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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诚骏

苏州河忆旧

作家专栏

黄凯 油画《林荫小路》

我站在苏州河边，挨着比我略低
一头的防汛墙，望着空荡的河面和清
澈的河水；望着两岸宏伟华丽的高
楼；望着远处绿树环绕的亲水观景
台，心中五味杂陈。唉！离别上海
后，已有五十多年没有亲近苏州河
了，如今垂垂老矣，竟又来到这没有
断过思念的河边。儿时的记忆顿时
就像眼前的流水，缓缓地流淌起来。

儿时的眼里，苏州河上都是大大
小小的木船。摇橹而前的多是小船；
撑篙而前的则是大船；远道而来的帆
船又宽又大，但在苏州河里，它只能
收帆而行。撑篙的船夫常在船头大
声吆喝，这是为避免碰撞，向逆行的
船只打招呼。我最爱看一条牵着一
条的船队，领头的是铁质的蒸汽船，
船的驾驶舱顶上有个小烟囱，冒着
烟，突突突突地拖着后边的木船，它
还会发出“呜呜……呜呜”的像火车
那样的鸣叫，大人们叫它“小火轮”。
小火轮船队来的时候，总会掀起向两
岸涌出的水浪，靠岸停泊的木船会随
浪摇摆，高高低低地起伏起来，煞是
好看。我家离苏州河不远，夜深人静
的时候，小火轮传来的鸣声似乎比白

天更动听。
有人说，如今上海的地势已下沉

若干，苏州河的河床由此而抬高了，
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因为当年河畔
没有筑过这么高的防汛墙。偶尔在
台风季节的时候，苏州河涨潮，河水
溢到两岸的马路上，最深也不过膝。
台风过后，我和儿时伙伴们赤着脚趟
水，最喜欢拽着裤腿，互相踢水嬉戏。

苏州河岸边的马路不宽，多是沙
石路，虽然平整，平时行人或汽车却
很少，因而岸边总是显得空旷而僻
静。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住在附
近拥挤而杂乱的弄堂里的人们，三三
两两从没有电扇的家里走到河边乘
凉。大人们手里拿着蒲扇，很悠闲似
的在河边走动，很多人带着小木凳，
坐在岸边看河景，有独坐的；也有几
个聚在一起的。我后来看丰子恺先
生的简笔风俗画，忍俊不禁之时，总
要想到那时苏州河边的景况。

有时，乘凉的人们还会顺便从船
上的农民手里买个西瓜，买几把蔬
菜，既新鲜又便宜。我爷爷带我出来
乘凉时，也会花一、二分钱从船民手
里买根甜芦粟，一节一节掰开后，又

替我咬开青绿的果皮让我咀嚼，那甜
味，甜在心里，全身都透凉。爷爷说，
粗壮的甜芦粟都是崇明船上的，那时
的崇明对我来说太遥远，毫不在意，
只当耳旁风过去了。其实，木船几乎
都是从郊县或者江浙农村来的，船民
们说话，好像老是带着嗡嗡的鼻音，
谁是崇明人青浦人松江人或苏州人，
我一点也分不清。长大后看沪剧听
评弹，才知道这便是轻清柔和的吴侬
软语。

儿时读书轻松愉快，中年级以
前，只读半天书，高年级时才上全天
课，但下午放学也很早。于是，河边
的大块空地，便成了我和玩伴们的好
去处。除了冬天，我们常常在这里滚
铁圈、打弹子、斗蟋蟀……玩累后的
双手总是弄得脏兮兮，我们宁愿回家
挨骂，也不敢到河里洗手，大人们说
过，河里有“落水鬼”，要拖小孩子下
水。只有一个胖小子，常常从河滩的
斜坡跑到水边停泊的木排上蹲下洗
手，上岸后，翘着嘴，似乎很得意。有
一天，刚刚放学回到家，只见隔壁的
大人手里拿着块木板，抓着儿子的胳
膊大声训斥：“小赤佬！叫你再敢跑
到河浜上去！叫你……”这才知道，
那个常在河里洗手的小伙伴淹死
了。尸体已打捞起来，躺在家门口，
弄堂里的人围了很多，我也跑去看，
只见小伙伴身下垫着草席，肚子滚
圆，皮肤发青……晚饭的时候，四邻
大人呵斥小孩的声音此起彼伏，妈妈

也板着脸，瞪着我。
从此，我很少再到河边玩耍，兴

趣转移到小人书上。有一天，在书摊
上看了一本连环画《战斗在敌人的心
脏里》，说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假扮成
大商人，和国民党官员、特务喝酒打
牌跳舞，不断地周旋，终于获取了重
要情报，故事扣人心弦。不可思议的
是，有个小伙伴竟然说故事里的共产
党员以前就住在苏州河边的某幢大
楼里。我很吃惊地问他：“你怎么知
道的？”他说是他爸爸说的；过了几天
又说是老师说的，信誓旦旦，我也弄
得糊里糊涂。但少年的好奇和天真
是与生俱来，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
跑到久违的苏州河边，认真地端详起
那熟识而又陌生的大楼来。左看右
看，高看低看，脑海里的想象和连环
画中的图景交织在一起，总是不得要
领，失望中，不由地走向河边。

