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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
画意

七律·闻全军开训长令
□ 胡德斌

雪域京郊一声令，
风卷大地千军行；
冲天列阵透华夏，
沙场雷电驱战尘；
九州水边多佳丽，
四季景明气象新；
喜闻莺歌声悠慢，
盛世英才躬鸿庭。

城市
风景

绞圈房子啊
我为你立传
□ 褚半农

2012 年 ， 上 海 市 作 家 协 会 、
《文学报》 社和 《上海文化》 杂志
社联合举办首届“禾泽都林杯”
城市建筑与文化诗歌散文大赛。
从未参加过征文比赛的我，信心
满满地投了篇 《绞圈房子啊，我
为你立传》 参赛，高兴地得了个
散文三等奖。年底时，我还去绍
兴参加了颁奖会。当我手捧鲜花
和奖状，还有奖金，站在颁奖主
席台上时，散文的标题就成了我
下一步努力的目标，列入了我个
人的写作计划。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就把
绞圈房子写进 《上海县志》，后来
又陆续在媒体上撰文介绍绞圈房
子 （含发表学术论文），到第一个
挖掘出 130 多年前清光绪年间 《松
江方言教程》 中绞圈房子资料，
同时开始从海派文化和建筑文化
角度研究这种特色老房子，我已
经心甘情愿为绞圈房子做了 9 件实
事，发表了八九篇文章，用行动
投身于绞圈房子建筑文化遗产的
抢救。
之所以说“抢救”，是因为绞
圈房子自 1980 年开始，就遭到前
所未有的大拆除。自家老宅上有
过 9 幢绞圈房子，其中 6 幢带有漂
亮的仪门头。在我村庄周围，更
是分布有大量的绞圈房子，这时
也全都拆除了。我自小就同几户
本家合住在一幢绞圈房子里，前
后长达 30 多年。由此，我不仅非
常熟悉它，还同它建有深厚的感
情。说熟悉，是说我知道这种房
子的形制、结构、特点和施工方
法，叫得出每间房子和各种构件
的名称。说感情，自幼年、少
年、青年，直至进入中年，我都
是在绞圈房子里度过的，每间老
房子里有过的喜怒哀乐，还有客
堂里的迎来送往，堂名匾的擘窠
大字，仪门头上的精美砖刻，都
深深地嵌在我脑子了。先人留下
的建筑遗产，承载着乡愁，这种
可以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古建筑，即使是经历了漫长的岁
月，我怎么也不可能忘记。
我没有能力和办法阻止拆绞
圈房子，在潮流裹挟下，连自家
的绞圈房子也是用自己的双手拆
除的。但我可以用自己的笔，为
绞圈房子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后
的一二十年里，我不停地撰文介
绍绞圈房子，不停地挖掘文献资
料，不停地拍摄有关照片，电脑
里存储的资料也越来越多。这一
切，都是为它立传做准备的。
前年 5 月起，上海交通大学冯
闵行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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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鄞教授组织我们一起踏访了浦
东新区、市中心区的绞圈房子，
她也鼓励我把绞圈房子书稿写出
来。《新民晚报》《上海老年报》
等媒体重点报道绞圈房子消息，
上海东方电影频道记者还采访过
我，拍摄的专题片 《上海建筑百
年·绞圈房子》 也在 2017 年 6 月 4
日首播。二三十年前几乎无人关
注的绞圈房子，一下子成了热
点、热词，我的文章内容、我的
文献考证，不断被引用，终引起
专业人员的关注。这自然值得欣
慰。但这一切如果来得早一点，
人世间的绞圈房子可能会存留得
更多，与石库门媲美，建起个博
物馆也未可知。
去年 4 月，闵行区政协正式
启动 《发现闵行之美》 丛书撰稿
工作，绞圈房子被列为丛书写作
内容之一，撰稿任务落实到了我
身上。其实，前年年底时，我已
经开始书稿写作。接到任务后，
我调整了思路，把记叙重点放到
了闵行区的绞圈房子上。因我还
在为原东吴村修村志，日里另有
任务，本书的写作只能利用业余
时间。忙是很忙，但忙得有价
值，有意义。在政协关心支持
下，立传计划终成事实，《话说绞
圈房子》 一书现已正式出版，这
是我为它做的第十件实事，也是
为闵行区的文化传承、发展做了
件有意义的事，出了份力，应
该、值得。

