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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天气转暖，与朋友一道，去越
南、老挝、缅甸转了一圈。
我们是从西双版纳磨憨口岸出境的。
西双版纳是热带雨林的一个时尚城市，踏
入越南国境，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换乘
上越式中巴车前行，道路又窄又脏，坑坑洼
洼，好像回到国内三十年前的感觉。操着标
准普通话的导游开导说，来越南旅游主要
是游心态。
游过了越南最漂亮的景点下龙湾，接
下来要去一个异域小镇——— 沙巴。车子在
盘山公路上整整行驶了六个小时，一路上
险象环生，惊心动魄。游客们纷纷夸奖驾驶
员的驾驶技术好，实则在为自己祈祷。这种
落后的道路，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
游览过这个小镇，上车后，越南的路，成
了游客们的主要话题。
据越南导游介绍，越南目前的道路状
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善，政府借助“一带一路”

的东风，正在修缮现有道路，并积极筹建高
速公路，“待要富，先修路”，已成为官方与民
间的共识。
我们出境的第二站是老挝。从越南至
老挝，走的是昆曼(昆明——— 曼谷)国际公路，
这是条著名的公路。抗日战争时期，是东南
亚的华侨向国内输送抗战物资的唯一通
道。目前这条公路全线修高速。我们国内段
的小磨高速(小勐养——— 磨憨)，已如期完工
通车。越南导游说，中国的高速，说啥时完工
就啥时完工，只有中国人能做到。“中国速
度”在东南亚传为佳话。
正在修建的昆曼高速老挝段，是中老
泰经济咽喉之地。我们所经之地，正凭借中
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如火如荼地进
行。路两边的建筑工地热火朝天，到处都是
推土机、压路机的身影，场面颇为壮观。“一
带一路，投资热土”的红色中老双语标语非
常醒目。看到眼前这些情景，民族自豪感油

然而生。
越老缅三个国家的导游，好像也看出
了我们的心思，异口同声地说，是中国的“一
带一路”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福祉。
我们此行没有去缅甸的首都，而是去
了一个经济特区，投资方主要是中国人。进
入特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带有天蓝色标
志的建筑———“中国移动”。它的到来，让这
里的居民用上了WiFi。
普通话是缅甸导游的上岗证，地摊老
板也讲着流利的汉语，他们对中国游客非
常友好。特区的儿童，要到对面口岸中国境
内读书。
这个经济特区，相对缅甸国内来说，经
济比较繁荣，道路上的轿车也不少。但是有
一个奇怪的现象，道路十字路口，竟然设有
交通信号灯，导游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过
马路时，我不由在想，缅甸以及越南老挝的
路，正在路上。

亲历“一带一路” □刘欣荣

丝瓜为一年生葫芦科草本攀援植
物，不择环境，生长迅速，叶蔓葳蕤，花
果蓊郁；在夏天的路边街头、农家的门
楼墙头，可时常见到黄花绿叶中掩映着
那修颀硕长、直中含曲的身姿。在别人
的眼里，丝瓜只有嫩可炊食、老能刷碗
的作用，然而在我看来却不是那么简
单，它是植物中的精英，是“春华秋实”
这个成语的真实写照。
回想起我第一次种植丝瓜，是在1989
年，目的是为了我的庭园在夏天里能有一
片绿荫。于是在春寒料峭的时节铲开了酥
软濡湿的黄土，放下了几粒黑黝黝的种
子。过了不知多少天，一簇鹅黄嫩绿的叶
瓣，顶戴着像帽子一样黑色的种壳，争先
恐后地破土而出，我从那不断伸展的幼芽

中，仿佛听到了它生命诞生的无声欢笑。
丝瓜生长得非常旺盛，很快地爬满了架
棚。这时炎夏已悄悄逼近，骄阳之下的丝
瓜架里却绿荫盈盈，凉意爽爽。目光所及
皆是叶绿花黄，绿茸茸的丝瓜曲直参差地
垂挂着，绿色的螳螂缓慢地游走在叶蔓里
觅食，数只蜜蜂嗡鸣着在金黄色的花朵上
起舞翻飞。微风吹过，淡淡的蜜粉气息若
有若无地传来，引诱你努力地开张鼻翼贪
婪地吸摄；一杯清茶，一卷唐诗，几番愉
悦，几番怅然，丝瓜架下的巨大石砚里，盛
满了一年又一年的光荫。
枝繁叶茂的丝瓜，幼嫩时不仅是美味
的时令菜蔬，富含大量对人体有益物质，
它的药用价值也颇高，味甘性凉，入胃肝
经，花叶茎根果籽全身皆可入药：汁液可

