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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之味，非可逼而取也
□徐可

夜读抄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对他评价不高，而钱
钟书则认为他可与张岱媲美，两人曾为此打
过笔墨官司。

“兰之味，非可逼而取也。盖在有无近远续断之间，
纯以情韵胜，氤氲无所，故称瑞耳。体兼众彩，而不极于
色，令人览之有余，
而名之不可，即善绘者以意取似，莫能
肖也。其真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
疏者耶？”
（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八·兰》
）
兰花的香气，悠远而绵长，弥漫而飘忽,不需逼近闻
嗅，纯以情韵取胜。兰花的色彩，
素淡清纯，含蓄温润,给
人无穷的视觉和心灵愉悦,却又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兰
花的形态意趣,即使是善于绘画的人,也不能画出它的神
韵。兰花恐怕就是周文王、孔夫子、屈原大夫的同类,不
可以亵玩,但又不可一日无此君吧？
张大复的这篇《兰》，与周敦颐的《爱莲说》有异曲同
工之妙。兰花清雅高洁，卓尔不群，被誉为“花中君子”、
“王者之香”
，
象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质，
以及一个民族
的内敛风华。对于兰花，中国人可以说有着根深蒂固的
民族感情与性格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兰、赏兰、
绘兰、写兰，
一直是人们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
中国兰花成了高雅文化的代表。
张大复是明代戏曲作家、声律家。他博学多识，为人
旷达，
兴趣独特，
偏又贫穷多病，至四十岁完全失明，家产
也因治病而变卖殆尽。但他坚持著述不辍，以口述的方
式创作了名著《梅花草堂笔谈》，以及《嘘云轩文字》、
《昆
山人物传》、
《昆山名宦传》、
《张氏先世纪略》等著作。张
大复写《兰》，是否以兰花自况自勉呢？有意思的是，周作
人对他评价不高，
而钱钟书则认为他可与张岱媲美，两人
曾为此打过笔墨官司。

过粪也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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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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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一筑，其他人在船上理网，上浮底纲放网。春暖花
开，风平浪静，蜂飞蝶舞，再美的景色拉网人也顾不上瞄
一眼。满河网像月亮形撒完了，每隔十米一个鸭蛋形的
木桶用竹架支起网纲，撑起一道网墙，防止大白刺鱼飞
跃。整个全家孩子们帮手不算，八个主劳力全部上阵忙
得汗透背。船上拉网的绞关吱吱呀呀响起来，儿在前边
推，
媳在后面跟，屁股朝天腿挺得像弓出力。从风车湾撒
网到皇家湾收网，
一秒钟一步，绞关的人要费力走两个小
时出外。两岸观看的人盯着绞关转，数他们的行程要走
七八千步。他们的汗水围绕绞关往脚下艎板上滴，踏出
圆圆的泥水圈。帮主的船在网周边巡视，合理调整支撑
网墙的木桶，不让网有袋腰处。网船接近皇家湾时，河两
岸围观的人骚动了，网圈的鱼密度渐高，
相互有了擦肩碰
撞，
水面看到鱼的青背脊晃动，大鱼飞，
小鱼跃，
碰网墙掉
进木桶里，大人小孩一阵欢呼尖叫！欢呼的人不知道拉
网推绞关的人力耗尽，但欢呼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呼喊
给绞关人鼓劲，
增添了最后冲刺的力量！突然，
帮主全宝
才的吆喝震慑了欢呼的人群：
“皇家湾网合拢！”
儿媳拼命
奋力绞关，整个渔场静得只听到吱吱呀呀加速的绞关
声。姑娘拉上纲，
女婿拉下纲。船到皇家岸边，
大网形成
了包围圈，渐渐缩小，网起水，白花花的大鱼小鱼扎堆像
跳跃的银元供围观人欣赏。
这一网把风车湾、皇家湾拉上来了！围观人夸鱼多。
全帮主很谦虚，
不多不多，
二三百斤。你们谁家生娃拿两
条鲫鱼烧汤催奶，
馋小酒的，
捧点小鱼烧咸菜。收摊时，
网
脚子的鱼全分了，
人人沾点腥回家。大网帮到哪捕捞围观
的人多，
就因大网帮把苦中的乐与众人分享。
大网帮拉到哪儿都有饭吃，
就凭一个苦。吃苦的人饿
不煞，
永远有奔头。大网帮消失了，
帮魂吃苦精神永存！

