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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象棋盘摆在茶几上，上面只剩下
零星的几个棋子，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他唯
一能做的就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这盘残局，
纠结在这个无声的厮杀当中。自从上个星
期公司突然来了电话，说是单位今年产品
销量下滑，要降薪减员，去和留你自己考
虑。

冬日的阳光暖暖的照在拉起的窗帘
上，从缝隙中漏出一道靓丽的光斑，锋利的
像一把剑，他的目光只搭在上面就像是被
削断了，餐桌上散放着两只空碗和三支筷
子，有一支掉在了地上，那是妻和女儿清早
留下的，匆匆的脚步声似乎犹在耳边。

门锁发生轻响，门被打开，妻嚷嚷说：
“你一天到晚都坐在那里，有用吗？”

他轻抬屁股，又落实地坐下，把目光里
的慌乱像一丝火星掐灭，耷拉下眼皮，两只
手支撑着脑袋。妻过来后一把拉开了窗帘，
阳光像巨浪般奢侈地涌了进来，停在了脚
前，他还是下意识地收了收脚，妻唠叨说：
“天这么好，也不知道把被子抱出去
晒———”

女儿背着书包进了房间，妻抱着被子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身子伏在阳台上，吃力
地把被子搭在晾衣架上，拖沓着返身回来
时，俯身捡起地上的筷子，念叨着说：“碗
也不知道洗，工作也不找！你究竟想干什
么？”转身进了厨房。

“妈，你烦不烦，整天啰里啰嗦的，还
让不让人看书了！”女儿在房间里抗议道。

静默，阳光透过窗户，有金色的颗粒物
在空中浮沉舞动，对面楼房阳台上层叠着
挂着被褥和衣物，单薄的衣物轻轻摆动，恍
惚风的影子，可是这些都与他无关。他重新
埋首于眼前的棋盘，下狠心地动手拈起
“马”，又不知该往哪里跳。

他原先是在一家工厂搞维修的，后来
工厂鼓励员工自谋出路，他第一个递交了
辞职报告，辗转到了一家化工企业，效益又
不好，通过同学介绍，又跳槽到了这家单位
做销售维保工作，负责他所在的城市周边
的业务。他喜欢这个职业，有事一个电话就
背着包出门，没事时就懒散地待在家里，摆
开象棋，自己和自己捉对厮杀。

“吃饭了！”妻端着两碗饭从厨房里出
来喊了一声，并没有看他一眼。

女儿走了出来，坐在大桌前，闷头吃
着，妻拾起筷子夹着菜说：“中午作业多不

多？吃完饭赶紧睡一下！赶紧吃———”
他像一杯隔夜的冷茶被无人问津地搁置

在一旁，似乎只有被倒进下水道的命运。他尽
量不发出声音，直到女儿轻声进了房间，妻开
始收拾碗筷，才发现他似的，恶狠狠地瞪着那
一盘棋，置气道：“你还在等什么？”

他挣扎着探出脑袋，与妻对视着，支吾
说：“还是等等吧！”

“等什么？趁早找工作吧！一天到晚下着
破棋，能下出钱来吗？能养家吗？女儿读书要
钱，家里的生活开支———”妻一股脑说着，像
掀起的一阵飓风。

他有些窒息，闭上眼，随着房门磕碰声，
妻进了房间，一切又恢复了静寂。他才睁开
眼，看着通透的屋子，阳光静好，还是憋闷得
难受，桌上的两碟渐渐冷去的菜，站起来拔腿
走了出去。

或许是好多天都没有下楼了，站在斑斓
的阳光下，像踩在厚厚的层叠落叶上，他的脚
有些发软，他拾掇着脚走到了公交站，挤上了
一辆公交车上，找到了市中心的一家中介，填
了表，交过钱后，中介的阿姨说：“你先回去
等着吧！”

出了中介就是一处广场，两个白发老头
围聚在一个小石桌前，桌上摆着一张棋盘，正
在凝神对弈着，他看着不耐烦，上前一步说：
“飞炮将军，抽车直接将死了！”

一个老头拈着炮，按照他的建议直接将
军，对面的老头就急红了眼，说：“不行，不带
这样的！”

他站在一旁得意地笑着，对面的老头虎
了他一眼说：“年轻人不好好上班跑这里来
干嘛？我们俩老头下着玩，打发时间的，重
来！”动手就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撒。

