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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刚过塔洋的街市，琼海王路生兄就接
上我们了。他上了我们乘坐的大巴车，热情
洋溢，妙语如珠地向我们介绍琼海，介绍三
万亩连成一片的龙寿洋农业观光园。

我听着，看着，眺望着古塔，眺望着田
洋，突然想起我曾经记下的一段心灵笔记
（那是看电视上朗诵《荷塘月色》时记下的），
于是，掏出手机，调出“备忘录”，搜到“2013
年6月25日”，就礼貌地打断了路生的话，做
了几句说明后，就读了起来：“塔洋，那荷花！

上世纪六十年代，琼海塔洋那地方，塔
旁边是块大荷塘。我那时读长坡小学，爱画
画，见荷花总很高兴，总想对着画下来，但是
没有。那时爱跟同学相邀去嘉积逛，总会经
过塔洋，那塔那洋那荷花很吸引我，看之不
够。我想到在小人书中看到古代的王冕，他
在荷塘边放牛画荷花，真想自己的家就在荷
塘边呀！现在，那地方只有孤楞楞的塔了，
荷塘没了，更不用说荷花了，我看到一田田
的石榴、芭蕉。”

路生听完了，紧接着说：“符兄，你对琼
海对塔洋对荷花很有感情的呀！”

“那当然，这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有着
我很多美好的记忆。”

“那好！我现在就给你找回这美好的记
忆，我带你去看荷花！”

“这田洋里有荷花啦！种得多吗？”
“看了，你就知道啦！”
我们一行人，随着路生兄，逛过儿童乐

园，浏览兰花基地，就迈向了荷花的田洋。
在田洋大道的旁边，就是一望无边的

荷花。正是开花的季节，一团团小伞般碧
绿的荷叶，在南风的吹拂下，翩翩向远处铺
展而去，一直伸展到远方的绿树跟前；绿树
之上，是飘着几朵白云的蓝天，太阳当头照
着；尖圆的莲花花瓣，嫩白的、粉红的，光烁
着粉粉黄黄的花芯，组成一朵朵鲜艳的花
朵，荡漾在碧绿的荷叶群之中；放眼望中，
宛如碧波起伏的洋面，涌起成千上万朵洁
白粉红的浪花。

哇！大家欢呼着、惊叹着、起哄着，好几
位正是花样年华的女同事，早已收不住急于
飘进花洋的身子了。她们小心地从荷叶掩
盖的小田埂上跨进了花丛之中，傍着摇动的
花朵呼喊、欢笑、挥手、拍照，红润的脸颊衬
着艳丽的鲜花，彩色的衣裳飘动在团团绿叶
之中。哇！人面莲花相映红，荷塘翠色荡清
风！我们也都被感染了，也都小心地跨进花
洋里，跟美女们一起伴着红花绿叶让“苹果”
留下美丽的瞬间。

回到大道上，但女士们意犹未尽，还在
花间留连。我久久地眺望这荷洋，心间涌出
一股欣慰：那几十年的眷恋，今天终于兑现
了！塔洋、龙寿洋，又不仅有塔，不仅有水
稻、石榴、芭蕉，还有大片的荷花了。这是人
随天愿，物归原主呀！我自幼爱荷画，可能
是爱画画的缘故吧，这么多年来，我不仅小
时候看到塔洋的荷花，还看到颐和园的荷
花、北戴河的荷花、微山湖的荷花，特别是西
湖的荷花，但还没看到这么大片、这么壮丽、
这么宽阔而集中开放的荷花；从脚边这么望
去，少说也有上千亩吧！这时，我想起了宋
人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诗句，我
想，只把诗中的“西湖”换为“龙寿”，这诗就
完全适合当下的景色了。

毕竟龙寿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百味书斋

◇异域风情

符兴全◇琼岛风物 张金刚◇市井烟火

龙寿荷花
要郊游，又推出了那辆落满尘土、胎瘪无

气的自行车。想到要走山路，握着打气筒的
双手便没了准头，不停地上下运动，总嫌轮胎
气不足，不够硬。谁料想，用力按下想要收手
前的最后一下，“叭”地一声，后胎炸裂，前功尽
弃。不得不以最快速度奔向修理摊，更换新
胎后，才狼狈赴约。

