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之夭夭
□李晓东

亭亭时光
□黎武静

“筑巢引凤”攀一流
□景唐文

20多年前教过的两位学生，来电邀

我去坐落在唐陆路上的“创艺中心”一

聚。昔日的桃李不忘师恩，曾经的老师

颇感欣慰之余，岂有不欣然赴约之理。

早已在大门口等候的小丁与小沈，

一见我到达，立时像是迎接亲人似地飞

步抢了上来，左右开弓，一人搀住我的一

只胳膊，亲热地嘘寒问暖着，瞬间让我感

受到只有当过教师者才能乐享得到的荣

光与幸福。不过，在我倍感欣慰的同时，

又不由得感慨不已：当年风华正茂的学

生脸上，也已悄然爬上了献身于教育事

业的辛苦纹痕，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她们两人热情地把我搀拥上了北端

那幢别墅的三楼。最东面一间屋里的小

圆桌，茶水与果盘已摆放齐整，看来是万

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小丁与小沈正欲拥

将我进去时，我突然瞥见敞开着的边门

外毗邻着一个宽阔的阳台，依稀可见外

面的景色宜人，迎面还有着几幢造型别

致的建筑在明媚阳光下煞是诱人眼球。

或许是人老心不老的好奇心在作祟的缘

故，我竟然按捺不住地挣脱了两人正搀

拥着的手，径直朝阳台上迈去，意欲满足

自己一睹为快的心理。

手扶着东面的阳台围栏，沐浴在凉

爽的习习夏风中左顾右盼，满目的绿色

与错落有致的建筑，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随着夏风的吹拂，眼前的一条岸清水洁

的河面上，不时地漾起着阵阵醉人的涟

漪，不免令人心旷神怡；隔河而矗的几

幢气派十足的新楼环拥着一个塑胶铺

就的大操场，更是令我这个教师出身者

心有灵犀一点通地称羡不已了！这分

明就是一座新建的现代气息浓郁的学校

嘛！小丁与小沈见我如此兴趣盎然，马

上不无自豪地佐证了我的猜测：“外行看

热闹，内行看门道，老师您的眼光依然犀

利。对岸的新学校，是我们唐镇‘筑巢引

凤’招来的一只金凤凰——上海福山唐

城外国语小学。”我听了之后，心头不禁

涌满了由衷的敬佩之情：“‘筑巢引凤’这

显然是唐镇的明智之举，功德无量啊 ！”

两位学生见我迟迟不肯离开阳台，

似乎是揣透了我的心思：“要不我们去把

东西搬出来在阳台上品茗畅谈？”能够面

对着美不胜收的景致放飞心情，不是妙

在其中更富有情趣吗？

一个当年担任过她们班主任的老

师，同已在唐镇幼、小教岗位上任教了20
多年的学生促膝交谈，话题自然是万变

不离其宗，三句不离教育本行的。而河

对岸那只飞进了新巢的金凤凰，更是将

我们的兴趣转移到“筑巢引凤”这个话题

上来了。

她俩一经触及这个话题，立时流露

出了难抑兴奋而又不无自豪的神情，小

丁抢先说：“对面的外国语小学，仅仅是

我们唐镇筑的一只新巢引来的一只金凤

凰而已。像这样新筑的巢与扩建的巢还

有着好几处呢，都已经引来了好几只金

光闪闪的凤凰了，比如像东方幼儿园（诚

礼部）、金爵幼儿园、王港中学（恒生校

区）等等，引来的每一只都是称得上弹眼

落睛的金凤凰。尤其是唐镇中学重视改

善办学条件，注重优秀教育人才的引进，

效果显著，教学成绩突飞猛进，成为了一

所具有艺术特色的全方位提升的学校。”