闲适
生活

淡浓两盆花
□ 李志川

我养过两盆花：一盆茉莉，
一盆月季。
茉莉是一片清新，翠叶、白
花。叶翠得鲜嫩，如同一片片雨
后初晴天空般的纯净；花白得耀
眼，好像夏夜闪烁的点点繁星般
璀璨，在我的阳台上蓬起了一个
诗意般悦目的世界。
月季是一派火热，碎叶、大
花。叶碎得小巧，颜色浅淡是一
种灰蒙蒙的绿，一根根尖刺却在
叶杆背后隐蔽着；只有枝头一朵
大红花突出，肆虐着一团鲜红，
如火、如霞、如血，在我的阳台
上热情洋溢地展示着灿烂。
一淡雅，一浓艳，茉莉和月
季似乎是花界的对立，或谓是互
衬。
我偏爱茉莉。对它照管得也
勤，随时松松土，拔拔杂草，浇
浇水的，又请教种花的朋友，知
道茉莉花好肥、好湿，就找了花
肥，时而浇施。那花也善慰我
情，第二年开得更是叶愈翠绿，
花愈白香，蓬蓬勃勃地萌生出更
多的繁荣。
那盆月季花却被我冷落多了。
我简单地认为：既然这花开
得这般红火，必定根壮土沃，不
需要额外地照顾。这就如一个精
力过剩的人不需要吃补药一样。
但这月季仍开着，每月一朵
大花，旧的花瓣刚刚开始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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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枝头就酝酿了一个小小的花
蕾，待这蕾头大了，绽开怒放
了，那朵老的就落瓣片了，掉在
花盆内外片片点点，虽有落英的
意味，但并不凄凉，枝头另一朵
又喧闹着呢！
我偏爱的错误发生在第二年
的冬天。时逢冬雪大冻，想到茉
莉也是个活物，应也知冷暖，也
该加以保护，就把茉莉搬进了屋
中避风，有出大太阳时，给它搬
出来晒晒，至晚又搬回。这一冬
天，把茉莉花搬进搬出的，不下
十来回。
那盆月季花我没搬，一仍是
先前“壮汉不用补”的理由，二
是这月季花一到冬天，就光秃秃
地只有布满枯刺的几枝杆儿，摆
在屋内怕挂人裤脚。就任凭它在
雪天里，一杆枯黄在寒风中瑟瑟
抖动。
因爱好而偏心，我其实是个
极俗的人。
然而，到来年开春，茉莉花
却死了。懂花的朋友告诉我，是
因为在冬季把花搬进搬出的原
因，花受不了忽冷忽热而死的。
一位已逝的伟人说了一个古
老的真理：要经风雨，见世面。
但被我偏爱的无知忽视了。
从此没了养花的兴趣，对那
盆月季不管不顾。
一天，懂花的朋友又来访，
在阳台上把我叫了出来，郑重地
说：这盆月季花老了！
先是愕然，花还有老了之
说？仔细看看，就知朋友有理：
花的根部越来越粗壮，呈现出一
种苍老的病黄色，上面的刺也是
硬硬地僵枯，有一种虬枝干蔸的
景象；而上面的分枝却越来越瘦
小，纤纤地像个营养不良的病人。
月季花真是老了！
三年来，它自管自地活着，
每月开一朵红花，先是以它的浓
烈衬托着茉莉的清雅，后是独自
举着红艳。没人给它施肥营养，
它只能汲天地之气，承雨露之润
顽强地活着，默默而韧性地每月
萌发一朵鲜花，到它这么衰老的
时候，它仍还在开放。
作为花，开放就是意义，不
管是浓烈的花，怒放的花，甚至
败落的花，但都是花，它就无愧
于作为花的一生了。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尽力
才是根本的根本。面对这盆月季
花，我的羞愧是无言的，激励也
是无言的。

灯下
絮语

情 怀
□ 千里生

邬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女
士在讲到邬达克建筑时，多次强
调“情怀”两字，她说：“爱屋是
欲望是本能，及乌是情怀是教
养。”
一位优秀建筑师的成功，固
然离不开情怀，而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又何
尝离得开“情怀”两字呢？
就拿“民以食为天”之
“食”之烹饪来说，有人每道菜都
做得色香味俱佳，而有人做的菜
却是寡色乏味。何以面对同样的
食材，结果却差之千里？观其态
度便知，前者乐而为之，后者厌
而远之。态度来自内心之喜恶，
积极的人生态度来自“情怀”两
字。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其实
态度亦时时刻刻左右着我们日常
每月出版