不由懊悔，何必如此太用力。其实好几
次按压轮胎，都感觉气已饱满，足以攀爬山
路。但就是太过低估了轮胎的承受力，拼命
打气，以求气足胎硬；结果，用力过分，造成遗
憾。退一步说，就算轮胎不爆，气太足走在山
路上，也会倍感颠簸。看来并不是气越足越
好，只要适度便可，否则很容易得不偿失。打
气如此，生活亦是如此。

前几年，参加自学考试。考虑到去省城应
考要倒几次车，极为不便。于是第一次报考便
不分难易选了四科。但毕业班的课程着实紧
张，让初登讲台的我难以招架。眼见学生毕业
和我考试的时间同时迫近，而那厚厚的一摞书，
才刚刚翻了几页。于是，我便在备课、上课、批
改作业的间隙，拼命地看书、记忆；晚上更是挑
灯夜读到凌晨，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回忆记过的
内容，查漏补缺。就这样，顾了学生顾自己，时
刻紧绷的神经，终于承受不住，整日昏昏沉沉，
不得不在大脑罢工的当天，决定罢考。

于是日后的自学考试中，我都会根据课
程的难易程度，有选择地报考，没再过猛用
力。虽然到毕业延续了近四年，但很是轻松。

一日，同学向我诉苦，说再也无法和老婆
过下去了。我很感意外。当初两人的恋爱可
是轰轰烈烈，海誓山盟，曾在同学间传为佳
话。没想到，才结婚两年，怎会突然亮起红
灯。第一感觉，便是可能出现了婚外情。然
而同学的解释，颇感意外，是因为她过于看重
这份情感了。

原来，同学由于工作关系，两地分居，成
了名副其实的周末夫妻。正是同学的久而不
归，让空守家中的老婆，开始对他疑神疑鬼。
查岗电话随时都可能响起，开口便问和谁在
一起；偶遇开会关机或是电池没电，那电话便
会惊动同事；好不容易回家，便借洗衣服之
名，翻兜、细瞅、找线索。更为可气的是，她竟
然想方设法背地里搞到了同学的电话详单，
追问陌生号码的来由。

忍无可忍的同学便愤然提到了最为敏感的
两个字“分手”。此时她才突觉过分，痛哭流涕，
坦言只是因为太爱他，才如此不放心他，请求原
谅。看来，是她爱得太过用力了，以致于丢失了
夫妻之间当有的信任，让本是完美的爱情出现了
裂痕。聊到最后，同学丢下一句：说说气话罢了，
她也是因为太爱我，涛声依旧吧。

曾有同事一见人事有变动，便上蹿下跳，
托关系走后门，不择手段地极力“求进步”，结
果事得其反，不仅没得到重用，还落了个急功
近利、浮躁轻率的坏印象；曾见邻家大婶对孩
子疼爱过度，要星星不给月亮，结果孩子的任
性，终于让她无所适从，爱的力量转嫁给了恶
语和巴掌，致使孩子离家出走；曾有文友一度
迷上写作，迷上发稿，一日不写稿便寝食难安，
一日不发稿便郁郁寡欢，结果每日被稿所累，
迷失了写稿只是业余爱好的快乐初衷。

凡事，适可而止，适度便好，否则事极必
反，欲速不达。这当是生活幸福快乐、家庭和

顺的要诀。

生活不必太用力

近几年里，应中华书局之约，笺注余怀《板
桥杂记》，于是乎整日淫浸于明清之际文人的各
种奇瑰文字之中，《香艳丛书》、《秦淮画舫录》、

杨旭辉

凭谁解，
醇酒妇人意？

在澳大利亚旅游，最吸引我的，莫过于观
看企鹅归巢了。

从澳大利亚最南端的城市墨尔本出发，往
东南方向坐三个小时的汽车，便到达飞利浦岛
自然保护区，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俗称
企鹅岛，因有数千只企鹅在此栖居而得名，自
然，这里也成了观赏企鹅的胜地。全岛仅有一
座桥梁与澳洲本土相连，上岛确有不便，但十
分有利企鹅的保护。