大 网 帮 拉 到 哪 儿 都 有 饭 吃 ，就 凭 一 个
苦。吃苦的人饿不煞，永远有奔头。大网帮
消失了，
帮魂吃苦精神永存！

儿时只知道大网帮男男女女欢欢笑笑拉网，不知道
他们在捕捞中为最苦的帮；只知道大网合拢时鱼飞鱼跃
收获颇丰，不知道他们是最穷的帮。已故大网帮最后一
位传人全振兴的遗孀、七十九岁老人汤俭女说起大网帮，
就像阿炳二胡拉
“二泉映月”
如泣如诉……
唐庄四十五个姓氏中，全姓为单门独户。全氏家谱
记载，全氏先人汉朝落籍于浙江钱塘。乾隆末年，
唐庄一
支全氏的老老祖全大富从钱塘带大网帮一路南下拉网，
落脚到扬州大运河边杨家庄。光绪年间，老祖全国玉又
带一支大网帮从邵伯湖向东拉到海陵下坝稻河，顺卤汀
河水拉到草荡唐庄。草也唐庄，水也唐庄。全国玉感叹，
大江南北漂泊了几代才找到大网帮生存的地方。生也唐
庄，死也唐庄。全氏扎根唐庄传了四代。
全氏大网帮鼎盛时期为民国全宝才。他生了三儿两
女，大儿全振兴和老二老三都在唐庄成了家。姑娘也嫁
在唐庄。大姑娘全赶年嫁给拉网出身的谢正明。三房儿
媳加女婿人气旺，大网帮像踏水车圆了拐。但大网帮人
再多鱼再多还是个穷。木船年年修不说，置中等网要花
六七千块钱，大网一万多。网线、上浮底纲、铁圈网脚、鱼
桶等全要添置。网是麻线织的。一有空闲，全家老小篦
麻线，搓麻绳，织网补网。不管新网旧网，拉十天一个礼
拜要用猪血子血一次。三四十头猪血子拿回来，网放进
去浸泡，
血饼要网搓网揉碎。夏天的血子发臭，晒网蒸网
八里外的庄子都知道全家那一天血网。血网的人蛆子爬
到胳肢窝也没手捉。就是这样拼命延长网的寿命，顶多
也只用个一年半。网拉的余钱只够补网、添网。大人、孩
子的衣服比网破。拉网帮最苦，春天拉露水，夏天拉太
阳，冷天拉冰碴。过去穿草鞋没雨裤，见水踏水，见河跋
河。没衣添有网补，
没饭吃有网拉。小鱼煮粥喝，
卖不掉
的鱼当饭吃。骨头里的劲使出来也不够用。春天开网拉
到夏，听到雷响下雨往荒田河滩上去。晚上毛鱼（鳗）成
群结队出来吃仙水。全家老小各就各位，撒网、拉网、绞
关，雷打霍闪看到乱坟地坟头、花圈、白骨，绕过去，跨过
去，想不到鬼只想到鱼。七月份年年到东台海上捕红眼
睛胖头鱼，上百里水路竹篙撑、木桨划、长纤拉，五六天才
赶到。拉网代代拉、年年拉、天天拉，拉的是苦是泪，
拉到
最后是个穷。
但拉网苦中也有乐。一次全宝才带儿子全振兴、女
婿谢正兴、加盟张小三从唐庄风车湾下网，
打头的船锚往

老孙神秘地对老伴说，你可别小看了这过
粪，这过粪也是权，不仅不用再跟大伙捆绑在一
起干死活，还有好多好处你看不见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生产队里种田还是以施用粪肥
为主，每个生产队在田头都建有一个或几个大粪坑，
平时
由专人将各家各户茅缸里的粪便用粪桶挑到大粪坑去，
待粪便沤熟，庄稼需要时，
再一担一担送到地里去。那时
候，
每个生产队都有这样一个过粪员。
城关大队是个种蔬菜的专业大队，全大队有两千多
名菜农、1000 多亩蔬菜地，其中桥南生产队有菜地 100
多亩，有大粪坑 1 个，过粪员 1 人。后来，原先的过粪员
年龄大了需要换人，
队长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干，谁
知消息一传出，
找队长报名的就来了好几个。
老孙看准了过粪员是个肥差，
便告知老伴说他想去报
名，
老伴说过粪这差使整天和大粪打交道，
又脏又臭整天
没个干净的时候，
怎么想到去报这个名的。老孙神秘地对
老伴说，
你可别小看了这过粪，
这过粪也是权，
不仅不用再
跟大伙捆绑在一起干死活，
还有好多好处你看不见呢。
队长看到老孙年龄还不算太大，身体也还可以，
特别
是要求当过粪员的心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语重心长
地对他说，过粪事虽小，可也是为人民服务，生产队缺他
还不行，勉励他认真负责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做个
让广大社员满意的好过粪员，
老孙点头满口称是。
老孙接任后没多久，就赶上了梅雨季节，霪雨霏霏，
连月不开，大沟小塘涨满了水，
生产队不少地方下水道堵
塞，大街小巷积满了水，不少人家茅缸也溢了出来，粪水
中的蛆虫爬得满墙皆是，这时，
每个有茅缸的人家都希望
过粪员及时把粪便过到大粪坑去。
这时，大坑缸也淹满了，装不下从别处过来的粪便，
菜地里的积水己成亮晶晶一片，再浇粪田地已很难吸收，
不少社员见到老孙都一脸讨好地向他诉苦，请他把自家
茅缸的粪清一清，
老孙听后虽口头应允，但两三天都不见
行动，急得众社员跟在他身后说好话。
一天吃完晚饭老孙从外面玩耍回来，看到桌上放着
两只西瓜，老伴告诉他是一位社员送来的，
拜托她请老孙
把他家茅缸里的粪过一过，他家的马桶已实在没法倒
了。老孙说过粪是他的职责，
乡里乡亲的又何必送礼呢，
这样吧，
他家的茅缸明天过，说完笑眯眯地将西瓜收下。
看到老孙开始替送过西瓜的那一家过粪，不少社员
也请他把自家茅缸的粪过了，他对人家的请求口头上说
容他作统一安排，实际上拖拖沓沓，直到雨停了几天后，
田里可以施肥了，他才慢慢将各家的粪过到生产队大粪
坑里，这期间还有人给他送过瓜果蔬菜或请他吃过早饭。
过粪员收礼的风声传到队长耳里，队长将信将疑，认
为一个过粪员能有多大权，也会以过粪谋私？便将老孙
叫来询问，老孙赌咒发誓说绝无此事，
肯定是有人看不得
队长把这过粪的差使交给了他，眼红忌妒造他的谣，
其实
这是在给队长脸上抹黑呢，
队长听后没再说什么。
秋分过，寒露到，地里刚醒棵的白菜急需追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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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坑缸早就见了底，各家小茅缸里的粪也被老孙刮得干
干净净，
社员的自留地想用一点粪肥都没有，队长为肥料的
事急得晕头转向，
想办法找人联系镇上单位的厕所，一次回
家后，忽然发现自家茅缸中的粪却满满的。
队长感到情况蹊跷，
便问老孙这是怎么回事，老孙坦言
这是他干的，他知道队长家的自留地也急需施肥，而队长日
夜为大家操劳，
没有时间顾家里的事，就悄悄替他把茅缸挑
满了，他打算改日再帮把粪送到队长家自留地去，他请队长
确定个送粪的时间。
队长听后气不打一处来，气愤地对老孙说都怪自己瞎
了眼认错了人，
过去群众反映过粪中的问题他还将信将疑，
从他今天为他家粪缸挑粪一事断定，
群众的反映没有假，他
责令老孙把他家茅缸的粪过到大坑缸去，粪过完后再由队
委开会研究处理。
老孙的过粪员被罢免了，
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全队社
员重新选举了过粪员。队长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只
以为过粪是个芝麻大的小事，没想到过粪也是权，今后，凡
是决定队里公众的事，
都要由大家做主确定，工作中接受群
众监督，
这一教训他要牢牢记取。

