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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鲜/老街坊

7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
四，按古时江南风俗，这天是
荷花的生日，在这个季节里
盛开的出水芙蓉又有“六月
花神”的雅号。成都人林老
师酷爱拍摄荷花，每年盛夏
在成都三圣乡荷塘月色一拍
就是一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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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笔会，有幸结识了天
南海北的作家朋友。虽然大家已
在全国小有名气，但作家身份大
都只是业余。身为教师、律师、工
人、商人或公务员，能在工作之
余，将写作经营得一枝独秀，实属
难得。大家起初都只把写作当是
兴趣爱好来培养，慢慢成了“气
候”，或将终生陪伴。

玩。我喜欢这种态度，玩就
玩个痛快，玩出名堂。或许，曾是
出于兴趣爱好、消遣娱乐，便与相
别于工作的某一行交集，既而深
深爱上，欲罢不能；渐渐乐在其
中。

就我而言，当初只为调剂生
活爱上了写作，数年默默坚持，熬
成了小县城的“名人”。公开场
合，有人介绍我时，特别不习惯被
称呼工作职务，倒是相当乐意被
称为“我县知名作家”。因为，这
一身份融入了更多的肯定、认可
和尊敬，不掺任何功利、杂质，值
得因此而骄傲。有时我在想，真
有一天退休或下岗，我便可以凭
借文字度生活，落得个自在逍遥。

玩出另一个身份，需要时间
的精细打磨；但因是兴趣所至，断

不会煎熬难耐。反而，会促进本
职、愉悦身心、丰富生活、提升品
位。当隐没的付出，以另一个“身
份”浮出水面，那便是一种莫大的
成功和快乐。

一位同事，白天一身职业装，
在职场风风火火，不苟言笑，与之
交往隐隐有种距离感。可偶然一
次路过街头，惊讶地发现他竟是
广场舞的领舞。一群年龄各异的
舞者，跟随他时而劲爆、时而飘逸
地舞蹈；中场休息，众人围着他恭
敬地以求指点，十分融洽。原来
职场强人，也有火热、亲和的一
面；且他干练的工作状态，与跳舞
肯定不无关系。当我在某一私人
场合，满是仰慕将他的另一个身
份公开时，他很是羞涩：就是跳着
玩。

去一家家庭餐馆吃饭，发现
雅间墙壁上悬挂着数幅花鸟工笔
画，构图精巧细腻、色彩清新雅
致，颇见功力。我静静欣赏后，问
服务员这画的出处。没想到，服
务员大嫂轻轻地答道：是我画
的。我讶异地端详，方见她气质
优雅、面露才气，默叹这个女人不
寻常！果然，打听才知，这位白女

士是县书画协会的会员，开餐馆
之余，作画自娱，现正筹备个人画
展；也因她的画，餐馆十分红火。
当她再次端菜进来，我自是刮目
相看，称赞一番，她边忙边说：就
是画着玩。

检索一下我认识的一些人，
方觉“高手就在身边”！结识的一
位种菜大户，业余是省科技报的
通讯员，长期供蔬菜种植科普文
章及文学作品；单位的一位司机
兄弟，业余是县体育协会的乒乓
球运动员，曾拿过省、市的大奖；
邻村的一对农民夫妻，业余是歌
唱演员，趁农闲奔走于各婚礼、庆
典现场；曾经一位老领导，业余是
位摄影家，退休后出版了数本影
集……也曾与他们攀谈，对其另
一个身份称赞有加，他们的回答
惊人相同：就是弄着玩。这深知，
这不是谦虚，就是本心。

工作之余，大可以玩取乐。
但玩出另一个身份，并不容易。
这需要潜心地默默付出，耐住得
寂寞，寻得到快乐，让兴趣与修为
完美融合，积淀升华为令公众认
可的一个“身份”。这是一种生活
态度，更是一种生活智慧。

玩出另一个身份
□张金刚

我是极怕蛇的。尤其是在夏
天。

一些动物，特别是猛兽，如狮
子、老虎、鳄鱼等，听起来似乎更
可怕，大概因为和我的生活隔着
一道防护网，只要不主动越过安
全线，似乎不受威胁。倒是蛇这
个软体爬行动物，离人太近，亲密
接触的机会多得多。

蚯蚓、蚂蟥，我都不喜欢，只
是还没达到我的极限。秧田里有
一层水，油油的泥经水一搅动，从
脚丫里挤出，似有许多蚯蚓在我
脚面爬，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毕竟
丝袜穿久了嘛。直到拔出秧棵里
的小水蛇，我的忍耐彻底爆发。
那蛇也就筷子长，圆珠笔粗细，应
该是一条新生的蛇。

秧田环境好，它们家安在这
里，拔秧动静太大，其他受到惊吓
纷纷远离，只有它无知无畏，被我
一把从秧棵里拔起。拔起时，它
还在跳舞呢，扭来扭去。我已大
惊失色，跌坐在水田，又哭喊着往
田埂爬，惊恐之至。一边哭一边
骂，父母不敢骂，骂秧池，诉说非
得让我来的种种为难，发毒誓再
也不来。

