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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的崇明书画和园林

只在被泥土包围的小站还能
看到你。

只在麻袋、扁担和拉杆箱磨肩
穿梭的月台还能看到你。

透过沉甸甸的时光还能看到
载过我青春的木质记忆：

灰色的毛领风衣，上海牌旅行
包，父亲的油布伞，

一百食品，城隍庙精致的小油
灯。

总在午夜总在小站总在无人
时持着冷飕飕的车票。

只有担着乡音的那掰冷月一
路无语。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却喜欢起这厚重的绿色车厢，
沉重地剽悍地长啸一声，
唯有它能冲破长长的夜色，
载着我驰向层层叠浪的堤，
驰向窗靠窗的弄堂。
我也会在新年的终点站预售

乍暖还寒的三月，
在剪票口再撕一个冰凉的伤口。
城市不会记忆。
城市已经没有绿皮火车。
红白相间的动车组车厢，
燃气机、子弹头车头早已碾碎

曾经屹立的村庄。
我的那张不算回程的回程车

票早已没有死尸，
被抛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被遗忘的遗忘，城市从来没有

理由。
谁让你裹一件绿色车皮？
列车驰动的那一刻，长烟坠落

的地方就是历史。
不会回首。
即使停，也只在行色匆匆里停

留三分钟。
我，总认为是这个城市不被人

注意的一件行李。
城市注定不会再有我返程的

车座。
消失的是一抹浓绿。
消失的也是一代人。
被如潮的鲜花和高楼淹没。
可 有 一 天 我 还 是 想 固 执 地

回到那个小站，
看看老了的绿皮火车，
看看年轻的我，
看 看 我 们 那 代 人 曾 经 搭 乘

过的热血搭乘过的青春肤色……
这个城市谁都能忘记。
但我不能忘记我自己……

追忆绿华的夏天 □ 周惠斌

□ 林晓平悠悠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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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历秋花野意多 陆春涛 水墨纸本

抓一小撮茶叶于杯中，再徐徐冲
入热水，顿时翻滚出淡淡幽香，卷缩
成米粒状的叶子缓缓地舒展开来，几
叶已沉入杯底，继而又直往水面飘腾
上去。欣赏着杯中那舒展开枝叶而
润泽地微笑的茶叶，目睹着原本无色
的开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淡黄色，
直至青墨色，凝视着杯中袅袅升起而
后又缓缓飘散窗外的烟云，仿佛融入
千年香茶的幽微情怀之中。

中国是茶的国度。据陆羽《茶
经》云：“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闻于
鲁周公”。周代，茶被上流社会奉为
珍贵的贡品、礼品；唐朝饮茶蔚为风
尚，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带去饮茶之
风，于是西藏喇嘛中有茶之盛会；元
明清至今，饮茶之风兴衰不绝。于
是，在天地人灵气结合的茶叶中飘荡
着复古的柔情，清香新鲜的茶意中便
又透射出正直与刚毅。封建时代的
官场，大凡有高官来访，做下官的总
以茶敬之。经过世代的迁徙，淡黄微
绿的茶汤中浸润了人生起伏，天地人
物，升华成世代品鉴的精神主题。

我爱茶，因为它满载了哲思与人
文。茶在异邦亦不改其君子本色，只
不过称呼更易，唤作“绅士”罢了。十
七世纪初，茶随葡萄牙公主凯瑟琳远
嫁给英皇查理二世以后，成为英国第
一位饮茶皇后，从此，饮茶风靡英国，
那种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国。而更让

人钦佩的是，英国的锡兰红茶有与中
国无异的正直禀性：在希特勒炸弹的
轰击下，英国的茶馆照开，沁心的香
味抵制了刺鼻的硫磺，这是野蛮与文
明的对峙，最终茶胜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喝茶方法。
譬如英国人的下午茶，喜欢加奶加糖
配以糕点享用，从中也体现了他们的
人生观：“将苦难温柔地拂去，处事圆
滑”。而中国古代有些人似乎苦大仇
深，将清淡属性的茶泡深泡浓，以求
其深沉余味刻骨铭心的苦涩，以保其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情怀。而此时，
与其说是饮茶，倒不如说是发泄。