在旅途上，就听导游鼓吹了企鹅的诸多趣
闻。这个岛上的企鹅，是全世界最小的一种，
一般高度不超过30公分，因此被称为侏儒企
鹅，但墨尔本人爱这些企鹅，改称它们为神仙
企鹅，并且传承下来。这些企鹅所以被人们热

陆胜平

观企鹅归巢

爱，一是它们的辛苦勤劳，每天日出而作，风
雨无阻，要出海几十里捕捉鱼虾，除养活自
己外，还要带食喂养未成年不能下海的小企
鹅。二是它们同生共死的爱情，”情侣夫妇”
有一去世，另一只绝食相守，直至死亡。三
是它们为朋友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它们
在归途上，常遇海豹等海洋”恶霸”的侵袭拦
截，先头的企鹅，迎危而上，引开海豹，掩护
同伴逃难，而自己，大多成为”恶霸”的食物。

飞利浦岛自然保护区名符其实，不得允
许，任何人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各类树木
灌丛将土壤全面覆盖，除了道路与不多的房
屋外，可以说看不到露天的土地。令人惊讶
的是，这岛上袋鼠泛滥，它们在广阔的树林、
草丛中玩耍跳跃，无所顾忌地奔越公路，常
有被汽车撞击的惨剧发生。对袋鼠，岛上似
乎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这里保护的重点，
是企鹅。

一路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多少汽车和
游客与我们同行，但一到观看企鹅归巢的地
域海滩，发现那供游客行走的木栈道上及搭
起的宽有一百多米、上下有二十多层的木质
台阶上，到处是人。按管理处预告，企鹅将
于傍晚5时55分至6时上岸归来，现在离企
鹅的归巢时间还有20多分钟，但大家迫切的
目光从近前的海滩一直搜寻到天海交际处，
恨不得第一个发现企鹅。

夕阳很快落下了山，东边的月亮一秒也
不差地爬了上来，那桔黄色的弯弯的身躯
比夕阳还张扬，它给大海撒上了一层光晕，
让天地有了一种魔幻的色泽。人们竟然忘
记了看海面，仰望着天空，纷纷将视线对向
了月亮。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转移的时候，有一游
客高喊：快看，企鹅上来了。刹那间，人们
的眼光一齐射向了海滩，但只见一层又一层
白雪似的浪花扑向岸来，我没见着一只企
鹅，难道是那人调戏我们？但是很快有更多
的人在叫，”企鹅”，”企鹅”，”哇，有一排！”

终于，我也看到了！原来，企鹅是随着
浪涛被托涌上岸的，它身躯本来娇小，前身
或称为胸脯的地方一片雪白，跟浪花同色，
哪里看得清分得明，待浪潮退去，企鹅在沙
滩上站稳了脚，那固定的一个”白点”，才让

《陶庵梦忆》一类的古籍，几乎满眼尽是“醇酒妇
人”的写作。

在今天，“醇酒妇人”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早
已成为沉湎于酒色、生活颓废腐朽的代名词。然
而，稽考典籍，观其出处，实则与此大异。话说战
国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被谤，见疑于魏王，只得
以醇酒妇人掩人耳目，藉以自保，实在是颇多无
奈和辛酸。《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记载是：“秦
数使反间……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
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
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
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长夜沉湎于“醇酒妇人”，
信陵君似乎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四年之中的惶恐
不安、酸甜苦辣，只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了。不知现代的人们能否在冰冷坚硬的历史文献
中体味到公子的人生况味？其实，中国历史上从
来就不缺少这样的故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