似乎是不甘心让小丁独占了风头的小沈

也急于发表高见了：“我们唐镇自从被定

位为‘打造成新型的国际化社区’之后，

各种各样的高层次人才蜂拥而至，高学

历者对子女的教育要求自然会水涨船

高。原本相对落后的教育资源显然是相

形见绌了，如果不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势必会影响高端人才的纷至沓来，势必

会拖唐镇进一步发展的后腿；而一些土

生土长的唐镇居民，谁不希望唐镇的学

校能上一个档次呀！好在唐镇党委与政

府的领导未雨绸缪，独具高瞻远瞩的眼

光，作出了‘筑巢引凤利用社会优质资源

造福新老唐镇人’的决策，旨在攀登一流

教育的高峰。”

两位昔日高足的真情流露，不知不

觉之中深深地感染了我，情不自禁地引

发出了我的感慨：筑巢引凤，一定会引来

更多艳丽无比的金凤凰在唐镇的这块风

水宝地上空自由翱翔。凤凰乃百鸟之

王，是人们心目中的美丽神鸟。假以时

日，引来的一只只耀眼的神鸟一定会让

唐镇的教育事业攀上顶峰更加光彩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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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

其室家”，三千年下，春天的灿烂和新婚的

喜悦，依然给力地扑到你的面前，而其标志

意象，便是盛若云霞的桃花。

我们今天吃到的水果干果，大多从域

外传来。葡萄当然直接就是外语译音，核

桃本名胡桃，苹果也是音译和意译的结

合。近年来在“一带一路”的话题下，丝绸

之路仿佛从尘封的历史中重新活起来。其

实，丝绸之路从未被湮灭，我们每天一衣一

食，都承泽着她的恩惠，却是日用而不自

知。

桃，则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本土出产，通

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一路向西，桃之夭

夭。桃的起源，可上溯至神话《夸父追日》，

夸父渴死之前“弃其杖，化为桃林”，英雄的

父亲将对人间的不舍和族人的留恋，寄托

给和心脏最近似的仙果。

在所有植物和水果中，桃，无疑故事最

多、寓意最好，也最显亲切。“灼灼其华”，热

切浓烈的爱情，少男少女心里眼里喷出

火。《园有桃》却是粉红的忧郁，“心之忧矣，

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心之

忧矣，其谁知之”，不仅一派小资气文艺范，

现代派哲学文学之话语困境，亦跃然而

出。桃子，还是许多大事的关键道具，卫灵

公和弥子瑕的断臂之交，成也桃，败也桃。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足可以见证又大又

红的水蜜桃多么稀缺宝贵。

我小时候，家中院子里就有一棵桃树，

好像是全村唯一的一棵。我们村梨树很

多，核桃、杏也不少，可惜没桃树。我家的

这棵，是从邻县移植来的。树不高，小孩子

一步就能跨上树杈。树冠却伸展得大，远

处的枝条，有的垂到地上，其枝摇摇，其叶

