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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国驿寄梅花

拐角的闪电

李军琼岛风物

明昌塔遐想

孟祥海闲话文人

谦谦之风

刘新宁写食主义

金盘脍鲤鱼

今年5月下旬，应去年对友人的承
诺，我去了丽江，准备在玉龙雪山上住
一段时间。入住的地方，窗子面对圣洁
的雪山，阳台朝向静静的文海，美不胜
收。去年国庆节我只住了两天，因为没
想到那么冷，把我冻下山了。这次上山
后，一切都那么熟悉，小羊“喜子”长大
了，“村霸”大白鹅变老了，小狗“三三”
更淘气了。此行我带了厚衣服，凉爽的
天气很舒服。

然而，第二天刚刚起床，就接到了
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庆林走了！”

我强忍悲痛，把这个噩耗通知了亲
朋好友，同时订了最早去成都的机票。
下山的路上，与庆林31年交往的点点滴
滴不断闪现在脑海里……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很
多年以前，有一次单位要求填档案中的
一张表，除了亲属，还有一栏社会关系，
我毫不犹豫写了他的名字。

我和庆林都是闯海人，我们是1988
年8月初相识的，在海南省委食堂。当
时他从人大毕业刚刚来到海南，而我还
没有工作，每天为生计奔波，为每一顿
饭发愁。这一点，他比我幸运，是分配
来的，虽然也很艰苦——有一次他周末
中午吃了半包方便面，晚上想再吃那半
包，已经被蚂蚁吃光了。那时他住在海
口市海府路的汽运招待所，认识他以
后，他帮我在食堂买饭票，基本上解决
了我的吃饭问题。

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美食家。一
个月以后的中秋节，他搬到海甸岛的单
位宿舍。我去看他，他用电炉和月饼盒
做饭，还教同宿舍的同事怎么打鸡蛋
（我曾亲眼看到那位同事是用剪刀来剪
开鸡蛋的）。那是我到海南后吃得最香
的一顿饭。一年后，我终于解决了工作
问题。

他为人热情友善。2003年，我妻子
下岗，女儿面临升学，家里颇为窘迫。
他得知后立刻伸出援手，解决了我妻子
的工作问题。平时朋友们遇到什么困
惑，也愿意听听他独到的见解。31年
来，我们从未见过他生气发火，他就像
个随和阳光的“大男孩”。在与新朋友
见面时，他也爱开玩笑，自称“老龚”，让
女士总是忍俊不禁，然后他就有点狡黠
地笑了。

他的善良随和造就了非常好的人
缘。从玉龙雪山下来的路上，我建了个
微信群“追思庆林”，当我发出送花圈的
消息时，不到两个小时，就收到了60多
个回应——他应该感到欣慰，有那么多
的人爱他、怀念他。

在海南31年，我非常感谢他的理
解、帮助和信任。我们有过几次彻夜长
谈，他的两句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一
是他和妻子交待，如果借钱，不要找秦
建国，他没钱；如果有事，找秦建国，他
一定会帮忙。第二句，他说：你的磨难
什么时候才到头啊？

去年6月22日，我母亲走了，11个
月后，我又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母亲第
100天时，我们一起喝酒，一起抱头痛
哭。他说他正在经受抑郁症的折磨，我
劝他看开些，一切都会过去，因为我自
己也得过三次抑郁症，每次发病时，都
有半年时基本无法睡觉，茶饭不思，真
的感觉生不如死。我对他说：“我都能
一次次走出来，何况你呢！大家认为你
比我乐观多了！”

实际上，他性格很内向。他的一脸
阳光笑容里，深藏着无法释怀的痛苦。
去年9月，他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

我深知这种病的厉害，几乎每隔

一天就给他打电话。5月 21日，我在
昆明约他一起去玉龙雪山。而此前我
刚给他买了辆山地车并把照片发给了
他，准备等他回琼后一起骑行，他回了
三个赞。没想到，这竟成了他最后的
音讯！

