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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漫的读书，大约不求甚解
亦无妨的，偶有会意，还可以“欣
然忘食”，也算一种乐趣。问学
之类则非求通不行了。问学是
为了学以致用的，倘若不通，恐
怕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待到独
立治学，又关乎文化的传承，如
自身不通，有可能谬种流布，罪
莫大焉。

孔门弟子里有一位漆雕开，
字子若。他跟孔子研习《尚书》，
一直没有出去做官，一次孔子

说：你可以出去做官了，不然就
错过时机了。子若说：我对您的
话还没有太明白呢，等我彻底弄
明白了再说吧。孔子对他这种
求通的学习态度大为赞赏。

孔子自己正是秉持求通的
态度学习的。孔子曾经学琴于
师襄子，一段时间以后，师襄子
对孔子说：您现在琴弹得不错
了，可以学习新的东西了。孔子
说：我还没有掌握好节奏。过了
一段时间，师襄子告诉孔子：您
已经掌握节奏了。孔子说：我还
要再好好领悟这琴曲的内涵。
再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您
已经领悟了琴曲内涵了，这回可
以学习新的东西了。可是孔子
说：我还想这琴曲歌颂的是谁。
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见孔子
穆然深思，表现出一种志向高
远，登临眺望的神态。于是孔子
对师襄子说：我已经知道这首琴
曲歌颂的是谁了，他皮肤黎黑，
身体魁梧，高瞻远瞩，胸怀天下
四方，这个人不是周文王是谁

呢？师襄子听后掀衣起身，抚胸
致敬，对孔子说：您真是圣人啊，
这首琴曲正是《文王操》。

这两则小故事出于《孔子家
语》，求通的学习态度，也是几千
年来传统的治学精神。说到中
华文化，人们往往会用“博大精
深”形容之，在具体的学习中，求
通并非易事。拿古代的典籍来
说，由于年代久远，今天翻译起
来实有困难。孔子当年说的一
些话，今人理解起来也不简单。
如《论语·学而》上的一段话：“子
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
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
对“无友不如己者”向有争议。
杨柏峻《论语译注》取字面的意
思，译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
交朋友。”但他特别说明，这样译
是仅从字面解释，至于其他各样
说法他暂不讨论。因为，如果真
的“无友不如己者”起来，则谁都
交不到比自己出色的朋友了。
其实南朝梁代的皇侃《论语义
疏》里有一个见解，他是将“主忠
信”与“无友不如己者”联系起来
考察，认为这句话是说：不可与
忠信不如自己的人交友。这样
就明确了交友的标准是“主忠
信”，有了忠信，则其他方面虽不
如己，仍然是可交的。皇侃也是
古人了，我还是倾向于他的。

又如《论语·里仁》上的一
句：“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杨柏峻译为：“孔子说：‘早上得
知真理，要我夕死去，都可以。’”
这也是从字面上解释。皇侃《论
语义疏》又有不同说法，认为这
句话是“叹世无道，故言：假使朝
闻世有道，则夕死无恨，故云‘可
矣’。”孔老夫子伤道之不行于
世，正与他的身世际遇密切相
关，我仍然倾向于皇侃。弄通古
代典籍中的原义，今人除去多比
较现有的材料和站在古人当时
的处境中去体味，也别无良策
了。

子诺没弄明白孔子的话，本
来可以当面问清楚就是，却非要
自己苦苦揣摸，参悟。孔子学
琴，也不欲师襄子直接告知原
委，非要自己去探索，这又是何
苦来呢？他们所重视的，其实是
自己求通的过程，有了这个过
程，就有了真正的理解。如果直
接询出标准答案，领会也就没有
那么深刻了，“学则不固”，并非
真的“通了”。

在浩若烟海的典籍里，有许
多问题是至今倘未弄明白的，这
都需要今人以求通的精神，以板
凳甘坐十年冷的态度，破解密
码，还原真相，传承真谛。

求 通
□陈大新

月圆之夜
我说的是那轮皎洁的明月
明月初升照彻湛蓝的星空
星空下飘荡着洁白的云朵
云朵下吹拂着舒爽的清风

我说的是风中婀娜的柳树
柳树下依偎着一对对恋人
恋人们眺望着静谧的水波
水波中荡漾着亲密的倒影

那倒影是两人又如同一人
彼此间相亲相爱相拥相容
也有人形单影只默默独行
他可能正辛苦地寻觅爱人
她也许正无奈地失去爱情

这爱情是两人又恰似一人
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还需要一线姻缘满腔真诚
祝愿他的手紧牵着她的手
祈盼她的心紧贴着他的心