我个人不屑以上任何一种喝茶
方法，茶是自然的，所以不加任何刻
意因素泡出来的茶才有自然的味道，
并营造出一份诗意，一种舒畅，一个
精神的天地。

很多事物都有它自己的概念，但
我们却似乎很难为茶定义。它浪漫
而不乏质朴；深邃而不乏坦率；昂扬
而不乏深实；复古而不乏现代。它清
风朗朗而又异香徐徐；它幽静脱俗却
还堂皇富丽。它不属于任何门类，但
它又涵盖了诸多派别。于是，在茶叶
翻卷，溢香起伏中，延绵悠扬，香气缠
绕里，连接了过去与现在，将中国文
化似有似无地串联起来，将外国文化
披上了神秘的东方色彩，由此，也便
成了世界共通的精神物语之一。

以往，很多人视崇明为荒蛮之
地，甚至笑称为“上海的北大荒”。乃
是一种对崇明历史不太了解的缘故。

其实，明清以来，崇明就人文蔚
起、科举兴旺。这一点，在徐刚的《崇
明岛传》中已有所罗列和阐述。然笔
者意犹未尽，兹根据近代多种著述，
再作摭取，供读者参考研究。

明代洪武（1368—1398）年间，有
位秦约，字文仲，官至礼部侍郎。此
人不但博通儒家经典，诗歌也作得很
好，有《诗话旧闻》、《樵海集》等传世，
同时也是个大书家，洪武四年，曾书

《花雨轩记》。
清初康熙年间的何焯（1661—

1722），字润千。此人为康熙四十二年
（1703）进士，长于考订古籍和校勘古
碑版，熟悉古文字。其书法与当时的
姜宸英（浙江慈溪人，著名的《十七
帖》和兰亭石刻收藏家）、陈奕禧（浙
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贡生）、汪士
鋐（苏州人，康熙三十六年会元）并称
为四大家，影响很大。据说，今嘉定
博物馆（一说当湖书院）还藏有他的
书法石刻。

雍正八年（1730），有个进士柏谦
（1697—1765）字蕴高，号东皋。官至
翰林编修。楷书具唐代风格，各取虞
世南、欧阳询之长。其书法讲究法
度，对后来的馆阁体有一定影响。

乾隆年间有倪为贤、倪为炳兄弟俩。
倪为贤，字冠铨。乾隆四十二年

（1777）拔贡。官至遵化知州。写得一
手好字。

倪为炳，字彦彬。乾隆四十五年
顺天乡试中举，授南皮知县。他的书
法为当时的尚书、也是书法大家的铁
保赏识，铁保任两江总督后，建正谊
书院，专门调他任院长。

咸丰年间的童叶庚是篆刻名家
童大年的父亲。童叶庚，字松君，官
浙江德清知县。善画墨梅，也写得一
手好字。

雍正年间的李通耀，字位清，学
问深邃，著有《古今体诗抄》等。此人
最善画兰竹，当时的大书家柏谦非常
赏识和器重他。

稍后一点的，有位李三畏，字吉
六，号伯阜，他画的墨竹细筱娟秀，间
以兰石，给人以清洒可爱之感。他还
善画墨龙，但所作不多。

同时代的还有倪周发，字奠武。
此人善画马，他摹仿赵孟頫的《八骏
图》，几可乱真，被时人列为神品。

善画人物、肖像的有田崧（字君
石）、田兰（字蕴生）父子。田兰兼工
山水。

善画鱼、蟹的有黄时敏。黄是嘉
庆十八年（1813）举人，曾任苏州教谕，
字二烟。

善画松鼠、葡萄的有黄琮。黄琮字
耀琨，号耕云。他的画被列为妙品。

同治光绪年间的童晏也颇负盛
名。童晏（1857—1902）是童叶庚的第
三个儿子，大画家任薰的入室弟子。
他学大画家恽寿平一路，攻双钩花
卉、墨梅。此外，他还善刻印，专攻明
代皖派篆刻的开创者何震的技法。
可惜传世作品极少。