遇见是缘
【海陵】郁建中

感悟

遇见是美丽的，
是千年的等待。我常常会被那
只白狐所感动，有时候甚至泪流满面。其实，
人与
人之间有许多感动。

人生虽然短暂，但确实是美好的。能作为一个健全的
人来到世间，就是今生今世的缘。
遇见是缘，世界如此的广阔。为什么？会偏偏遇见
你。又为什么？有的是擦肩而过，有的却终生相依。也有
的是莫名的牵挂，
甚至是那样的刻骨铭心。
随着年岁的增加，这种情感似乎愈来愈强烈了。这次
的兴化之行，使我又一次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
人与天地之间的情感是多么的诚挚和微妙。
遇见是缘，当然不仅仅指遇见的是人。有时不经意地
触碰了一株小草，也会生出许多感慨来。在兴化博物馆展
厅。遇见了影山头文化遗址，心头竟然为之一震。那些石
斧、石针、陶罐，那些在新石器年代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生活
场景，冥冥之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经历。人生真的如佛所
说有因果轮回吗？
独自徘徊在郑板桥的故居，仿佛穿越了三百年的时空
幽深而宁静。微风轻轻地拂过，那几株竹叶轻轻摇曳着，发
出了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响。这是在清秋的早晨。为什么
不是在夜晚遇见。夜晚有明月高悬，
有秋虫悲鸣，甚至还有
仲尼之韵。那时我会生出怎样的意境和遐想。
遇见是美丽的，是千年的等待。我常常会被那只白狐
所感动，
有时候甚至泪流满面。其实，人与人之间有许多感
动。只是由于我们的漫不经心往往会被忽视，由于我们的
粗俗消逝在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缺少善良，缺少精神层面
的包容和宽厚。而这些正是人们应该追寻的生命重心。
这次垛田小学之行是人生中最感动的遇见。刘校长的
真诚和睿智，大度和得体的人格魅力，使我感受到一位基层
教育工作者的风范。作为棋友没有能和他在棋盘上指尖相
遇，留下了缺失和遗憾。这种遗憾将成为心中久远的期盼，
也许期盼是永远的美丽。
聆听孙晓龙先生《围棋与文化》的讲座，又是另一种遇
见。和孙先生相识三十余年，但作为听众聆听他精彩的演
讲还是第一次。在这里不仅是一次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
遇见。更是一次心灵的相通、心有灵犀的遇见。
徐校长在这里遇见了老同学几乎是欣喜若狂。我在这
里遇见三十年前的同学也紧紧相拥。这种遇见是多么纯情
的巧遇，又是多么漫长的等待。此情此景使我读懂了白娘
子，读懂了千年等一回的美丽内涵。
遇见是缘，
是千年的等待。

公园一角 【海陵】许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