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杏花、春雨，青山如黛。四
月的江南，婉约入骨。天生天
养下，稻谷，被视为吉瑞。禾兴
之地，没人播种就长出了水稻，
更是福泽深厚。东吴孙权，大
喜之下，赐地名“禾兴”，第二年
甚至把年号都改为了嘉禾。又
过了十几年，孙权的儿子孙和
被立为太子。为避讳，禾兴改
成嘉兴。

进入嘉兴地界，触目草木
葱郁。灵气充沛的地方，人格
外精神。王国维、徐志摩、茅
盾、丰子恺、陈省身、金庸……
响当当的名字后，同一方水土。

谁不曾为江南的戏文入
迷？绍兴女子祝英台遇上宁波
的书生梁山伯，“英台不是女儿
身，因何耳上有环痕？”祝英
台：“村里酬神多庙会，年年由
我扮观音。”梁山伯叹：“我从此
不敢看观音。”学堂中的往事，
耳熟能详，濡湿了多少衣襟。
一千多年后，嘉兴梅湾，东米棚
下，沿河而筑的廊棚中又有新
的传奇：父母双亡的贫困书生
朱生豪，恋上了同一所大学的
望族女子宋清如。从二十弱冠
初遇那一刻，到三十而立之年，
10年，60万字的情书，只为缱绻
初萌间，一往而深。宋清如早
年订婚，不要嫁妆要读书，登报
退婚。最终有情人成眷属，名
门小姐嫁给了贫寒书生朱生
豪，尘埃中开花。彼时，国家积
弱积贫，外人嘲笑，没有一部中
译版的莎士比亚。才气干云的
朱生豪不服输，历时十年，用华
瞻文采，译出莎士比亚37部剧
作中的31部，替近百年来中国
翻译界完成一项最艰巨的工
程，国内外文坛为之震撼。刚
新婚两年，32岁的朱生豪耗干
心血，染上重疾，贫困交加中
撒手人寰。痛失挚爱的宋清
如，却把自己活成了爱侣，重
学英文，把朱生豪未竟的《莎
士比亚全集》翻译完。至今，朱
生豪译作，仍然是舞台莎剧演
出的首选。

有人说，朱生豪一生只做
两件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和写情书。每一样，都到极致。

江浙一带的情爱在家国背
景中，更添丰饶。能护佑一方
的人，方为神祇。就像嘉兴人

的水船会，祭祀的是灭蝗英雄
刘承忠。

人 生 的 奇 幻 ，几 许 远 山
眉。如今的东西米棚下不复存
在，边上一条小巷弯进去的梅
湾街，又是一段传奇：日寇入
侵，淞沪抗战打响，不愿做亡国
奴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
九，在上海虹口组织策划了爆
炸，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
川义则大将重伤而死，日寇疯
狂报复，悬赏 60 万元缉拿金
九。60 万可谓巨款，但金九硬
是平平安安地被嘉兴人藏在了
一处二层阁楼之上。金九回忆
当年八水绕城的嘉兴，像鱿鱼
须一样水道纵横，家家户户有
小码头可泊船。阁楼风景很
好，三面皆有六角形的气孔，用
移动的木窗遮掩。有秘道，放
下梯子可以通楼下码头，掩护
他的渔家女随时准备着，效仿
范蠡，驾舟而避。金九的日记
记录下嘉兴人对他的帮助：七
八月间，正是江南最为闷热的
天气，褚辅成的儿媳不顾个人
和家庭的安危，放下怀中不满
半岁的婴儿，勇敢地走上乡道，
独自护送金九到自己娘家避险
……曾迎来中国革命曙光的嘉
兴南湖，在十多年后，也藏住了
金九，并在南湖游船上召开韩
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组成了
临时政府，金九确立了韩国“国
父”的领导地位。1996年，金九
之子金信来到嘉兴父亲的避难
处，题下了四个大字——“饮水
思源”。

入夜的月河笛声悠扬，闻
之情牵。故事太多，都摇曳在
这家国梦中。巴金曾入嘉兴
寻找李家祠堂，《家》《春》《秋》
与那一汪汪江、河、湖、荡同根
相连。

多年后的金庸，在小说里
也写下了风雨不倒的烟雨楼，
铿锵出一句名言：侠之大者，为
国为民。

如今水域的中央，南湖之
上，“微雨欲来，轻烟满湖”。当
年充满了故事的游船，静静停
泊于湖心岛东侧，接受追梦
人的瞻仰。草木有情，落尽
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
王。中国人的梦，与一草一木
同气相求。

