀，斩杀了这条蛇，并将其埋入山丘。回到家以
后，少年担心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就伤心地哭了起
来。母亲知道原委后，宽慰他说：“不妨事。我听
说暗暗做了好事的人，上天会保佑他的。”

这个斩蛇的仁德少年，就是孙叔敖，河南淮滨
县人，以贤能闻名于世。当时，孙叔敖居住的期思
邑经常蒙受水患。于是，他率人“决期思之水，而
灌雩娄之野”，充分利用废旧河道和两岸湖沼洼
地，成功修建了依地势高低、由多个小型水库串联
而成、能实现自流灌溉的先进水利工程——期思
陂，一时间名声大震。

楚国令尹虞丘子听说后，就把孙叔敖推荐给
了楚庄王。楚庄王想考察一下孙叔敖的才能，就
派他到沂地修筑城池。孙叔敖使用量化管理的方
法，不仅计算土方量、运土的距离，也精准计算民
工应该携带的工具和干粮。由于计划周密，运筹
得当，30天就完成了筑城任务。楚庄王心中大悦，
没过几年，就任命孙叔敖为楚国的令尹（楚相）。

江淮地区是楚国东抗吴越、北取中原的战略要
地。孙叔敖上任伊始，就征集民力在江淮之间疏沟
开渠，兴修水利。最著名的工程当属“芍陂”，这里原
是一片洼地，孙叔敖因形就势，围堤造陂，凿渠引水，
建成了一个人工大湖，可浇灌淠东平原万顷良田。

不久，江淮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大幅提升，一跃成为楚
国东北部的重要粮仓和兵源地，为楚庄王争霸中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楚国崛起后，晋楚之间发生了
著名的大战“邲之战”。其时晋强而楚弱，孙叔敖机
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把强晋打得措手不及，仓
皇北逃，楚国得以成为中原霸主。

楚国称霸以后，胸怀气度也不一样了。有一
天，楚庄王觉得楚国使用的蚁鼻钱太轻，有失大国
体面，便责令市场上一律更换大钱。老百姓觉得
用大钱很不方便，怨声四起。商人们也纷纷放弃
经商，贸易市场出现萧条迹象。孙叔敖知道情况
后，赶紧去见楚庄王，据理力争，晓以利害。楚庄
王答应恢复旧币，很快楚国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
荣的局面。

楚国民众爱坐矮车，但楚庄王认为不便于驾
马，下令把车的底盘改高。孙叔敖表示反对，他认
为，政令多了，百姓会无所适从。建议加高闾里的

门槛，这样，百姓乘车出入，自然就会把车子底盘
改高了。

安定时间一长，楚庄王又觉得没意思，就想攻
打晋国找点乐趣。群臣认为不适宜，会给国家带来
灾难，但都不敢劝。孙叔敖找到楚庄王，并不直接提
攻打晋国的事，而是说：“大王，我的后园有棵榆树，
树上有一只蝉在高声鸣叫，却不知道后边有只螳螂
正准备捕食它。螳螂捕蝉的时候，却不知道身后有
只黄雀伸着脖子呢。如今，大王只知道贪占晋国的
土地，却没想到要爱惜士卒的生命，没想到战争带来
的后果和祸患。”庄王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听
从了孙叔敖的劝告，决定不去伐晋了。

孙叔敖为相期间，楚国“上下和合，世俗盛美，
政缓禁止，民乐其生，吏无奸邪，盗贼不起”，楚国国
力进入了全盛时期。

孙叔敖为政有方，深得民众的拥戴，楚国官员
和百姓纷纷称颂。然而，有一位老人却身着丧衣、头

戴白帽前来拜访。孙叔敖见老人这幅装扮，感到十
分疑惑，于是问他：“敢问老人家，是不是有什么话要
指教我呢？”老人忧心忡忡地警告道：“你的地位很高
了，对人的态度就要更加谦卑；官位变大了，做事情
就要更加小心谨慎；俸禄已经很丰厚了，就不要再索
取他人的钱财了。”孙叔敖听到这样的话，赶紧恭敬
地叩拜致谢，表示接受他的忠告。