生活的点点滴滴，有“情怀”的
生活，必是情趣盎然的生活。
我喜欢看星尚频道路易主持
的 《疯狂的冰箱》 节目，赞赏大
厨们的创意，以及细心烹饪经营
出的一道道菜品。虽然我无缘亲
尝，但我在观赏之时，已然享受
到了一份美好，它让我感受到：
术业有专攻，厨艺有高低，其间
的差别，就是对待食材有没有一
份发自内心的情怀。
生活中，许多人常常觉得日
子过得平淡无味，做任何事情亦
感无趣，究其原因，亦是因为
“情怀”的缺乏。
情怀不是先天生就，它需要
后天的熏陶与培养。情怀是眼
界，是高度，是思与想。当你拥
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情怀，你会发
现，每一样事物都是有温度的，
都是触摸可感的；而一旦有了这
样一份情怀，你的每一天都将会
新鲜而与众不同，你的人生亦将
从此告别寡味而不复孤单。

没想到过了三四十年，早就
被淘汰的假领头重出江湖。据上
海媒体报道，近年来逢秋冬换季
时，中老年顾客纷纷购置假领
头，致使上海好几家百货店的货
源供不应求，尤其是“开司米”
的。我想这应该是“开司米”假
领头具有柔软、保暖、便于洗涤
等优点。这又使我想起了一句老
话“时尚是一场经典的轮回”，翻
旧往往能出新啊。

【凌画一周】

几多风雨 几多愁
栏目作者 凌华 栏目编辑 徐恺凯
冬日暖阳，可没有玻璃遮挡
的地方，那小风吹得，热水瓶都
凉了。一到大冬天，人最多的地
方恐怕就要数医院了，一个个吸
着鼻涕挂着水，咳嗽不断地吃着
感冒药，一个字，苦啊……

平常
物事

假领头出洋相
□ 王坚忍

稍有些年纪的上海人，大多
使用过假领头。假领头是那种只
有挺括的衬衣领，而没有袖子和
衣身的“服饰”，它和袖套都是时
代 的 产 物 —— 因 为 在 当 年 ， 布
料、肥皂均凭票供应，通常选用
“的确良”边角料制成的假领头，
其省料省肥皂的优点是不言而喻
的。所以一段时间内，假领头还
成为当时流行的日常服饰。
年轻时，我在一条渔船上当
船员。平时，我身边一般带着五
条假领头。五条假领头分别为
白、蓝、米黄和灰色，和一条由
两种颜色拼接而成的假领头——
露在外面的领子是白底带蓝色格
子条纹的，套在胳肢窝下的“领
脚”是粉红色的。这条“另类”
的假领头出自我妈之手，“领脚”
是我妹妹做一件衬衣后剩余的边
角料，弃之可惜。
那时候的年轻人，差不多都
做过当一个诗人的梦，我也不例
外。出海时试着在纸上涂鸦，写
一些现在看来很幼稚的诗作。记
得有一年局里开“赛诗会”——
那也是当年很流行的，我作为海
上第一线的作者被邀请参加。在
从复兴岛渔港到外滩的局里去的
时候，我为到底是戴白色的假领
头，还是蓝色的假领头，好一阵
犯难。踌躇再三，我选择了“另
类”的假领头，因为它露在上装
外面的领子蓝白相间，比较文
气，端庄大方，与“赛诗会”的
气氛相契合。
于是，我戴上“另类”的假
领头，再在外面套一件草绿色的
军装，扣好纽扣后出发。轮到我
上台朗诵自己诗作，当读到最后
一段时，我情绪高涨，因为激
动，血脉贲张，我解开了军装上
面的几颗纽扣，台下顿时哄堂大
笑起来。我低头一看，哎呀糟
了，一个大男人，竟把下半截粉
红色的“领脚”，全暴露在大庭广
众之下了。我的脸热辣辣地发
烫，心想，这下洋相出大了。这
次“赛诗会”，我获得了鼓励奖。
在上台领奖后返回座位时，旁边
的一个姑娘打趣地对我说，你还
应该得一个奖，那就是“滑稽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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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烟雨几多愁，脚底打滑摔跟
头。鲤鱼打挺继续走，三步两步
家门口。

居然被 『国家宝藏』 官方微博转发
了，会不会把我也收进库房呢……

2018年的第一场感冒，来得特别早。

好多年没穿过套鞋了，难得穿一
次出门，感觉就是下雨天的特权
阶级。
上海浦东彩虹印刷厂 C M Y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