营山进士园区颇大，以北门
河为纽带，几个区域连成一片，
相融相生。公园、宝塔、书院、故
居、广场，无不向人们诉说着一
个朴素而亘古的道理：勤耕苦
读，奋发向上，唯有不懈努力才
能改变命运。在园内观光休闲，
触摸古迹，追寻历史，无不让人
感受到酽酽的耕读原乡、进士之
乡的文化气息。

春色满园，进士满园，满园
春色关不住满园进士。营山的
57个进士齐聚白塔公园，白塔实
则叫回龙塔。一座座进士青铜
像分布园内，惟妙惟肖，呼之欲
出。塔建在园内的梅家梁上，建
在老百姓的心中，风雨沧桑200
年，屹立福佑200年。建塔的知
县杨上容，成了一尊高大的雕
像，成了一座巍峨的楼阁。塔震
山河，塔彰文运，营山俊贤辈出，
科第仕宦，绵绵继继，甲于蜀都，
清代就中进士26人，委实不易。

营山的进士们，穿越岁月的
风烟，从赴任的不同地方，从不
同朝代，纷至沓来，回到久违的
故乡。在进士榜前，他们摩肩接
踵，翘首而望，仔细找寻自己的
名录；在进士坊下，他们打躬作
揖，颔首作答，诉说当年金榜题
名的荣光与辉煌，交流为官一任
的经验与体悟。

岁月尘封，历史早已定格，
学而优则仕的进士们大都勤政
为民，造福一方。斯人虽去，风
范犹存，他们仍会被百姓铭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漫步白塔公园，牛角挂书、
和丸教子、书院育人等景观雕
塑栩栩如生，似在讲述营山学
子一段段漫漫求学路的励志故
事。耕读传家，重教兴学，孜孜
以求，营山厚重的进士文化和
质朴的耕读文化底蕴在这里精
彩呈现。

北门河畔的云凤书院，白墙
黛瓦，青石朱门，古朴清幽，花木
葳蕤，书香流韵。泠泠溪流，琅
琅书声，莘莘学子在这里潜心研
读，又从这里出发，飞向更广阔
的世界，实现自己的理想。

营山的进士犹如天宇中的
点点繁星，闪耀着光芒，照亮属
于他们自己的梦想。那光亮并
不一定十分耀眼，但只要他们将
这束光留驻心中，哪怕是应试不

第的至黯之时，也会感到眼前光
芒四射，心头顿时昭昭然，天地
顿时昭昭然。

清末重臣于式枚，便是一道
夺目的光。

顺着这道光芒，来到于式枚
故居。这座修缮后的 200 年老
宅掩映在茂林繁花翠竹之中，四
合院前池塘睡莲绿绿，清波涟
涟，游鱼悠悠，清风摇曳，日影斑
驳，仿佛在幽幽诉说一段久远的
历史。

于式枚天资聪颖，勤学睿
智，博闻强记，精文史国学，通数
门外语。他 15 岁中举，16 岁考
取进士，入翰林院，后成为李鸿
章的幕僚。他先后任邮传部侍
郎、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官至正
二品、从一品。1913年，清史馆
成立，于式枚担任纂修清史稿总
阅。

时运让于式枚不得不跟着
李鸿章一起签署《辛丑条约》，成
为他一生中最不光彩的外交活
动，也让这个中年人痛定思痛，
寻求解决国家危机的办法。

后来，于式枚被钦命为考察
宪政大臣，出使德国，为没落的
清王朝寻找出路。于式枚才学
出众，机敏过人，张之洞说他“堪
大用”，徐世昌夸他“博极群
书”。尽管受到夸赞和重用，但
于式枚没有得意忘形，始终保持
着理智和清醒。正是这份谦逊
与宽和，让他留下了一段营山版
的“六尺巷”佳话。

营山县城禹王宫是湖广籍
人的会馆，与于家宗祠仅一墙之
隔。为争一墙之地，双方互不相
让。于氏族人欲仗于式枚之力，
以兴大讼。于式枚回书，并引康
熙年间宰相张英“千里修书为堵
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
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诗
句相劝。于氏族人见于式枚无
助讼之意而息讼，会馆诸姓为于
式枚的豁然大度所感，亦罢争斗
之念，双方言和，各让三尺，至今
传为美谈。

因于式枚故居的一次瞻仰，
云凤书院的一次邂逅，与白塔公
园的一次膜拜，进士文化的根
便扎在内心最柔软的部位。季
春的阳光热烈洁净，暖意融融，
怀抱阳光，内心如天空般灿烂
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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