说 出
像花朵说出芬芳
像蝴蝶说出爱情
像石头说出缄默
像星辰说出黎明

我要说出
借文字之口 以分行之名
因为你的出现
世界开始诗意充盈

像大海说出苦难
像岛礁说出坚定
像先知说出真理
像死亡说出新生

我要说出
借旋律之美 以音符之名
因为你的出现
生命开始春意萌动

歌词两首
□乌 有

“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累
累照路隅。”夏至前后，正是南方
佳果杨梅成熟的时节。那漫山
遍野，形如乒乓、色如丹顶，味道
比荔枝、葡萄更美的杨梅果子，
一簇一簇地累累于绿叶之间，惹
得路人直吞口水。

妻知我爱吃杨梅，除却时不
时地从集市上带些回来，还会做
些“杨梅酒”来给我解馋。因杨
梅果期较短，且不宜于存放，故
杨梅产地的人们，也会将杨梅果
子做成蜜饯，或制成烧酒，来稍
稍延续它的美味。去年做的几
大瓶“杨梅酒”，早就喝得所剩不
多了，这不，她又开始张罗着给
我做新的“杨梅酒”了。

妻所做的“杨梅酒”，其实并
非酿造的杨梅烧，而是“杨梅泡
烧酒”。这种口感酸甜、柔和，老
少咸宜的泡制类果酒，深得本地
人喜爱，主妇们或多或少，会浸
泡个一瓶、二瓶的，或送人，或自
酌，皆相宜的。家里来客，拿出
这种私房制作的“杨梅酒”来招
待，既亲切，又有面儿，容易拉近
主客间的距离，可谓一“举”多
得。

做“杨梅酒”，主料为杨梅、
冰糖和白酒。杨梅果子，以新摘
的、成熟个大的，且无虫咬疤痕
的为好，当然，果质不宜偏软，否
则不能久放；白酒以四五十度的
清香型纯粮酿造的为佳，妻说，
酒是喝进肚子里的，关乎健康，
不买贵的，只买对的；冰糖以色

泽淡黄的土冰糖最好，普通冰糖
和白糖次之。

原材料备好后，第一步工作
就是挑选、清洗杨梅。妻先给买
来的杨梅果子做一番“体检”：将
那些被虫、鸟啃咬过的，有疤痕
的，或发软、烂掉的果实，一一剔
除。剩下的品相较好的杨梅，全
部轻放到盆子里，倒上清水，加
少量食盐、白醋和面粉浸泡个一
会儿。往水里加盐醋等物是有
些道理的：盖因杨梅果实没有外
壳保护，且成熟后香味较浓郁，
容易招虫在其表面产卵繁殖，而
盐和醋有杀菌、驱虫等功效，少
放一些就能将这些“活物”逼出
或驱除；面粉则有较强的吸附
性，可将果实表面的农药残留和
杂质吸得干干净净。

清洗好的杨梅，捞出来晒干
后，就可以泡酒了。妻边将事先
备好的宽口大玻璃瓶子取出，边
解释道：玻璃瓶内壁要清理干
净，无水分和油渍。先在瓶底铺
一薄层土冰糖，再放数层杨梅，
冰糖和杨梅交替叠放，直到七八
分满。杨梅要轻拿轻放，因为它
果质较嫩，用力或挤压，果肉容
易变软、变质，影响酒的口感。
放糖和杨梅后，就可以加酒了，
酒水一定要没过杨梅，要不然，
暴露在空气中的果肉也会变质
的。最后一步，将瓶口用保鲜膜
密封，扎紧带子，置于阴凉通风
处存放起来，个把月后，在时间
和酒精的催化之下，口感甘甜、