一身泥水，一路哭到家，奶奶

万般不舍帮我洗澡换衣，还单独
做了一碗鸡蛋油炒饭，让我吃了
先睡。栽秧的人要等到天黑透看
不见干活才回，炒菜得等他们。

这件事发生后，我还是有些
后怕的，毕竟骂人了。父母管教
严格，大庭广众之下开骂，他们不
会轻易饶恕我。非常奇怪，第二
天一早天麻麻亮，他们又赶去别
家栽秧了。也许太忙太累，无暇
顾及我。我在躲过一顿的庆幸中
继续迎接中考。

盛夏的风吹入柳树林，添了
清凉。我选的宝地，中午感受不
到丝毫溽热，我沉醉在几何证明
题丝丝入扣的严密里。后腰怎么
有点痒，似乎有小虫子在裤子外
面爬。左手拿书，右手伸到后面，
一摸，竟然带出一条“带子”，那

“带子”还动呢。又是一条小蛇！
大惊失色，下意识摔到几米远的
地方，那只手都不想要了。

母亲忙，没工夫分担我不能
承受的沉重。将这件事情讲给奶
奶，奶奶说幸亏我离开及时，老朽
的柳树根常常是蛇窝。想想多可
怕，若是我反应再迟钝些，恐怕要
被小蛇全家探望了。

中考后，我就算跳了龙门，读

书三年吃饭由国家供应，毕业就
是人民教师，月月领工资。我在
秧池拔秧落荒而逃的那一幕，成
了乡邻教育子弟的经典。他们
说，我就是吃了苦，才晓得发奋读
书的。

这么多年，我不喜欢蛇，原因
何在？是它外形难看？剧毒伤
人？还是粘液污糟？我不碰，它既
不能污糟我，也不能伤害我。远观
呢，我还是恶心它。那么就是外形
了。看来我也是外貌协会的。

一天，我独自步行去朋友的
农庄。乡村公路柏油路面，一条
小蛇竟然盘在路中央。它怎么上
路的，让人奇怪。来往车辆经过，
看它昂首起舞，都减速避让。我
努力压制心头恐惧，站在离它两
扁担远的安全距离，认真打量我
不喜欢的这种东西到底长啥样。
身子细细黑黑油油的，昂起的头
呈三角形，嘴张得老大，还有信
子，脖颈细，花白色……

一辆急速驶来的吉普车从它
昂起的身段上碾过，留一摊渣子，
皮都粘在路上。紧张的心理体验
结束。少年时，恐惧的极限是哭；
成年后，恐惧不露声色，但有余悸。

我还是怕蛇，时光改变不了。

三十年前，带着诸葛亮著作
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我曾两次去
四川大学拜见著名历史学家、文
学家、教育家缪钺先生，聆听他关
于治学和研究的教诲。如今，虽
然他辞世已二十二年，但当年他
接待我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
却永远铭刻在我心里，久久难以
忘怀。

1984年7月下旬，我第一次去
四川大学，向缪钺先生请教诸葛
亮著作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当我
谈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后，他并
不因为我是一位中学教师而拒之
门外，而是热情地把我引进他那
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的“冰茧
庵”。在给我倒过茶之后，他开始
了和我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
感受颇深。他作为研究《三国志》
的权威，以一个过来人的体验告
诉我：要研究诸葛亮，必须熟读

《三国志》；要读懂《三国志》，必须
参考卢弼编撰的《三国志集解》。

在缪老的指导下，我在 1985
年7月完成了《诸葛亮文集》的注
释和今译，并在8月上旬带着一些
新的问题再次去四川大学向缪老
请教。他不但认真地回答了我提
出的问题，而且告诉我：进行古籍
整理和研究，一要有扎实的古文

字和训诂学基础，二要有广博的
文史哲知识，三要能耐得寂寞。
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成果。临别
时，缪老还要求我结合教学工作
的实际，在治学中另辟蹊径。

1988 年 5 月，我编著的《诸葛
亮文集译注》初稿打印出来后，立
即寄了一册给缪钺先生，并去信
请他审读书稿。在年逾八十四
岁，“目力衰损（久患白内障，施行
手术后，仅有右眼能勉强看字），
且工作繁忙，指导数名博士生，讲
课，批改论文”（摘自 1988 年 5 月
28日缪老的回信）的情况下，缪老
亲笔给我回了信。信中，他首先
嘉勉了我的“向学之志”，接着，他
针对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的问
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即：古籍整理应有详明的注释，古
书今译要体现原作的神采。他
说：“帮助读者阅读古书，有详明
的注释就够了。如果译成白话，
应力求体现原作的神采”。缪老
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毕生治学
的风格和宗旨。

翻开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
志选》，我们看到的是缪老呕心沥
血写出的“详明的注释”。通过这
些注释，读者不但能够读懂原文，
而且能够领悟文章的意旨。缪老