治疗蚊虫叮咬、轻微的红伤及健脑美容、
润肤养颜；其花有能清热解毒的功效，可
治疗肺热咳嗽、咽喉肿痛、过敏性鼻炎；其
叶能清热解毒、止血消炎、擦治顽癣；其藤
可通筋活络、去痰镇咳；其根能治疗疖疮、
去腐生肌；其籽能润燥通便、驱灭蛔虫。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丝瓜浑身都是宝。
春发之华，秋结其实。丝瓜算不上佳

木良果，但年复一年地轮回生长在贫瘠的
土地上，为人类无私地奉献了绿荫、芳菲、
美味和健康，堪为草本植物的佼佼者。为
此我为它写了一首小诗：幼可烹炒做羹
汤，老宜暖足脚心香；看罢纵横经络透，阅
尽红尘风雪霜。
心和奉献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完美，草木如此，况为人乎！

春华秋实种丝瓜 □潘明灿

◎“简单的愤怒和发泄是良知
的障碍，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不断的
思考，理性的声音能从一个更长远
的时间段里影响到一个人，乃至一
个社会。”

——— 很多人认为，作家的艺术
创作是感性的。在他们眼中，优秀的
作家会用敏锐的感知力去触摸世
界，写下自己的对人生、对社会或喜
或忧的澎湃情感，这样饱含情绪的
作品才最能触动现实的痛点。但在
作家梁鸿看来，却并非如此。

◎“在我看来，与其说国学是
知识，不如说它是一种价值观。也
许世界很复杂，但是自己的内心
可以简单一点；也许世界变化很
多，但是自己的内心可以有些坚
守；也许世界的方向、目标都是在
不断调整的，但是自己内心的意
志可以是清晰的。”

——— 国学到底是一门什么知
识？于丹给出了上述解释。

◎“从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说，
美育、艺术教育的直接帮助好像
不明显，但从思维能力和热情、性
格，以及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
来说，这正是美育、艺术教育的独
特功能，这是从孔子一直到蔡元
培一贯强调的。我们现在是处在
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和文艺复兴的时代
有某种相似的地方，我们这个时
代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
人的时代。”

——— 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叶朗教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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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河又将脑袋转向樱花，说，樱

花，你今天不要让她去游泳了，天气太
凉。吃完午饭，樱花照例是要午睡的。这
时，李成河的女儿便换上泳衣，到河里
游泳了。要知道，那天几乎是夏天最冷
的一天。后来有些孩子说，他们看见她
还没下水，嘴唇就已经冻得乌青了。
李成河的女儿用手在河里舀了些
水抹在自己的腿上和脖子上，然后她
就下水去了。孩子们说她踏进水里的
时候，还打了个冷战。
李成河女儿游泳的时

候，孩子们就站在岸边撑
着伞，一边欣赏李成河女
儿优美的泳姿、漂亮的泳
衣，一边不停地开着玩笑。
后来，他们就看见，李

成河的女儿忽然像块石
头一样地沉下去，一会
儿，她又扑腾着浮起来，
她的嘴里还念念叨叨地
说着什么。好一会儿，大
家才听清，她是抽筋了。
这个场景让孩子们感

到有些兴奋。他们已经多次在脑中设
想了这样一个场景，让他们没有想到
的是事情竟会真的发生。孩子们没有
一个跳下去救那个女孩儿。他们撑着
伞，在岸上讨论着一些问题。一个男
孩儿说，她好像抽筋了。另一个人说，
不，她是被水鬼拉住了脚。
这样，等李成河得知情况时，她的
女儿已经淹死了。她面色铁青，浑身
冰冷。
女儿的死改变了李成河和樱花的

生活，而他们与这个村子之间的关系也
变得微妙起来。总的来说，樱花似乎表
现得不是特别难过。事情过后，她还是
像往常一样地招呼孩子们吃东西。可每

当李成河看到这个场景，他总会愤怒地
将手里的东西砸向樱花。
对于孩子们的举动，村子里的人也
或多或少地感到了羞愧。他们也觉得
李成河女儿的死和他们有着某些关
联。所以每当地里收了花生、豆子之
类的，他们都会给李成河送一点去。
秋天，河里的螃蟹肥了，他们也会送
几只去。每当这时，樱花都会高兴地
收下，但没多久，李成河又将这些东西
从门口像垃圾一样地丢出来。