童晏的弟弟童大年，字心安，号
性涵。童叶庚的第五个儿子。童大
年善书法，写古籀尤其朴茂淳古。他
的刻印在民国时期名震大江南北。

同 时 期 的 名 家 又 有 樊 少 云
（1885—1962）。樊少云是画家，也是
音乐家。他善弹琵琶。据传，崇明的

《瀛洲古调》三十多个乐曲，即是樊家
父子所作。他二十多岁时，与吴湖帆

等一起师从著名画家陆恢。先攻山
水，间研花卉。其画多恽寿平、王翚
笔趣。后旁及原济、华嵒，风格由秀
丽轻灵走向朴茂。

与樊少云同时的还有一位罗树
敏。罗亦师从陆恢，但樊得罗提携甚
多。樊尊其为师兄。罗深得陆恢神
髓，山水花卉，无不擅长，作西画，亦
具妙姿。稍后一点的则有由谢公展、
姜丹书介绍的列萧俊贤门墙的施南
池。施长于山水。著有《中国名画观
摩记》、《中国画学习法》。

除书法、绘画艺术外，崇明的园
林艺术也不逊色他处。崇明的园林，
虽比不上苏州、扬州的数量和规模，
但选园的历史也颇早。

明嘉靖年间，在今前进农场一
带，有个姚刘沙。此片沙土在北宋时
露出水面，元朝时在其上建崇明州，
正德、嘉靖年间，秦氏在这里建有园
林，人称“秦氏别业”，嘉靖二十九年，
姚流沙坍没，秦氏别业亦毁亡。

明朝还有位名叫张元敏的，在现在
的城内建有“南溪草堂”，这座园林内，
建筑了“观海楼”、“乃吾楼”、“读书堂”、

“白华亭”、“东轩”诸景，蔚为大观。
清康熙七年（1668）总兵张大治，

知县王恭在今城桥镇东约2公里处重
建金鳌山，凿“玉莲池”，建“清远堂”。

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县范国泰

重修金鳌山，修复了“清远堂”，新建了
“观音阁”、“翰墨林”、“醉花轩”、“驾山
亭”等。光绪十九年（1893），又在金鳌
山上建了一座高十六米的“镇海塔”。

现今的“澹园”，原为乾隆年间的
知县何启秀修造。建成时，内有“朗
玉轩”、“琴鹤馆”等景。

在现今的桥镇太平街，乾隆年间
还建有“半亩园”，园中以湖石的堆选
为最佳。

在现今的城北，咸丰年间还建有
“仁园”。园中有幽深的曲廊和小山
丛竹，甚具清趣。

对园林研究颇有造诣的崇明人
陈植，字养材，生前任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著有《长物志校注》，为著名园
林学家陈从周所称道。

以上人物事迹均有志可寻。由
于交通和信息的闭塞，长期以来，虽
有成就而不为外人所知者可谓不计
其数，惜大多湮没矣。然细细披涉，
足可见崇明古代文化艺术之可观。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说：“文
化没有旅游就是魂不附体，旅游没有
文化就是灵魂出窍。”这句话，精辟地
说明了文化和旅游的互动关系。

笔者以为，历史如镜，以古可鉴
今。挖掘、研究、展示崇明的古代文
化艺术，对当前崇明的生态岛建设和
旅游业的发展都有借鉴意义。

我的关于绿华的记忆源于 35 年
前的那个夏天。时光不再，但是那个
年代绿华的夏天所洋溢的火热、奔放、
激情，连同人们在她贫瘠的土地上参
加围垦和建设所勃发的生机、豪情、憧
憬，那种特殊的印象我至今记忆犹新。

35年前第一次去绿华（那时的名
字被俗称为“老鼠沙”）我还是一个懵
懂的孩子。那年暑假，在家里吃过晚
饭，我搭乘一辆高高大大的二吨卡车，
追着燥热的落日，由堡镇过县城一路
向西直抵绿华。

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因
此格外兴奋、急切。绿华在我幼小的
心中充满了诱惑——那里是大姐高中
毕业后插队的地方，工作、生活着一大
群他们年龄段的末班“知识青年”，他
们用双手和汗水在最需要垦荒的处女
地上披荆斩棘、挥洒青春……今日想
来，我向往崇高、景仰阔远的理想情
愫，与大姐的启蒙、绿华的熏陶有着剪
不断的渊源。然而事实上，当初绿华
强烈地感召我心驰神往的却是非常物
质的硕大的西瓜、骁勇的蟋蟀，以及可
以自由自在游泳的河道。