哎呀！苏州河怎么变脏啦？黑
乎乎的水面上漂浮着菜叶、稻草、粪
便。回过头，对面靠墙的地方又多了
几家棚屋，门前摊着破布竹筐之类的
垃圾。旁边的粪码头边，掏粪工人撸
起敞开的上衣衣襟在擦汗。好像没
有什么风，但一股股恶臭不断袭来，
让人掩鼻忍不住呕吐，我赶紧离开了
河边。

此后，随着岁月的逝去，升学、就
业，离别上海，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苏
州河。

但苏州河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

的，爷爷曾经给我讲过国民党军队一
个名叫谢晋元的团长，在苏州河边上
的四行仓库指挥四百人抗击日寇的
故事，更令人眼睛发光的是，激战了
两天后，有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竟冒
着战火，或奔或爬，给谢团长们送去
一面中国国旗……成年后我才知道，
爷爷所说全是真实的，那小姑娘名叫
杨惠敏。

我儿时曾经居住的地方早已拆
迁，儿时的伙伴们也不见了踪影，那
生我养我的地方只见百米高的吊车
和轰轰的抓斗车。但听说四行仓库
还在，于是沿着河岸往前走去。只要
穿过乌镇路桥，拐弯不多路，就是那
威震四海的大楼。这地方我太熟悉
了，小时候常到乌镇路桥堍边的地摊
上买蟋蟀，想着想着，就会为儿时的
傻气摇头叹笑。

天空蓝蓝的，苏州河水清且涟
漪，尘封的记忆打开后，就像那水波
不停地翻滚，又想起三年自然灾害给
少年的我带来的饥饿；想起母亲为了
让我们填饱肚子，在苏州河边向船民
买蕃芋、野菜的情形……眼里不觉湿
润起来。

向苏州河西头望去，阳光斜照在
水面上，泛出了跃动的带彩的光色，
我瞬间为这苍茫之美感动起来，心灵
抹上了诗意。是儿时的依恋还是垂
老的怀念？剪不断、理还乱。只有不
尽的感喟：人生代代，世事变幻；岁岁
月月，河水依旧。

人们都说，曲线是一种美
丽。因曲线而美，最为典型的应
当属成熟女性。对于这一点，女
士们自己恐怕比男士们还要明
白，因此爱美女子千方百计勾勒
出自身的那一条动人曲线。

看山看水，人们往往也就是
看一条曲线。山势曲折，河流曲
折，还有无限遐想在其中。我们
崇明岛，一平如镜，所以祖祖辈
辈的崇明人都在想象，崇明岛倘
若真的如“岛”字所示中间包含
一座山，那就更加神采飞扬了。
可惜，崇明岛我们自己也叫“崇
明沙”，泥沙冲积而成，水平，所
以，波浪以外的那片土地就没有
丝毫的曲线美了。

曲线美，曲折美，那么，人生
途中如果有曲折，有曲线，到底
能不能也称之为美丽呢？这需
要讨论。因为我们所期望的人
生路，一帆风顺，不要坎坷不平，
不要弯弯曲曲。可是这样的道
路，期待中可以有，事实上很难
有。困难总要向我们挤压过来，
有时还要增添自然的、人为的祸
害，但就是这样的曲折，激发了
我们，锻炼了我们，造就了我
们。比如，有时我们称羡别人阅
历丰富，实际上就是因为别人经
历的曲折多。我们有时甚至会
崇拜具有沧桑感的人士，那么沧
桑感从何而来？沧桑感是曲折
在人生道路上的刻痕。相反，没
有经历过多少曲折的人，会被人
看成“嫩”了，还以为负担不起什
么。这样看，人生道路上的曲
折，就成了一种美丽，一种无比
的美丽。