“醇酒妇人”的奢靡繁华背后，何尝不蕴藏着历史
的血酬定律？还有主人公韩熙载在宦海浮沉中如
履薄冰的惊险和惶恐。

晚明时期阉党争权、党争激烈、朝政混乱，文
士清流在经历大规模洗劫的灭顶之灾后，不免心
灰意冷，心有余悸。于是，在噤若寒蝉的黑色社
会生态中，信陵君、韩熙载“醇酒妇人”式的生活
逐渐成为士大夫表明心迹、消磨沉郁、缓解伤痛
的凄怆选择。“明人放浪旧院，名士多陷没其间，
虽以范质公（范景文）、吴次尾（吴应箕）、方密之
（方以智）、姜如须（姜垓）、冯跻仲（冯京第）、黄太
冲（黄宗羲）亦不免焉。”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在
《记石斋先生批钱蛰庵诗》一文中所列举的这些
人物，都是历史上以气节而著称的名士。然而，
这些义士并“不至终为此累”，其中原因便是全祖
望所说的“赖有后来所造”耳，即明亡后诸位的豪
情壮志和可歌可泣的义举。至于余怀、张岱这些
曾长期混迹风月的贵公子，亦何尝不是如此？

简雄先生的新作《浮世的晚风》，就通过流畅
而生动的随笔式历史叙事文本，为我们较为全面
地展现了晚明以来文人在高墙里的一场“自由”
盛宴。虽然，这场“盛宴”以及盛宴的参与者“在
灯红酒绿中，他们终于随着大明朝一起，消失在
浮世的晚风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当我
手捧这本有着别样书写方式和风格的书籍时，
《板桥杂记》笺注稿中的文献被一次次激活，我脑
海中时时浮现的竟然是“醇酒妇人”！

斯人已逝，往事烟云，但明清之际不断上演着
的风月故事背后，却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惊心动
魄和暗潮涌动。一遍遍重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
是别传》，已经不再津津乐道于柳姬与文人间的

“八卦”和“花边”渐渐了解到“复明运动”的轰轰烈
烈，还有柳如是与许多文人志士的崇高志节，似乎
更明白了寅老在这些“八卦”和“花边”中竟何以提
挈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旨！

文学史、文化史应该是士大夫或是作家的
心灵史、情感史、思想史，我们在研究和文本解
读的过程中，特别需要用心去体会沉潜、隐藏在
纸质纤维背后的心灵悸动和灵魂魅影。这在古
代的学术传统中叫“知其人，论其世”。《浮世的
晚风》和简雄先生其他的历史叙述著作，正依
照这一学理在前行、在探索，对历史人物和事
件作出属于自己的深入解读，其叙述和剖析绝
不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有辨证，有思考，“用
社会史或文化史的视角去‘还原’日常生活的场
景，让历史的人和事个性鲜活地出现在视野里”
（作者《后记》中语），读来令人酣畅淋漓。

您认清这是一只活灵灵的企鹅。
第一只企鹅终于上岸了，但它不急于回

家，它踱到海水淌不到的地方，停了下来，转头
向后看望，它这是在等待伙伴。不一会儿，它
的一群伙伴随着又一波浪潮登陆上岸了，于
是，它们排成一队，摇曳着胖墩墩的身躯，向岸
上它们的家走来了。一群又一群，一拨又一
拨。它们走走停停，有时东张西望，十分警觉
的样子。因为它们的天敌很多，如果自己不注
意安全，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岛上的管理部
门为保护它们的安全和安逸，做出严格规定，
观看企鹅，严禁对企鹅录像拍照、高声喧嚷，严
禁吸烟吐痰、表现出强烈恐吓的动作。

一群又一群的企鹅向我们靠近，清凉的
海风吹拂着海滩，有时送来企鹅”叽叽咕咕”
的交谈声、招呼声。有一只小企鹅走路不小
心跌了个跟头，它前面的企鹅立即停下来等
待，它后面的企鹅同样停下，待那只企鹅扑腾
着翅膀翻身起来重新上路，大家才一起继续
前进。企鹅的憨态与滑稽，常引得我们一阵
阵欢笑，有时，真的让我们忘记了不该喧闹。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企鹅的巢它们的家，
就在我们坐着的这片山地上，有的就在我们走
路的木栈道下。它们的家门或洞口，都有灌木
丛遮掩着，很难看到它们的家庭生活。

夜色中，我们走在木栈道上，目送最后

一批企鹅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