绵柔，后劲却十足的“杨梅烧酒”
就泡制好了。

吃“杨梅酒”，多少是有些程
序和趣味。先将封盖小心掀开，
用筷子夹数颗杨梅到碗里来，再
依据酒量大小，倒上半碗或一碗
的酒水，迅速封回瓶盖，防止酒
瓶“漏气”，影响酒的口味儿。酒
碗呢，最好是用大白瓷碗，一则
尽兴，二则美观：白玉似的碗面，
衬着红琥珀般的酒水，还有娇滴
滴的杨梅，四溢的、直往鼻孔里
钻的果酒香味儿，没咋喝呢，人
已微醺了。喝酒前，最好先吃点
小菜填填肚子，然后嚼半颗杨
梅，呷几口小酒，细嚼，慢咽，方
能品出酒中真味。有些外地朋
友，被“杨梅烧酒”酸酸甜甜、温
顺柔和的口感所迷惑，以为似香
槟般，没啥子度数，便敞开了
喝。殊不知它的后劲足着呢，尤
其吸收了酒中精华的杨梅果子，
更像是“糖衣炸弹”一般，要是吃
上个十几颗，再被凉风一激，就
是那些吃惯了二锅头的北方大
汉，也能轻易地被“撂倒”。

夏日黄昏，红霞满天，一家
人团团围坐在院子里的饭桌前，
摆上几个家常小菜，满上一碗杨
梅烧酒，夫妻俩你一口，我一口，
杨梅佐酒，唠唠陈年旧事，侃侃
田间桑麻，孩子们则扔下碗筷，
嬉闹追逐，惊得树上的鸟雀扑簌
簌地飞走。当红云在脸上升起，
醺醺然不知今夕是何夕时，人生
还有比这更安逸的事么？

爱 的 杨 梅 烧
□项 伟

“夏时，晨起芰荷为衣，傍花树吸露润肺……
午后，刳椰子盏，浮瓜沉李，捣莲花饮碧芳酒，
日哺，浴罢温泉，擢小舟，垂钓于古藤曲水边，
薄暮，择冠蒲扇立层岗，看火云变观。”读之，一
种恬静安谧流淌心头，每每进入“心凝形释，与
万化冥合”的诗化境界。

溽暑夏日，市声聒噪，心中时时浮现故园
波光帆影、烟柳农舍。暮色里，聆听农人荷锄
而归的谈笑声，村童唤羊吆牛声，亲情萦绕胸
际。

农家小院，桑槐构榆，漏透而清凉，一片幽
微情趣。院里填满鸟雀的喧闹和夕光的绚
烂。院里井壁苍苔。木桶撞击井壁，空洞久
远，有丝竹管弦之韵。碎砖堆砌的花圃里，栀
子清芬，凤仙妖娆，蘼芜散香，扑人衣袂。农具
悬挂檐口，昭示稼穑艰难。

夕光下，有耄耋老者和垂髫少年，就着桑
木桌看闲书、下象棋、糊纸鸢。村姑结网，村妇
裱袼褙，老翁搓草绳，渔姑拣鱼虾，壮汉罱河
泥，乡土风情，如入北宋范宽的画境。

瓜棚豆架，夕光濡染，读明清小品，内心一片波光潋滟。纸围屏风，
竹床石枕，一卷诗书，倚枕而读。“藤悬读书帐”，藤蔓攀树，读书消夏。轻
啜清茶，心如幽潭，脾胆魂魄皆冰雪，清凉之气漾出心底，品出悠悠夏韵
和禅意人生，时时走进王维“漱流复濯足，前对钓鱼翁”的闲逸里。

晚风清凉，家人围坐，嘬青螺，剥嫩菱，啃西瓜，嚼浆饼，其乐融融。
西瓜或水瓜在井水里浸泡过，清凉爽口。此种情趣，正如汪曾祺笔下所
叙：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
眼睛都是凉的。

月下风物，素白而朦胧，宛若一阙宋词小令。汪曾祺说：夏日的黄
昏，就着猪头肉喝二两酒，拎个马扎踅摸到一个荫凉树下纳凉，该是人生
莫大的享受。在老家，喜欢黄昏里邀二三布衣，院中小酌，把酒话桑麻。
我称上猪头肉，盐水鹅，猪耳朵，烧上丝瓜汤，腌上西红柿，炒个清水螺
蛳。我们喝着冰啤，抽着烟，说着积郁已久的心里话。清风明月相伴，蛙
鼓虫鸣萦耳，杯盘狼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夏夜萤飞，月色清澄，薄如蝉翼。我喜欢面朝东窗，凝望竹影摇曳，
清简舒朗，虚怀若谷，宛若米家山水，渐渐走进“风来笑有声，雨过净如
洗。有时明月来，弄影高窗里”的美妙境界。吟哦“月出皎兮，佼人僚
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的诗句，心中浩茫，乡愁空旷无边。更觉夏月
透出温情之光，夏夜变得缠绵悱恻。