蓁蓁，春天一树红，夏天一树绿，秋天一树

实，冬天一树雪。可我们对红花绿叶不感

兴趣，桃子刚探头探脑毛茸茸地看世界，就

惦记上了。一点点地长大，但终于长不了

多大，约杏子般大时，就开始由青转绿，由

绿转白，由白转黄了。我们多少次把青桃

子摘下，又硬又苦，满桃子的绒毛扎得浑身

发痒。我老家有谚语“桃饱杏伤人，李子树

下抬死人”，杏子、李子都不能多吃，唯桃

子，似乎多多益善，大人不会管，真童年一

大美味也。

此后多年，辗转南北，所见各类水果

可谓不少，然秦安蜜桃，仍令我大感惊

讶。比成年人拳头还大的蜜桃，鲜艳而均

匀的红色，最大的“桃王”，有 500 多克。

小时候的我，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吃桃子，

面对秦安蜜桃，却一个都“消灭”不了。桃

主人知道大家的难处，切成一瓣瓣，摆在

盘子里。从切面可见，桃肉同样鲜红，甚

至深红得浓郁，仿佛滴滴香浓的桃汁将流

出来，感觉直把桃子吃成西瓜了。拿一

瓣，一口咬下一小半，丝丝甘甜均匀地伴

着绵软而有韧劲的果肉。《老子》云“有无

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

声相和，前后相随”，真正美好的事物，往

往是相反相成、不同而和的。吃秦安蜜

桃，才知何为“大快朵颐”。“朵颐”，就是咬

嚼之乐。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我们是“日啖仙桃只一颗，

三生愿作天水人”。杨贵妃“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人尽皆知。秦安

蜜桃也有类似往事。唐太宗李世民在长

安宫中，忽然想吃家乡的蜜桃，差人专送

而来。秦安距长安不远，且驿道通达，取

不伤民，享受有节，故开“贞观之治”。杨

贵妃的荔枝，则天遥地远，以公务之力而

逞后宫之欲，跌破了奢靡的底线，结果“渔

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有一年，矿上给离休干部拜年，送给我

爷爷一幅贺寿图，印在加厚的塑料纸上，很

漂亮，在当时殊为难得，贴在墙上好几年。

画面正中，老寿星捧着一只硕大的桃子。

吃惯小桃的我，又羡慕又怀疑，直到见了秦

安蜜桃，才知古人愿望不虚。桃，实在可称

作中国最正宗的祥瑞之果，今天有人以苹

果寓意平安，是望文生义，等而下之了。

桃，不仅代表爱情、福寿、吉祥，而且可以辟

邪。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古人新春时，在两块桃木

板上分别书“神荼”“郁垒”二门神的名字，

来年春节更换新的，祛魅祈福，后演化为春

联，但依然有人削制小桃木剑，挂在小孩子

身上，以保平安。

桃树汲天地日月雨露之精华，年年孕

结仙果，自成一脉芬芳。桃木制品，亦是秦

安桃产业链上的重要一枝节。所雕当然无

非手串、如意、寿星、观音、佛像、荷花等，比

之黄花梨、小叶紫檀，自是不甚名贵，然“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文化内涵深厚，总感觉