孙叔敖一生谨记老人的叮嘱，三得相而不喜，
三去相而不悲，“持廉至死”。楚庄王多次重金封
赏他，他都坚辞不受。他衣着朴素，饮食简单，“妻
不衣帛，马不秣粟”。史书说他“冬羊裘，夏葛布，枯
鱼之膳，栈车牝马，面有饥色”，连孔子都觉得孙叔
敖平时太过节俭。

楚庄王二十一年（前593年），孙叔敖病重去
世，年仅38岁。弥留之际，他把儿子叫到床边，告诫
他：“我死之后，国君必然会加赏于你，你千万不可接
受过于肥沃的土地。”孙叔敖死后，他的妻子和儿子
穿着破旧的衣衫，靠打柴维持生计。伶人优孟看不
过去了，就扮成孙叔敖的样子，在庄王的寿宴上唱

“慷慨歌”泣诉，留下了“优孟衣冠”的佳话。楚庄王
得知真相后很受震动，连忙招来孙叔敖的儿子，把荒
凉而又贫瘠的山地“寝丘”封给了他。

“楚相千秋业，芍陂富万家。丰功同大禹，伟
业冠中华。”作为“古今第一清官”，孙叔敖被司马
迁的《史记》列为“循吏第一”。1957年，毛主席视
察淮河时多次提到孙叔敖，称他是“了不起的治
水专家”。

史海钩沉

♣ 王 剑

千秋楚相孙叔敖
知味

儿时的乡土茭白
♣ 殷雪林

秋风起时，豫南广大田野中的沟塘湖堰一
汪汪清水边或浅滩里，一种水生蔬菜成熟了，
它就是茭白，也叫茭瓜，那时乡亲们都爱叫它
水黄瓜。此时的茭白新鲜水灵、青白如玉、肥
肥嫩嫩，味道爽脆清甜，最适宜入馔。

小时候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家里兄弟姐妹
多，生活捉襟见肘，母亲常常领着我们去乡下
姥姥家打牙祭。姥姥家的日子虽然也不宽裕，
但自耕自种，白花花的粮食管饱肚子还是不成
问题的。还有，那广阔天地里的瓜果野食，尤
其那塘堰河湖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生吃
食和野味河鲜，更是吊人胃口。

姥姥家离城一二十里，但对我们当时的小
短腿来说，也算是长途了，好在一出城，就被那一
派田园风光吸引。丽日蓝天白云悠悠下，土路、
稻田、虫鸣、蛙鼓、鸟唱，农人在庄稼地里忙碌干
活，犁田、耙地、除草、施肥……还有牧童在草滩
上安恬悠闲地放牛，渔人在水边自由自在地撒
网捉鱼。有这画一样的景象伴我们翻沟过凼，
耳听目视的享受完全盖过了徒步的辛苦。虽然
长满野草的田埂上有时会突然蹿出一条青花
蛇，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甚至路过村庄时还会被
农家土狗追着屁股吠咬而吓得慌不择路，但心
里对姥姥家一直向往着而脚步不停。

为了赶路，我们经常抄田间小道，小路上
人迹罕至，脚步声屡屡惊扰了藏匿在草窠里的
青蛙，不断跳进两边稻田，每每惊得水田中的
稻花鱼跃出水面，只可惜那时太小，还没学会
空手抓鱼的本领，虽然水田的积水很浅，也是
徒有羡鱼情了！沟塘湖堰里的水生吃食到是
很容易得到的，一路上像菱角、鸡溜子（芡实）、
野莲不断，随手可摘取，偶尔还可在田畔里挖
到一些野地梨（野荸荠）尝鲜。有一次我和二
哥见到几个半大的乡下孩子们在一片貌似蒲
苇的水泽里，寻找采摘一种膨大的根茎，只见
他们剥去包裹的青翠外衣，露出白嫩肥胖外形
类似竹笋的根茎，衣服上三下两下蹭去泥水，
当即搁嘴里大嚼起来，那美滋滋畅快得意的样
子很是馋人。我和二哥当即挽起裤腿下水寻
找，顺着一丛丛立在水里的绿色植物根处摸了
一会，幸运的也采到了两三根，我们学着他们
生吃的样子迫不及待地一饱口福。一路走来
口干舌燥，一入口脆生生甜滋滋，一股田野之
香扑来，三口两口吃没了，没过瘾还想吃，却再
也采不到了。只能恋恋不舍地上路，走出了一
段才想起问这东西叫啥，隐约听得一个诱人的
名字：水黄瓜。

