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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记1980年代初期，大学暑假回
家，常随祖父下地劳动，间苗锄草，播种
收割。当时，田间地头，植有菜蔬三畦，
种田间隙，顺便也为其浇水施肥，收工时
便可以采撷豆角一捆，黄瓜数枚，至于青
椒、萝卜、茄子之属，也常怀抱而归。自
家吃不完，就送给左邻右舍，既可品尝时
蔬美味，也能密切邻里关系。邻里们栽
种的瓜果若是熟了，则也挑拣品相好看
一些的予以回馈，话语淳朴，暖人肺腑。
醇厚朴质的乡风乡邻，就成了铭刻终生
的印记，渐变为浓重绵长的乡愁。

记忆之中，祖父既是种地的行家，父
亲也是灌园的高手。少小时代，虽然父
母也是公职人员，但由于我们兄妹多，开
销大，微薄的工资便显得捉襟见肘。为
了贴补家用，父亲就在我们住所的前面，
开垦出了一块荒地，人勤地不懒，整个夏
秋季节，不仅能够保障各种菜蔬应时供
给，而且上百棵大白菜和几十斤青红相
间的辣椒等，经过窖存或腌制，也为度过
漫漫寒冬提供了足够的菜蔬储备。现在
想来，在那物质匮乏的特殊年代，我们兄
妹们能够得以健康成长，多亏了父亲的
智慧和勤劳，以至到了今天，妹妹还常
说：“四十年前，尽管那么艰难，父母都没
有让我们受任何委屈，现在父母已年迈
体衰，我们可都要好好孝敬他们啊！”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豫北古城某
校任教。学校条件不错，虽是单身也有
一间宽敞明亮的宿舍，为工作和生活提
供了诸多便利。宿舍是平房，数十间连
成一排，排与排之间又有很宽的间隔，
其间虽也长有几株树木，但高低不一，
颇为稀疏。于是，左邻右舍们便在自家
门前开辟出一畦菜地，或点种菜籽，或
移植菜苗，每日晨昏，提桶浇水，担筐施
肥，两三周之后便有丛丛绿色茂然成一
片，蔚然大观矣。如是者又过一周，某
日清晨，推门一看，见枝叶之间红黄闪
烁，朝阳一映，熠熠生辉；又有紫色圆条
者数十枚，悄然悬挂于绿叶下方，作探
头探脑状与人默默对视。此时，邻人亦
披衣出，询之，则道：“红者是辣椒，黄者
是番茄，紫色条状者是茄子，地头茵茵
一片且有韵致者则是荆芥。”又云：“荆
芥拌黄瓜丝，再佐以小磨香油少许，清
爽可口，美妙极了！”闻听，顿时唤起了
少小乡居期间的诸多联想。

看着邻居家的花花绿绿的菜园，又
见自家门前杂乱无章，荒草丛生，终日

我如果表白自己，从小喜欢图书馆，
熟悉的人，会颔首认可，生疏的人，则可能
心生质疑。童年生活在一家省属厂矿，万
人企业，图书馆有模有样。其中一位管理
员，是同学母亲的小妹，福延于我，胜似亲
姨。发蒙前翻小人书，发蒙后读“大人
书”，皆能随心所欲，垂手而得。可见，我
与图书馆的渊源，并非虚张声势。

1966年年末，我在京城逗留月余。
某日一路打探，走到北海西侧文津街，凑
近北京图书馆。铁锈红的大门，迎着正
南的冬阳，默然紧闭。异地口音的学生，
川流不息从面前经过。墙内的楼宇，可
望不可即。路人告知，已封门多时，怕是
再难打开了。人生记忆中，这是唯一一
座瞻仰未遂的图书馆。多年后，该馆迁
入新址，豪放阔大；更换的馆名，“北京”
变“国家”。但于我而言，似乎存下莫名
的生分，无数回途经此地，却不再有晋谒
的念头。

曾达数年时间，除了寒暑假和“社会办
学”，几乎天天去报到的，是新开湖边的南
开大学图书馆。这算得我年轻时受益颇丰
的一座殿堂。当时心眼儿里迄无杂念，迷
恋图书馆，只为淘换些日后吃饭的本事。
中文阅览室有位陈老师，认定我为上进青
年，常用她的提包，帮我提前占座。我毕业
离津，陈老师移居香港。她的良善无声，便
似寸草春晖，近五十年过去，亦难以忘怀。

上班期间，我一度兼管的公事中，包
括单位资料室。单论藏书量，十足一座不
可小觑的图书馆。若干孤本、善本、珍本、
字画，令其身价倍增，亦逗人觊觎。但之
前七八年间，历经三次迁徙，家业迅速凌
乱。好端端一堆财富，派不上用场，令人
难以释怀，我便惦着恢复开架借阅。未料
人事错综，乱麻无绪，愿望最终化作泡影。