后来，人们发现一向和
睦的李成河和樱花开始经
常吵架。有时，他们两个就
在楼下当着村里人的面吵。
他们吵架的内容很广泛，包
括衣服、鞋子，甚至是昨天
的饭菜。每每这时，樱花总
会显出她能言善辩的优点。
当李成河无话可说的时候，
他就会顺手抄起一样东西
砸向樱花。这时，樱花便停
住说话，转而哭泣起来。
再后来，李成河便开

始打樱花。夜晚的时候，他们的房子
里经常传出樱花凄厉的哭喊声。在这
个时候，村里的人是不方便介入的。
他们曾让村长去敲他们家的门。但村
长说，我去敲他们家的门，却根本没
人理我!
这样的事情多了，村里人的那些

愧疚之情便开始消失，并逐渐转化成
对李成河的反感。事实上，他们对樱
花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他们不
喜欢李成河的原因之一。

明日关注：他们觉得，不管怎么
样，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李成河这样的
表现，与其说是针对樱花，还不如说是
针对他们。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范摅“抵李
绅之狂悖，毁誉不免失当”。李绅吃鸡
舌的故事或许是后人的演绎，但联系
其他文献的记载以及李绅的性格作
风，范摅所述或也未必尽诬。而让人更
感齿冷心寒的是，李绅不仅无情无义、
为官酷暴，更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
旋涡，在“牛李党争”中导演了一幕又
一幕的闹剧、惨剧。
李绅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应该是

他晚年经手的“吴湘案”。唐武宗会昌
五年（845年），李绅出任淮
南节度使。当时，江都令吴
湘被人举报贪污公款、强
娶民女。李绅将吴湘逮捕
下狱，判以死刑。此案上报
到朝廷后，有人怀疑其中
有冤情，朝廷便派遣御史
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崔
元藻调查后发现，吴湘贪
赃属实，但款项不多，强娶
民女之事则不实，罪不至
死。但李绅却一意孤行，强
行将吴湘送上了断头台。
对于李绅缘何如此，历来说法不

一。但不论具体原因如何，总的看来李
绅执意处死吴湘，是欲讨好李德裕而
为之，这一点应该是确实的。
到了大中元年（847），唐宣宗即

位，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李党一
干人等全部被贬去崖州。这时，吴湘的
哥哥为弟鸣冤，请求朝廷复查吴湘案。
后吴湘得到平反，而李绅这时虽已去
世，但按照唐朝的规定，酷吏即使死去
也要剥夺爵位，子孙不得做官。因此，
死去的李绅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
得仕”的处罚。
元和、长庆年间，唐诗出现了一个

群星灿烂的中兴时期。在一代诗人中，

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韩愈、
孟郊、贾岛、李贺的文学业绩都不同程
度地超过了李绅。而李绅虽有诗才，却
由于一心功名，不仅消褪了早期的锐
气，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李绅好像一颗彗星，在诗坛闪现

了瞬间的光辉就消失了。当然，他的
《悯农》二首却因其内在的魅力传承千
古，让人们生发出关于伟大的诗与并
不伟大的诗人这一话题的无限感慨。

打开盛唐大门的钥匙———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编辑的话：在“初唐四
杰”中，王勃向来是排第一
的。杜甫那首《戏为六绝
句》（其二）诗中亦是如此。
但是在当时，杨炯说过一
句话，叫“愧在卢前，耻居
王后”。就是说，杨炯的心
里有些不服王勃。至于他
说愧在卢照邻之前，或许
只是一句客气话，是一句
托词，而不服气身居王勃
之后，可能才是他的心里

话。我们先来看看王勃的诗吧，一起
欣赏一下他那首《送杜少府之任蜀
州》。

诗云：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
沾巾。
这首诗历来被当作王勃的豪情之

作。杨炯《从军行》中，其实也充满了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壮志豪
情，那么王勃的豪情和杨炯的豪情又
有什么不一样呢？

明日关注：一般都认为王勃的这
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开篇气象雄
浑，境界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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