等我们到了姥姥家后，就向庄里的小伙伴
们打听水黄瓜，没想到他们好多人知道，还领
着我们在村边塘堰水泽里四处寻找，只是那时
水黄瓜这种野生植物稀少，即使找着也几乎被
人采过，往往采不了几根，倒是有时能在它没
于水里的根部摸到些鱼虾，因为它的根是水中
许多鱼儿的庇护所，茎叶也是有些鱼类的食
料。运气好采到八九十来根，小伙伴们友好地
叫我全拿回去让姥姥炒菜尝鲜。姥姥的厨艺
很简单，也实在没什么搭配，要么切片点缀青
红椒清炒，要么滚刀切块酱油红焖，不过萝卜
青菜吃伤了胃口，猛然改变一下口味，也让我
们食欲大开。

长大了，才了解水黄瓜学名叫菰，别名茭
白，多生于南方水乡泽国的浅岸边，丛生，翠叶直
立，约一指来宽，大半人高，形态优美，夏秋抽穗
结米，古时名雕胡，可当粮食食用，被称为六谷。
唐代诗人李白：“跪进雕胡饭，月光照素盘”；王维
亦有：“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的诗句。宋代
以后茭白因为被真菌感染不能抽穗，根茎部膨
大，人们发现其肉质鲜美，才被当作水生蔬菜食
用，而且吃法多样，最好是与肉食搭配。清代袁
枚在《随园食单》中有对茭白入肴的一段记述：

“茭白炒肉，炒鸡俱可。切整段，酱醋炙之尤佳。
煨肉亦佳，须切片，以寸为度，初出瘦细者无味。”

现在茭白多种植，而且一年四季都有，吃法
花样翻新，常出于居家和各种餐厅，大概人们喜
其外形清爽肉质甘美。李渔曾这样赞美道：“蔬
食之美，一在清，二在洁，茭白形质，堪担其美。”

可我总觉得没有儿时的好吃，虽然姥姥的
厨艺很简单，也没有肉食可搭配，但那时都是野
生的，具有大自然最朴素的气质和天然味道，且
蕴含姥姥的点点爱意，只是再也无法吃到，这样
想时，倒让我惦念起儿时的乡土茭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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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理

♣ 山歌

红叶黄花秋意晚
巩义多山区，随着“青山绿水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乱砍滥伐、私
采乱挖的现象得到彻底遏制，到了深秋，
长寿山、嵩顶等地方的红叶蔚为壮观，颇
具规模。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认为老
家新中镇楝树口、亚沟一带的红叶还是
颇具韵味的，如果说巩义其他地方的红
叶像是大家闺秀，那么老家的红叶则是
小家碧玉，颇有让人称道的地方。

老家的红叶也不是火炬树、元宝枫
之类的名贵品种，而是最不起眼的黄
栌。黄栌属于灌木类植物，注定长不成
参天大树。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黄栌，
在过去甚至更遥远的年代，与当地百姓
的生活息息相关：黄栌的枝条因为柔软
可以编筐；黄栌的叶子落了之后可以积
肥；到了冬天，人们把黄栌发达的根部
刨出来，用来烧火、取暖，满村飘荡着黄
栌那种特有的中药一般的味道。记得
小时候夏天到山上放牛的时候，为了躲
避炎热，我们就躲在黄栌丛中，或者折