十来年前，我去澳门开会，乘便参观何
东图书馆。若以规模排序，当地公共图书
馆中，何东位居老大。花园建筑，前后院，
三层楼。间间阅览厅内，坐满伏案的人，骨
子里的沉浸，让人顿生久违之感。看过“最
大”，余兴未减，竟想见识一家“最小”。经
朋友指点，翌日坐上的士，到得南端的路
环，在一条叫“十月初五”的马路上，走进一
座高龄葡式建筑。小小馆舍，袖珍到令人
怜爱。仅有二十余座位的阅览间，整洁雅
致，座无虚席。管理员对我含笑摊手，分明
是无位款待的遗憾。从此喜欢澳门，那微
笑摊手的一幕，常会浮现心头。

云南腾冲，乃极边之地。我两度前
往，最爱城区西南和顺图书馆。六百年古
街，名列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榜首，图书
馆立下汗马功劳。斯馆1924年问世，于
今九十六年。世事冲撞，间或停歇，但多
数岁月，勉力开馆纳客。几间书库，是当
初的老屋；众多报刊、丛书，是旧日的陈
货。宅院建材，路旁奇树，门上锁头，案几
座钟，馆名印章，甚或数道铁门，均为建筑
初期的“原装”，远购于上海、香港、仰光、
伦敦。几近期颐之年的寿数，当之无愧，
成为中国“最旧”的乡村图书馆。

庸常人生，却屡遇巧合。上月中旬，
我在广东珠海，走进一座“最新”的城市图
书馆。此番称作“考察”，一副蓝牙耳机，
刚刚戴上，便有曼妙之音传来。众人听
话，迅速归附于一位许姓女士。耳机里几

笔数字，表明该馆规模，全市第一，但资历
尚浅，需再过俩月，才满开张周岁。闻听
此言，四下顾盼，端的触目簇新矣。

一楼中厅的巨大荧屏，可展示馆内繁
多数据。大堂两侧，顶天立地的电子借阅
板，数千种电子书封面，数百集视频，只消
动动手指，自会“应邀”徐徐飘落，俨如山间
瀑布。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每一层的人
性化构思，全覆盖的智能化管理，全天候的
自助借阅，崭新、稀奇，已臻无可挑剔。

四楼西侧落地窗前，与许女士聊起
“读者”。她介绍，随疫情消退，前来借阅
的朋友，逐月增多，让人欣慰。旋即又听
出忧忧声调：“眼下读书人，其实越来越
少。厌弃阅读，沉迷手机，哪怕获取海量
信息，并非真才实学。我熟悉几位爱书
的孩子，便格外在意。每回见到，不论手
头多忙，都抽空与他们聊聊。”

尽管口罩遮住脸庞，依然能从眼角
眉梢，读出她心里的慈爱。无一句壮语
豪言，却有纷纭中的清醒，叫人心思翻
涌。恍惚间，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陈老师，
携带往昔归来，站在我的跟前。

老舍爱花，也爱养花。他把养花当作
生活里的一种乐趣，不大的院子里养了很
多盆花，其中有一些名贵的花种，不过大
多是一些很普通的花草。读书或者写作
累时，就来到院子里侍弄花草，浇浇水、翻
翻土，坐在那里欣赏一番，很是舒心惬意。

邻居也是一个爱花之人，他的院子
里也种满了花草。闲时，他也会来到院
子里精心打理花草。但令人奇怪的是，
他的脸上时常带着忧愁之色，全然没有
老舍侍弄花草时那份淡然快乐的心情。

一日，邻居对老舍抱怨道：“这丛秋
菊开花总是不多，零零散散，显得小气；
这株牵牛花的花朵瘦小，色彩也很单调；
这盆牡丹的花朵常常把枝条压弯，影响
美观……”他似乎正因此而烦心，眉头紧
紧皱在一起。

看到老舍每日笑逐颜开，邻居又
羡慕地说：“你养的花一定没有出现
这种状况，对不对？我也想像你一样

2007年，是我离开学校后与郭小东老
师的第一次重逢，其间我们已经分别了整
整二十年。但刚见面的那刹那，他一眼就
认出了我，我们似乎就没有离别过。 20
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广东民族学院读书
时，郭小东老师是我们当代文学和文学评
论的任课老师，他是知青文学作家，文学评
论家，广东民族学院的灵魂人物。

相逢聚餐时，我有幸被安排跟郭小东
老师坐在一起。说句实话，此次聚会，我还
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

酒过三巡之后，师生之间开始互动。
这时，郭小东老师慈祥的目光投向了我，他
微笑着问：来龙，进入社会以后，一直在干
些什么呢？我既担心又期待的就是老师的
这句话。我知道，匆匆二十年，我没有做
好，辜负了老师。

我将毕业后的经历向郭老师做了汇
报。讲到我协助县文化馆将停办了16年
的《昌江文艺》重新复刊并担任责编时，郭
小东老师非常高兴。我把此行的任务也向
郭老师作了表白，希望他有空一定前往昌
江指导《昌江文艺》的工作。他非常爽快地
答应了。