提出的古籍整理应有“详明的注
释”、古书今译要体现“原作的神
采”的观点，对于我国的古籍整
理、研究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
义。

为了使《诸葛亮文集译注》一
书的注释尽可能“详明”，译文尽
可能体现原作的“神采”，我没有
急于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出版。二
十年后，我已进入退休教师的行
列，全身心投入该书注释、今译和
解读的修订、完善工作。为了便
于读者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学习和
领悟诸葛亮的思想，我打破前人
分卷编排和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体
例，按诸葛亮所写文章的内容或
所体现的思想进行分类编排，使
得该书在古籍类图书中独具特
色，获得 2011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
图书奖二等奖后，又在 2015 年入
选“书香燕京主题推荐书目”……

今天，我再也不能亲聆缪老
的教诲，再也不能得到缪老的指
导了。但每当翻阅缪老写给我的
珍贵的回信，看到在缪老的勉励、
指导下进行修订，并在他辞世已
十六年的 2011 年出版的《诸葛亮
文集译注》时，我的脑海中立即浮
现出他那诲人不倦的形象，耳边
又回响起他那浑厚质朴的声音。

忆缪钺先生
□罗志霖

4年前，他偶然获知距离成都
1700公里外的江西姚西村，有比成都
三圣乡面积大得多的莲池，就每年打
飞的去赏莲拍莲，连续几年从不间断。

盛夏的江西，高温更是撩人。
清早7点，空气中弥漫的热浪就让人喘
不过气来。不过等你踏上姚西村村口
的门楼时，一幅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水
墨画卷缓缓展开，一笔一画尽显自然
神韵。眼前，莲叶田田，翠艳欲滴，好
似一罐颜料被倾泼在画布上，任由其
流淌。出水芙蓉，略施粉黛，花瓣在烟
雨中凌乱，愈发显得风姿绰约。

支起脚架，安装镜头，摆弄几台
相机，在林老师的镜头下千亩白莲，
万花齐开，“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更是一派田园风光。
葱绿的荷叶，托出朵朵芙蓉，如同少
女分红的面颊，在早晨轻柔的露水
及阳光沐浴下，显得更加清秀，雅
洁，妩媚，可爱，莲池边清香阵阵，沁
人心脾，早让人忘了酷热难耐。

“赏莲最佳时间是早上5点到7
点，到了中午时间，荷花会合起来。”
为了在清晨最佳时光拍到绝美的花
神图片，林老师和他的摄友们最少
要在村里住上一周。每天清晨在漫
无边际的莲池里取景，构图，拍摄，
忙得汗流浃背也是乐在其中，莲花
合起来时，他们也就收工。

合起来的莲花到第二天又会
盛开，每朵莲花从露出水面到开完
花，周期为一周的时间。每天都有
新的莲花露出水面。整个赏莲时
间大约三个月左右。姚西村是江
西第二大河——抚河源头下的一
个小村庄，2016年该村莲花种植面
积达到1600多亩，成功挑战吉尼斯
世界纪录被评为世界最大莲池。

“现在成都打飞的来这边拍摄
莲花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在这里每
天都有新收获，每天都能拍到新境
界。”末了，林老师还透露了些他拍
摄莲花的诀窍，拍摄的时候要注意
花和叶的配合，有时候还可以利用
小动物或水滴来点缀画面增加情
趣；用高机位拍摄还能避免一些干
扰，如果能用上微距拍摄或多重曝
光，就能有想象力和创作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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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芙蓉，略施粉黛，花瓣在
烟雨中凌乱，愈发显得风姿绰约。

千亩莲池也是各种飞禽的天堂。

蛇
□王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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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池深处赏花消夏。

葱绿的荷叶，托出朵朵芙蓉，在早晨露水及阳光沐浴下，显得更加清秀，雅洁，妩媚，可爱。

姚西村是江
西第二大河——
抚河源头下的一
个小村庄，2016
年该村莲花种植
面积达到1600多
亩，成功挑战吉
尼斯世界纪录被
评为世界最大莲
池。

红色夏令营的小朋友们从莲池旁走过。

清晨6点半，各地的赏花人就把村子挤得很热闹。

自乔治·德·梅斯特拉(George de Mestral)于1940年代发明钩毛搭扣以来，VELCRO公司（维尔克
有限公司）就开始制造钩毛搭扣材料，并推出了其他广受信赖的优质连接产品。如今，VELCRO公司
仍是连接产品的主要制造商和创新者。

VELCRO公司一贯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全球 150多个国家共有超过1000个注册商标。在
中国，维尔克有限公司在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上注册了“VELCRO”、“ ”、“维克罗”及“威扣”等
知名商标，其指定的商品特别包括尼龙搭扣、搭扣等。维尔克有限公司对于上述商标享有注册商标专
用权，并许可维克罗（中国）搭扣系统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使用。维尔克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依
法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任何未经允许，擅自使用上述商标的行为，都涉嫌侵权。一旦发现，维尔克有
限公司必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宝贵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维尔克有限公司
维克罗（中国）搭扣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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