一些黄栌的枝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
据史料介绍，香山上的红叶也有黄

栌，它们像是温室的花朵被管理人员精
心打理着，浇水、施肥、打药、修剪、定
型、烟熏等，它们的叶子多姿多彩也就
不足为怪了。老家的山土壤少、石头
多，裸露的多是石头，而黄栌就是从石
头缝的稀有土壤中生根发芽，迎风霜战
酷暑，一岁一枯荣。它们不计较恶劣的
生存环境，却顽强地生长，像极了老家
的乡亲们。老家“山高石头多，出门就
爬坡”，土地少，干旱缺水，但就是这样
的自然环境条件，父老乡亲们没有怨天
尤人，没有选择逃离，他们对生活一样
充满信心，不同的面孔始终洋溢着同样
的阳光。

老家的红叶包容、不霸道，不因自
己的绚丽而容不下其他植物。远远望
去，除了喜庆、热烈的黄栌红叶，还间杂
有柏树的绿，杨树的黄，荆条的枯，茅草
的白，组成了山上独特的自然景观，成

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老家的红叶默默无闻，低调，不张

扬，跟老家的人一样。楝树口村的陈占
庭担任村支书以来，时刻把群众的冷暖
挂在心上，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诚心
诚意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修路，
引水，在荒凉的山头上修建了“西山游
园”。还有温堂村的企业家李景周、雷
太红，茶店村党支部书记曹丰军等等，
数不胜数，不胜枚举。他们有着不一样
的经历，但同样有着跟老家的黄栌一样
的精神，那就是顶风傲雪的自强精神，
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
精神，众木成林的团结精神，更重要的
是，他们同样有着致富不忘乡亲的奉献
精神，有着替民忧、解民难的为民情
怀！他们的事迹鲜见报端，很少被外界
所知道，但是在当地提到他们的名字，
不论男女老幼，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能
耳熟能详，如数家珍。

我爱老家的红叶，更爱老家的人。

♣ 柏 英

布宁美文精选：俄罗斯本土文学的桥梁

人与自然

♣ 王太生

阶前梧叶已秋声
关于节气，我们更多的是想象，想象古

人安静诗意的生活，祖先的模样，尤其是到
了新凉如水的清秋，望到果实，看见落叶，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月白风清的秋夜，采摘一枚香橼是一

件古典而又触手可及的事情。在南方，香
橼挂在绿枝绿叶的树梢之上，待到凉风乍
起，草尖生露，圆溜溜，就像是一只只被点
亮的小灯笼，橘黄色的，远远地看，累累的，
簇拥在带刺的枝叶间，非常养目。

香橼似橘非橘，干可入药。季羡林说
它是“半黄半绿，黄绿相间，耀目争辉。每
当夜深人静，我坐下来看点什么写点什么
的时候，它就在灯光下闪着淡淡的光芒，散
发出一阵阵的暗香。”

那晚，我在一处园子里采摘一枚香
橼。园子里，老桂馥郁，月华如水，香橼就
氤氲在一片香气之中，静止得没有一丝动
静。我将摘下来的香橼带回家，似乎怎么
也嗅不出儿时那熟悉的气息，却是把一个
季节，摆放在书案上。

对物候的敬畏，是步入中年之后，感恩
大于好奇。

秋天的银杏树，也是站在一处园子里
的。童年，那棵老树，枝高数丈，那一穹绿
伞的树身，足有六七个孩童的手臂相连才

能将它合围过来。银杏果，据说是每一片
绿叶和阳光合唱的歌。站在树下抬头仰
望，那一树碧澄的圆果，在阳光的照射下，
几近透明。

果子成熟了，通体泛黄。银杏果会冷
不丁地，从枝头坠落，像一粒流星划过天
幕。一粒果子跌落到尘埃里，起初是零星
的，接着是淅沥的。是风的助阵，还是大地
的万有引力？将一次生命的轮回，戛然终
止在一个金色的秋天里。