追思会上，40多位朋友共同追忆
与他度过的 30多年美好时光。海南
师范大学周泉根教授为他写下这样的
文字：

庆林退休前后，在欢送人大新生
的仪式上，要我布置口述史任务给他，
我想这是多么豪华奢侈的活。去听故
事，然后，记录，表达，走进不带重样的
人生……

再见他，他说他抑郁了，很严重。
我知道，那种在生活的任何拐角都可能
遭遇到的突如其来的闪电，那种不敢面
对的愧疚、悔恨和不解，那种叠加了一
生的怅惘，打着包，变成刀，突然地袭
杀，那种下坠的深渊，釜底抽薪的耻笑
……这一切，我略知一二。但我说，你
是高空跳伞，暂时失重而已，等到伞张
开了，就可以悠然自得地俯视人世的一
切，并优雅而欢乐地着陆。

然而，最后，他的伞没有打开。

现代散文家、藏书家黄裳（1919年6
月 15 日—2012 年 9 月 5 日）年轻时出版
一书，曾自制“宣纸大册”一本，请马叙
伦题签后，自己还亲手写了一块“牌
子”，用木板雕成，双行，有边。文云：

“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上海出版公司刊成
以宣纸印制一册以自藏弆黄裳”，托荣
宝斋装成四册，册前各有绫制书签。黄
裳当时对这部“假古董”甚感得意，就抱
着去给叶圣陶先生看。叶先生看了看
微笑着说道，“了不起，了不起”。多年
后回想年轻时的作为，黄裳说：“大约就
像孩子得到一件新耍货，来不及地拿去
给大人欣赏，又不好谴责，只能‘唔、唔’
地对付过去的情形。”

年轻好强，多少有些爱慕虚荣，长
辈可能出于欣赏和激励，也可能是随口
应付一下，而对年轻人而言，却得到极
大的心里满足；等到历经世事以后，回
想往事，却感到当日情形未必如此。虽
为小事一桩，读来令人莞尔。黄裳谦谦
之风，让人如沐春风。

不禁想起了启功先生的一件往
事。1995年11月的一天，数十位学者
会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讨论启功
先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讨论结
束前，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倾听的启功
站起来讲话。他微躬身子，表情认真地
说：“我内侄的孩子小时候，他的一个同
学常跟他一块上家来玩。有时我嫌他
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
啊！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
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不解地问：
那个老头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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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年间中后期，凝望琼州府，
在府城东北面，距琼台福地约三里地的
下窑村（今夏瑶村）地盘上矗立起一座
宏伟壮观的宝塔，它就是明昌塔。该塔
七级八角，30多米高，塔体雄伟、卓然独
立、直指苍穹，是明代琼北地区最高的
宝塔，被称为“琼州第一塔”。塔下有敬
事堂、文昌阁、关帝庙等建筑群，是明代
以来海南著名的景点之一。该塔乃明
代琼山籍名臣许子伟在几位琼州知府
的鼎力支持下，携乡贤们集巨资历尽艰
辛打造而成。建塔的目的是祈求琼州
大地文运昌盛，祈望家乡风调雨顺，祈
愿国泰民安。

明昌塔初建时，坐落在贯穿府城的
美舍河入海口不远处。它经历了三百
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琼州大地的起
起落落。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天
灾和人祸的多次冲击下，明昌塔彻底被
毁。如今，海口市和琼山区政府对美舍
河进行改造，重点进行生态修复。

史料有载，当年明昌塔奠基时，朝
廷大臣许子伟、琼州知府等携大小官
员，各路乡贤，热心庶民、工匠等聚集在
下窑村美舍河边，出席开工典礼，并埋
下刻有“臣许子伟稽首敬祝”的石碑作
为奠基石，可以想象，当时的奠基仪式
有多么隆重。

明昌塔建成后，这里成了远近闻名
的人文景观。每逢重阳日，琼州士子呼
朋唤友，登塔赋诗，远观沧海，俯瞰郡
城。古塔通体疏朗，塔顶视野开阔，乡
民尤喜登塔乘凉，儿童则攀塔玩耍，俨
然古城一大景观。

明昌塔是琼山先民泛舟海上的灯
塔。它毗邻美舍河流入琼州海峡的入
海口，先民们经常在海上泛舟，在海上
捕捞，由于古代航海和气象技术都比较
落后，有明昌塔作为灯塔，无疑给茫茫
大海中的船只带去希望和信心，是船只
迷航时的救星。

明昌塔镌刻着海南文风昌盛的历
史印记。在明昌塔建成后的三百多年
间，美舍河的河水一直在静静流淌。美
舍河是海府地区的母亲河，她从青山这
边奔来，向蓝天那边飘去，流入南渡江
的支流海甸溪，然后汇入琼州海峡，融
入茫茫大海。