我喜欢到门前小桥上纳凉。吹荷风，听蛙鸣，沐月光，怀古今，愉悦
而清凉。流水和桥影依旧，湮没了许多人和事，令人心有戚戚焉。桥上
纳凉人少，也有几位老农捧着饭碗，边吃边聊。我和他们拉家常，谈农
事。月光映水，迷离闪烁，恍入梦境。

心远地自偏，心静自然凉。人们享受着空调电风怡人的凉爽，却少
了乡风民情的濡染、芰荷菰蒲的滋润。雅事生清凉，守一份淡然，伴一缕
乡愁，夏日诗意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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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最近，我越来越喜
欢听那些熟悉的老歌。

上班路上，吃饭时，洗菜时，洗
澡时，小憩时，我都想听一听老
歌。《黄昏》《雪中情》《海阔天空》
《刀剑如梦》《走我路》……越听就
越想听，越听就越不想回到现实。
熟悉的旋律在空气中流动，在心中
百转千回，身心投入其中，时光仿
佛静止，周遭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
了。有些老歌，听了一遍很不过
瘾，还一次次单曲重播，只听得柔
肠百转热泪盈眶。

最喜欢的老歌，还是武侠小说
改编的电视剧片头曲和片尾曲
了。有时前奏刚出现，我的眼前就
有了鲜活的画面感。

听《雪中情》时，我的眼前不由
自主地想起程灵素一袭白衣，在雪
地里行走的画面。想起她痴心错
付为爱而亡的义无反顾与心甘情
愿，忍不住为她心痛惋惜；听《走我
路》时，我想起当年《莲花争霸》热
播，白玉川、沈冲和小蝶的名字一
直是我心中抹不去的记忆。那些
刀光剑影、爱恨情仇在罗文的歌声
里被唱得淋漓尽致；听《一代女皇》
时，听到这句“万丈雄心难为尼”，
不由自主地想起电视剧里，潘迎紫
扮演的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时遭
遇的各种苦难，以及回宫后的狠
辣，心中百感交集。

这些老歌，唱的是江湖，是人
生，是生活的千般滋味。纵是虚
幻，却有一种让人置身其中、不愿
出来的魔力。它们是单调生活的
调味剂，是对无趣生活的对抗，是
心中热望的栖息地。

我最初喜欢上音乐，是在读初
中时。有一天，表哥送了我一盘磁

带，是黄安的专辑。里面有《新鸳
鸯蝴蝶梦》《东南西北风》《明明知
道相思苦》等。那版磁带里的所有
歌曲，被我反反复复地听了上百
遍，至今都还会唱。

我读初三时，电视剧《甘十九
妹》风靡小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在
看。因为学业紧张，母亲却禁止我
看这部剧，我就只能偷偷听。于
是，那首片尾曲《如果来生还是今
世的重复》就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
里，欲罢不能。

读师范后，我去各大音像店寻
找这首片尾曲的磁带，甚至我还拜
托初中同学帮我一起找这首歌。
但结果很遗憾，一直没能找到。这
成了我心中一个放不下的结。

工作后，电脑开始逐渐普及。
我也在工作一年后买了台电脑。
当时，同学老郭推荐了我一个叫
kugoo的音乐软件。我抱着试试
看的心搜索了一下这首片尾曲，当
看到里面有这首歌时，我激动得热
泪盈眶，几乎哭出声来。我心心念
念的歌，我愿意花上万想买的歌，
在Kugoo上居然找到了！我如获
至宝，单曲重播了很久很久……

现在，新生歌手出了一个又一
个，各种新歌也不断更迭变幻。可
不知为什么，我对新出的歌很少有
感觉。反而，我越来越喜欢听老歌
了。

为什么我还是钟爱老歌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些老歌里有我
已经逝去的青春、光阴与梦想吧！
在熟悉的旋律里，在一次次的单曲
循环中，一次次的柔肠百转中，一
次次的热泪盈眶中，我感觉自己并
没有被现实生活所淹没，我依旧敏
感而多情……

那些老歌
□陈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