与郭老师约好要来的那天下午，突然
接到他电话，说他在琼中临时有事不能来
昌江了，问下次行吗？我有些为难，告知郭
老师一切都已安排好，并已向领导做过汇
报，他们让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郭
老师听我这么一说，决定先把他那边的事
情搁下，即刻赶往昌江。

为郭老师接风的那个晚上，我终生难
忘。晚饭过后大家聚在山庄外的湖边喝茶
交流。当时和郭小东老师同行的还有他的
两位好友，其中一位姓赵的朋友悄悄告诉
我，今天到琼中时他感冒了，整个上午郭小
东老师都陪着他在医院里打点滴。

郭小东老师从15岁开始在海南中部
山区当知青，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海南
这片热土上度过的。他与黎族苗族人民都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在海南的这段
艰苦岁月，磨砺了他人生的意志，他对海南
一直充满感恩。

郭小东老师不失君子之约，先后给《昌
江文艺》撰写了卷首语，为昌江县的《昌化
江潮声》散文集撰写了序文。我一点一滴
的成长也离不开郭小东老师的关爱，在他
的鼓励下，我将20多年来所创作的诗歌结
集出版。郭小东老师还亲自为我的诗集撰
写了序文。

2019年8月12日，郭小东老师在百忙
之中应邀赶往昌江为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研修班的学员讲课。我因工作抽不开
身，没能在第一时间去迎接，只能晚上给个
电话，郭小东老师不客气地说：你现在什么
都不要想，马上好好休息，明天来好好听课！

郭小东老师就是这样，热情，沉稳，大
度，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指点迷津，在
我最无助的时候给我带来希望。

每天都这样开心。你能告诉我，你养花
的诀窍吗？”

“我养花没有什么诀窍，但我可以告诉
你，我看花的诀窍。”老舍说。

邻居不解地问：“看花有什么诀窍？”
老舍笑了笑，接着说：“把你的目光转

移一下就可以了。秋菊开花不多，但每朵
都很精致；牵牛花花朵瘦小，但数目很多，
远看蔚为壮观；牡丹会把枝条压弯，是因为
花朵肥硕。其实，快乐并不在于花朵本身，
而取决于你把目光放在哪里。所以，看花
比养花更需要诀窍。”

老舍的一番话，让邻居受益匪浅，此
后，在养花的过程中，他也收获到了无穷的
乐趣和喜悦。

南开大学图书馆老馆。

老舍先生。

唯有猫鼠之辈游戏其间，不觉手痒起
来。于是，就从邻居家借来几柄农具，连
着两三个周末，除草翻土，围垄造畦，移
栽菜苗，施肥浇灌，大有“晨兴理荒秽，戴
月荷锄归”之阵势。月半之后，则见辣椒
茄子之属长势茁壮，葱茏成一尺有余，于
是，心中更为自得，劳作也越加勤奋。如
此又过了两周，辣椒已过膝盖，茄子高及
腰际，审视之下，尽管其身量已足，不乏
威武雄壮之姿，然枝叶之间并不见半点
红黄蓝紫，屡次形诸梦寐的累累硕果画
图亦朦胧成一片矣。忙询诸邻人，邻人
正色道：“莫非先生所植菜蔬竟是公菜，
因阳气太盛之故，便疯长枝叶，羞结果
实，亦如先生为人一般，平日清高矜持，
所亲者唯有诗书，大学毕业五六年矣，仍
然光棍一条耶？”

邻人虽是揶揄之言，但所说亦不无道
理。细思之，去年在自家阳台上也曾植有
月季一株，唯有枝叶舒展茂盛，终年亦鲜
见艳色。郁闷数日，忽又想到陶潜归隐林
泉之后，披星戴月，植杖耘籽，其结局虽是

“草盛豆苗稀”，则依然觉得“园日涉以成
趣”。夫“成趣”者何？挥汗如雨之后，浑
身通泰，肤黑而体健，饭香而眠酣，可见收
获多寡并不重要，其趣味就在于劳动过程
之中也。恰与耽于垂钓者一样，其“妙处
难与君说”之趣，就在于踩点、养窝、抛饵、
饲鱼、持杆垂纶、静观其变……虽然半日
不见一尾，则也志得意满，歌呼而归，所谓
钓胜于鱼也。后来，我将所思告诸邻人，
邻人品咂有声，徐徐道：“是通透之语。灌
园如此，做事做人亦莫不如此。”

光阴过客，岁月不居。如今祖父墓木
已拱，多少美好的往事唯有从回忆中模拟
得之。昨日陪夫人品茶时，又谈及当年灌
园无果之谜，夫人轻声道：“也是你那时年
轻气盛所致，一心只想着要让它长得旺
盛，多结果实，就狠浇水，猛施肥，不知道
掐尖除叉，稍微抑制一下它的态势。任何
瓜果，任凭其疯长，最终的收获都不会
多！‘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先哲所言，
即此道理。”闻听之下，豁然开朗，陡然解
开了多年的心结，通透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