一句成语，演绎成秋天的意象。毕竟
树下少年，不是守株待兔的古代稚子。圆溜
溜的诱惑，引来圆溜溜的双眸。坐在树下会
有果子吃么？早有二三个身手敏捷的少年，
顽猴般攀缘到枝干，一根竹竿挥舞在浓荫密
叶间，枝叶摇曳缤纷，沙沙作响……头顶上，
天女撒豆，碰颤着枝叶，银杏果砸在松软的
地上，蹦跶着，滴溜乱窜。这时候，谁甘心站
在树下旁观？小伙伴们一哄而上，满世界抢
拾银杏果。哗啦、哗啦，一阵密、一阵疏的

“银杏雨”裹挟着银杏“雨点”，扑笃、扑笃，砸
在脑瓜、脊背上，生疼，冰凉……

那时候，故乡的秋天，物干气燥，倒是
这几场“银杏雨”，让小孩子们手舞足蹈，拎
着满满的收获，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描写秋天的萧萧落叶，比较喜欢南宋

词人王沂孙的那句“乱影翻窗，碎声敲砌，
愁人多少，望吾庐甚处，只应今夜，满庭谁
扫?”飘飞的树叶，乱落窗棂，落在台阶上发
出窸窣声响，望我家在何处？只是今夜，满
庭落叶无人来扫。

月过中秋，愈往季节深处走，便是竦竦
劲风起。这时候，满世界泛黄的树叶，在风
的抚掌间，便是翻飞的“叶蝶”。

那些梧桐、银杏、丝瓜的叶子，布满整
个夏天阳光的筋络，在秋天通往冬天的街
道奔跑。合着风的节拍，忽而是印象派画
布上的油墨集聚，忽而是才子佳人的聚散
两依依。散而合，合而散，凄美而绮丽。

某天，我到一个县城去。行驶在乡村
公路上，不经意间，看到前面的车，在傍晚
寂静中疾驶，一路掠过的满地落叶，在车
后，紧随数十公里，且随着气流，一忽儿挤
涌向前，一忽儿突突滞后。远远地看，迷蒙
而斑斓；像叶，又像蝶。

“叶蝶”，是那些经历了漫长春夏两季
接力长跑的叶子，魂归大地的最后舞蹈，它
与惜别枝头的香橼、跌落尘埃银杏的一起，
绝不是为了讨某一句口彩而表演，而是一
段岁月离别与重逢的生命礼仪。在夜阑人
静时，“扑笃”一声，悠然落下枝头；或者，轻
盈得没有一丝声息，极像我们的祖先。

空山新雨后空山新雨后（（国画国画）） 向亚平向亚平

1870年 10月 22日，伊万·布宁
出生于俄国沃罗涅日省的一个破落
贵族之家，因家境贫困，在中学只上
了五年学就辍学了，在大哥的辅导下
完成了中学学业。他大量读书，广泛
涉猎文学，并且很早就显现了文学才
华。1891年，布宁出版第一部诗集，
那是他青少年时代习作的结晶。
1894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乡村
草图》发表；1895年发表的短篇《走
向天涯》大获成功。1898年的诗集
《在开阔的天空下》和1900年的小说
《安通苹果》《墓志铭》为他赢得了更
广泛的荣誉。1902年伊万·布宁接
受高尔基的邀请到知识出版社工
作。1903 年因写作诗集《叶落时
节》和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海
华沙之歌》获得俄国科学院最高奖

普希金奖。
伊万·布宁擅长抒情和哲思，他

以诗人身份登上文坛，但在短篇小说
领域颇有建树，最后凭借长篇小说获
得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布宁美
文精选”系列。《布宁诗文选》中的46
首诗和 20篇散文展现了作家在诗
歌和散文领域的最高创作成就，《布
宁短篇小说选》精选了最有布宁个
性色彩的 17篇短篇小说,《暗径集》
是作家的自选集，也是他本人最满
意的作品集，全方位展现了布宁式
爱情书写。伊万·布宁在俄罗斯文
学史上的一席之地不容忽视，他连
接着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和二十世
纪文学，连接着俄罗斯本土文学与
侨民文学。

新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