更灵验些。还有桃花茶、桃花酒，桃脯，疏

花疏果之余物，并非简单丢弃，因材而用，

自见佳妙。桃花茶清香满口，桃花酒度数

低、味甘醇。传说中神人所饮之仙醪，仔细

想想，其实就是蜜桃制品。

祖籍秦安的李白，被安徽宣城人汪伦

邀请，饮万家酒店，赏十里桃花，结果只见

名“万家”之酒店一爿，桃花潭之水一泓，

然真情千尺，垂传至今，仿佛依然萦绕动

人的踏歌声。如果太白先生魂游故土，见

桃花百里，桃酒飘香，当更诗兴湍飞吧。

渔人见桃花而忘路之远近，舍舟登岸，邂

逅桃花源。宝兰高铁将通，亦从桃林中

过，出秦安站，即见“李白祖居地”石碑，为

诗仙指路——“空谷清音起，一曲桃花

水”。

首先声明：我不追星，不是任何明星

的粉丝。因此，对于明星的娱乐八卦从

不关注。但这一次的确是被吸引了。吸

引我眼球的不是梅西的球踢得有多棒，

不是梅西的名气有多响，更不是梅西的

薪水有多天文。而是梅西和安东内拉的

婚礼，前几日，30岁的梅西娶了他 9岁那

年一眼便看上的女孩——安东内拉。

从9岁的懵懂到30岁的笃定。21年

的时光里，梅西从青涩少年成长为世界

足坛巨星，拥有耀眼的光环和富可敌国

的财富。但，任时光如水万丈红尘，任世

间百媚千红魅惑不断，梅西对安东内拉

的爱却始终如初。

据说，梅西在12岁时，曾鼓起勇气给

安东内拉写了第一封情书，情书里写道：

“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女朋友。”这

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的玩笑，年幼的心智不成熟尚且不说，单

是门第悬殊就是不小的障碍。一个普通

工薪家庭的毫不起眼的小子，要与富豪

之家的千金小姐谈恋爱。简直有点不自

量力，凭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啊？

许是爱情的动力抑或梅西的天赋，

终于，梅西成功了，获得了爱情和事业的

双丰收。安东内拉不仅成为了他的女朋

友，还成为他两个孩子的母亲。可不知

为什么，他们彼此相爱，拥有幸福的四口

之家，却始终没有成婚。

不知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还是我太

传统。我一直觉得，既然彼此相爱，就应

该结婚。并不是指望那一纸婚书能为爱

情加固多少，而是纸上的契约，能给彼此

一个承诺并昭示亲朋：我爱你，就要和你

在一起。不只是今日，不止于明日，而是

今生今世，永永远远；我爱你，就要与你

共担风雨。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不管健

康还是疾病，不管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与

你在一起，不离不弃。所以，以往看到媒

体报道梅西和安东内拉生活的多美满多

幸福的文字或画面，说实话，我的内心总

是存有不屑的：即便你们生育十个孩子，

拥有亿万豪宅，那又怎样？你们只是彼

此相爱的男女朋友，而不是相爱相亲的

夫妻。

看到婚礼上的安东内拉手持结婚证

一脸幸福的样子，我揣测，即便是球坛巨

星的妻子，作为女人，安东内拉的内心依

然不落俗套地看重这一纸婚约。

面对婚礼场面，网友评论：“梅西最

厉害的地方不是年度 91球，不是五座金

球奖，而是 9岁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孩，30
岁时依然在。”这让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讲的容易，半生时光已过，心却一如

少年。怎么可能呢？特别是在这个速度

与激情的时代里，普通人的爱情是实用

的，实用到在几十平方米的房子面前便

会败下阵来；而明星的爱情则是要经得

起诱惑的，往往一次艳遇的诱惑便会让

爱情逃之夭夭。

梅西和安东内拉一路走来，球迷们

看到的多是梅西的用情专一和五次夺得

金球奖的风光；而知情者则知晓安东内

拉在梅西连续三个世界大赛失利后予以

的安慰和陪伴。爱，是彼此的给予和付

出。爱情，是用心经营后的保鲜如初。

你已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

句话于今日的梅西和安东内拉，都是。

附庸风雅这一桩本事，我在小学时已

涉此道。

街拐角有一处花园，花木葱茏，青翠盎

然。园内有山，山上有亭，徐徐风来，惬意

凉爽。“儿童放学时来早”，却不先回家，半

路便奔入园中，登山拾阶直上亭心，悠悠然

凭栏眺望，高楼一幢幢矗立在湛蓝的天空

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人在暮色

来临前坐在石墩上，龙飞凤舞地写完当天

的作业，将书包甩在肩上，潇洒地居高临

下，望望满园花木，美景如画尽收眼底，这

才志得意满，喜滋滋地溜回家。

古人方是真风雅，自家的园子，自家的

亭。坐拥清风明月，笑看近水远山。人风

雅，亭也风雅，连题名都透着雅意。苏舜饮

的“沧浪亭”用典，取自《孟子》。欧阳修的

《醉翁亭》，念林逋的《放鹤亭》，亭以诗名，

诗与亭存。

当年旗亭画壁的故事里，一个天寒落

雪的时节，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怀着微醺，

听伶女歌讴。“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

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

壶。”第一曲是王昌龄的绝句，想来他得意

地引手画壁。

“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

寞，犹是子云居。”这一首是高适的，轮到他

在壁上亦书“一绝句”。

第三首还是王昌龄的诗：“奉帚平明金

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

犹带昭阳日影来。”如何不得意，旗亭壁上，

又添一句：“二绝句！”王之涣笑着指向座中

歌艺最佳的女子，我就不信此子不歌我

诗。细雪纷纷，笙歌切切，繁华盛宴，终唱

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

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浩浩穹

苍，荡气回肠。

望不断，长亭短亭。在历史的长河里

以优雅的姿态亭亭玉立。好亭，好时光。

半生·少年
□邵红梅

红英浥露（国画） □张子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