人生道路上的曲折也是一
种美丽，那么，当有人生的曲折
到来时，我们在震惊的同时就有
理由去迎接它，并且借此划出一
道道生命途中的美丽曲线。

曲折是种美丽
□ 北风

心香一束

伤痛住进心里，我却变得更好
□ 一非

诗韵悠悠

在大码头的一角，有她
落下的雨滴结不出彩虹
目光随风，目光随风

南门港的影子
映入江河，漫漫一如旧梦
不忍再凝视，岸的颤动

无数芦苇，无数晓风残月
一齐浮上来，浮上巷空

抽成绵缠的情丝
索索然，漾在记忆中

不忍再抚摸，船声的凄恸
每一回送行至码头边
提不起无言的沉重

窄窄的船票扎一小孔
幻想及早从孔里淌出相逢……

像船最终离开岸
各是默默捂住伤痛
因了这美丽的別离

前方
从此再不会有晴空

不见了缕缕炊烟
凐没了绕梁余音

你在凄凉的荒野上守望
历经了漫漫的孤单与寂寞
四周的小草，无情地肆虐

吞噬着昔日的繁华
屋檐下的蜘蛛，依旧忙碌

编织着一个个旧梦
瓦楞上的青苔
沉淀了多少风雨
那把紧闭的铁锁

尘封了一段记忆……
哦，老宅

一部厚重的历史
传承着祖辈的生生息息

我凝望你
斑驳的墙上

镌刻着岁月的伤痕
这世间的悲欢离合
这浓浓的乡情乡愁

□ 钱石健

再别崇明 老宅

还是年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表
姐聊起某件事，眼眶瞬间就湿润了。
不谙世事的我忍不住纳闷：那么开朗
能干的姐姐，怎么也变得脆弱起来了？

直到人到中年，经历各种爱恨别
离、生老病死，才发现自己也成了那个
曾经想不明白的人。也许只是脑海中
不经意掠过的片段，泪水便毫无征兆
地湿润整个眼眶。简直无处躲藏。

也许，这就是伤痛吧。原来，那一
次又一次的伤害和痛苦，从未真正消
失，一直在那里，在某个合适的机会，
重新席卷你的身心。伴随着的，是你
的笑容不再单纯，你的容颜有了沧桑，
而作为补偿，你变得得体而周全，眼光
长远而不乏深度。这些，都是时间和
你的交易，拿走一些，再赠予一些。只
是你没有拒绝的权利，能做的就是凭
借努力和悟性，得到多一些的馈赠。

所以，我喜欢席慕蓉。她把这种
感受描述得那样体己，丝丝契进我们
心里：好多年没有见面的朋友，再见面
时，觉得他们都有一点不同了。有人
有了一双悲伤的眼睛，有人有了冷酷
的嘴角，有人是一脸的喜悦，有人却一
脸风霜；好像十几年没能与我的朋友
们共度的沧桑，都隐隐约约地写在他
们的脸上了。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
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
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来
改变我们的容貌。

伤痛的代价如此大，我还是选择
感恩。

我感恩伤痛，并不是希望伤痛多
多益善。相反，我希望伤痛能少则
少。每一次的伤痛，都令人抽筋剥骨，
疗愈许久，才能恢复些许元气。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择。
我也曾怨恨过，为什么遭遇伤痛

的是我而不是别人？
可是，凭什么你就得是个例外，凭

什么就不能是你？
有人一出生就有残疾，他有选择

吗？没有。
有人走在路上遭遇车祸，他有选

择吗？没有。
有人身负全家重担拼命赚着血汗

钱，他有选择吗？没有。
……
其实，比起他们，我们已经幸运太

多了。
在经历了漫长的自我开解后，我

终于坦然接受了现实。我开始试着理
性分析问题，出现这些糟糕的事，背后
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自己也有部分
的责任？如果有，以后怎么避免？

当这一套颇费心力的程序走完，
我的心结也解开了。大多数情况是，
我自己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如果当
时处理问题的水平高一些，很多所谓
的痛苦会减至最低。所以，作为一个
还有些理智的人，我实在不好意思一
味责怪别人，内心的不满也就慢慢消
散了。

重要的是，经由这些我变得更好
了。我变得成熟又冷静，客观且宽
容。回首来看，当年觉得气愤得不得
了的事，现在遇上，只会笑笑，因为早
已不care。这些都是时间的淬炼。跌
跌撞撞走来，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
方法，才成就今天的大气和底气。没
有这些摔打，你还是那个初级的你，没
有更新也没能升级。我感谢时间的赠
予，也感谢自己的努力。

对于之前的伤痛，我感恩，然后放
下。对于今后的伤痛，我凭借经验和
领悟，建立防御机制，及时止损，相信
不会受伤太深。

我依然会因为某件事触动而泪
湿，容颜却变得舒展而开阔。那些不
曾被打败的岁月，才是我真正的黄金
时代，我值得为自己点赞。

如果你现在处于极大的痛苦中，
暂时没能走出来，我完全理解，还要
把曾经读过的一句话送给你：悲伤有
一种魔力，有时候会变成智慧，虽然
不能带来快乐，却同样能带来幸福。
等到某一天，你终于走出来，你会发
现，胸中自有沟壑。

席慕蓉的话还有后半段：所以，
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什么挫
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
心。这样，当十几年后，我们再相遇，
我才能很容易地从人群中把你辨认
出来。

这次，换我和一个年轻的朋友聊
天，她说：她对未来很好奇，因为她不
知道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我说：我
对未来很期待，因为我确信未来的自
己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