卡车越开越远，夜色越来越深。
“这是什么鬼地方呀……”我心里不停
嘀咕。闷热的夜风吹拂着一股难闻的
苦草茶气味，蔓延在我鼻翼周遭，漫天
的星斗乘着卡车的颠簸让我一阵眩
晕，我剧烈地呕吐起来，心生恐惧，眼
泪爬满了脸蛋，滚落在微寒且发抖的
手臂上。“快到了！”司机大哥憨厚地宽
慰我，“下车后开只大西瓜吃吃，保证
你小兄弟没事！”可当我被大姐接到寝
室时，早已又累又苦而疲软不堪，哪里
还有口福享受本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西瓜。

在水产养殖场住下以后，我才渐
渐感受到种种从未经历过的绿华的好
处。

也许是为了防暑的缘故，知青们
在夏日出工总是很早；而我正值长身
体的年纪，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
12人一间的寝室早就空空荡荡，寂然
无声。我独自沿着向南的小路碎步而
去。跨过一条东西向的机耕路，眼前
一片辽阔，无数块水面被纵横有致的
一条条小路切割成整齐划一的鱼塘，
像小学生习字的方格纸，只是它们都
呈长方形，一个个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紧挨着，极目望去，鱼塘上面漂浮着薄
薄的雾气，隐约可见一个个身影正上
上下下闪动。一路蹦跳，走近才发现
女知青们从拖拉机上利索地挑下一簇

簇水草，用力往鱼塘近边洒去——那
一道弧线简洁、明快。飞落的汗水目
送着拖拉机去了又来，这时烈日越照
越高，蓝天白云下，知青们浑身湿透，
挥汗如雨，高度负荷后的喘气声此起
彼伏……原来，群体性的插队劳动是
这般忙碌、紧张、艰苦、疲惫，我似懂非
懂地想着……

午饭后，知青寝室照例在梳洗声、
说笑声中慢慢恢复了宁静，一顶顶蚊
帐如帷幕一样降下，女知青们以一场
甜甜的梦作别整个上午劳作的疲倦。
瘦小的我像蛇一般溜到大姐师傅那儿
看他们打牌、下棋、斗蟋蟀，而真正的
目的是 3 点钟后跟着拖拉机去运西
瓜。

装卸、运输西瓜那完全是另一番
景象，在我眼里绝对是一件赏心快
事。太阳依旧显得火辣辣的，让人热
汗淋漓，口干舌燥。机耕路边青黑锃
亮的西瓜早已堆成小丘状，或大或小，
男知青们手腕上扎着毛巾，头上戴着
草帽，有节奏地哼起曲调，不紧不慢地
捡拾、抛掷、接住、装车。师傅则悄悄
把我拉到一边，对着我言传身教：藤
紧、底凹、肚黄、筋透、纹密者定是瓜中
上品；双手捧起，用力砸向地，瓜裂，取
出鲜红的中瓤，洗尽手上的泥尘，依次
再砸开一瓜，剜出最中间无籽的红瓤，
置于口中，瓜汁随着咀嚼不断从口边
溢出，不一刻打一个饱嗝……师傅摸
着我的头，欣慰地解释说：“在绿华像
这样吃西瓜，不算浪费。”后来我才明
白，绿华虽然贫困，但盛产西瓜，这种
奢侈的吃法，也只有知青们在历尽极
度劳累的耕种后才敢如此豪情演绎，
但于我却是永远的饕餮盛宴……

这一切是 35 年前我孩提时代的
原始记忆，纯真、无华，如一块未经雕
饰的洁白玉石，一直留存在我内心的
多宝格上；那也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
期，我大姐那代人在青春岁月于地处
崇明最西南端绿华那个地方，定格下

“痛并快乐着”的彩色底片，艰辛、苦
涩，却也激情燃烧、放飞梦想。

我年少时的乐土——绿华，如今
已然翡翠般绿意盎然、桃源宜人，但是
人生此去，我挥之不去的有关绿华之
夏的美好记忆，相信会继续让我魂牵
梦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