重建明昌塔，可以让我们重温我国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和壮举。
古人下西洋，途经琼州海峡时，他们远
远就可以看到岸边一座高大、挺拔的灯

小时候在北方，干旱平原地带
产的是大豆高粱，很少能见到鱼虾，
以致总觉得年画上的大鲤鱼是画家
的夸张。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人也
到了南方，吃到了各种各样的鱼虾
蟹贝，却发现不见鲤鱼的踪影。问
了好多人才明白，南方人不好吃鲤
鱼，有的嫌肉粗，有的认为鲤鱼是用
来放生的，还有人觉得鲤鱼是吉祥
物，不宜吃，总之，南方不兴吃鲤鱼，
想吃也买不到。

鲤鱼在从前也是好东西，尤其
黄河鲤和洛水鲤，肉质肥厚、细嫩鲜
美、营养丰富，深为国人喜爱，以至
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洛鲤伊
鲂，贵如牛羊”的说法。孔子生儿子
时，鲁昭公就赐给他一尾鲤鱼，孔子
因此给儿子起名孔鲤，字伯鱼。宋
朝人常用刚出水的黄河鲤鱼作生鱼
片，宋太祖特别爱吃，因此成为东京
汴梁的名肴。

生鱼片古代叫“脍”，脍，《说文》
释为“细切肉也。”《汉书》言“生肉
为脍。”《旧唐书》则有“飞刀脍鲤”
的说法。可见古人吃脍鲤是有历史
的。脍炙都得用调料相佐，《礼记·
内则》中说：“脍，春用葱，秋用芥。”
意思是，吃生鱼片时，春天用葱佐
助，秋天要蘸芥末。

飞刀脍鲤，葱芥佐餐，这还不
够，对于美味高级的鲤鱼，盛装的器
具也是考究的，那就是“金盘”。金
盘脍鲤不止一次被古人提到，最早
是汉代诗人辛延年《羽林郎》中的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
珍肴，金盘脍鲤鱼。”权贵霍家的奴
才冯子都倚仗将军势力，调戏酒家
女胡氏，他点名要吃清酒鲤鱼，还向
胡氏求爱，结果被拒绝。唐代的常
建在《送楚十少府》中也有诗，“因送
别鹤操，赠之双鲤鱼。鲤鱼在金盘，
别鹤哀有馀。”这是一首送别诗，此
处的鲤鱼很可能双指，一指书信，二
指真鱼。“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
容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
金盘脍鲤鱼。”这几句的意思是，洛
阳有一位女子住在我家对门，正当
十五六岁的年龄，很漂亮。她的丈
夫骑一匹青白花的马，马具镶着美
玉。婢女捧上黄金的盘子，里面盛
着精细的鲤鱼。这是王维《洛阳女
儿行》中的句子，写的是一个美少女
嫁了一位身居高位的丈夫后的富贵
生活。

其实，金盘脍鲤鱼和葡萄美酒
夜光杯一样，多半是夸张，用来形
容物品之美，并非真的就是黄金做
的盘子、和田玉做的夜光杯，但那
份高雅的享受和美好的情怀却是
不打折扣的。现在环境污染已让
河洛之鲤失去了当初的鲜美，纵有
真的金盘也无法脍之了。我们只
能期待着有一天污染治理取得更
大成功，再现从前的山青水碧，到
那时不仅要金盘脍鲤鱼，更要美
酒夜光杯。

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问一声：我哪
儿乖啊？”听完这最后一句，会场里笑声
一片。

启功借孩子以自谦，暗合感谢，风
趣幽默，颇令人莞尔，大师胸襟，令人
敬佩。

两位大师，虽处时代不同，境遇不
同，但都表现出了一股谦谦君子之风。
前辈文人的谦卑，学者的风范，于小事里
见修养，于细节处见襟怀，令人景仰！

明昌塔旧照。 王力收藏、蒙乐生 翻拍

塔，那正是明昌塔。它为远洋的船只
起到了标识和导航的作用。可以说，
明昌塔从古时就为国家对外贸易和交
流作了贡献，也为琼州经济的繁荣，航
海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的重
建，最能唤起人们对这座古塔功绩的
回忆，也加深了人们对海口这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了解和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