他面红耳赤，移开几步，一时不在该往哪
里去，挣着脸看着已经西去的日头，蛋黄般悬
在了楼顶上，这时电话响起，他接了，原来是
单位后续的维保工作，不在他管辖的这片，原
先负责的已经离开，当然也没有多少钱？他像
抓住救命稻草般满口应答道，我去！

又赶着公交车回家，回去收拾了几件换
洗的衣物，就着冷菜用热水泡了饭，哗啦几
口就吞下，出门时，他拧头打量着屋子，阳台
上晾晒的被子的光亮已经偃息了，他把被子
收回来，瞥到茶几上摊开的棋盘，时光的阴
影似乎在上面漂浮着，俯身就把棋盘搂到一
处，丢进了垃圾桶里，舒了口气，背上包关门
走了。

残局（小小说）
□余 凯

1952 年毛泽东在曲阜参观孔府，陪同
的开国上将许世友看了三路布局，九进院
落，大小建筑达 460 余间，占地 240 余亩，
前衙后宅，雕梁画栋，气势恢弘，世间罕见
的私家府第，忍不住感慨：“孔家不愧为全
国一号地主，一号贵族！”65 年后的暮春
时节，我有幸跟随铜陵市文艺家采风团来
到曲阜，瞅了一眼孔府，自然少不了“酷
炫”的震撼。特别是在孔府的后花园，我竟
触景生情，灵感井喷。身上的几颗艺术“脓
疱”，一下被激活炸开了，又拍照、又做诗、
又即兴编剧……关公门前耍大刀，孔府园
中显文采，自我感觉太有才了，表现出一副
十足的文艺老青年！

孔府后花园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也
就是 1053 年，占地 50 余亩，孔府的五分
之一强呢，园内建有假山、喷泉、曲桥、花
坞、亭阁、石坛、凉台、书屋等，可谓曲径通
幽，一步一景，移步换景。导游兴奋地向我
们指点这后花园里的三大奇景：一是千年
何首乌，奇在本该葡伏于地的何首乌的藤
萝，却站成了一株高约数丈的树帐，一株不
下百余年的紫藤偎依着攀援而上，千万朵
紫藤花此刻分外激动地向我们怒放。当然，
何首乌的根块是男是女是何人人形全都藏
在地下，只能让人猜想，撩拨得游人团团簇
拥，嘎嘎拍照。我为那紫藤与何首乌相拥相
抱，热烈缠绵的情景呆了好一会儿，随即胸
中火烧火燎的喷出一首“杰作”来，诗曰：
千年了 / 我不能再把我的深情 / 埋藏地下
/ 我必须站起来 / 告诉世人 / 我为什么依
然青丝如盖 / 如此青春 / 哦 / 阿紫姑娘 /
全因你的倾倒 葡伏 /我的肩上 我的怀中
/岁岁年年芬芳的滋润。怎么样？千年何首
乌与紫藤的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吧？无
奈人们都在观赏，加上我的 “中央”（枞
阳）普通话太不普通了，又都没听懂，谁都
没注意。当导游介绍第二大奇景一株近
500 年的树———实际上是五棵柏树，中间
夹着生出一棵槐树时，说这就是闻名四方
的“一树五支，五柏抱槐”！我又忍不住打
断爽朗的山东姑娘导游小刘的介绍，显摆
起来，高声道：这句宣传广告语太没有文采
了，要知道，这可是在孔府，我建议以后请
把“一树五支，五柏抱槐”改为“五子登
科，家国情怀”！子与支同音，怀与槐同音，
但文化意味却大不相同了！顷刻，一片叫
好，还有好事者竟热烈鼓掌。导游小刘也欣
然接受，当即封我为“翰林”先生。带队的
保平主席对这句改过的广告语反复玩味，
再三激赏。搞得我一张老脸成了块小鲜肉，
红光满面。

后花园里的第三个奇景是一幅墙上的
画———“泥水画”———无名画，画面左边一

朦胧的湖，画面右边一条湖堤大道，颜色三分
水粉七分油漆，偏黄偏红，一副古旧样。导游
说这画奇就奇在人在画前 180 度，任何一个
角度，那湖堤道路都朝你奔来，十分好看、耐
看。而这幅画相传还是一个泥瓦匠顺手而为
的。见怪不怪，眼高于顶的我，隐约觉得这画
不怎么稀奇啊，不是画法中散点透视吗？毕竟
对画不在行，转身请教采风团的画家王教授，
美女画家诲人不倦，面对面普及我说：这应该
是两个焦点透视的山水画，属西洋画法，不过
现在不算什么神秘的技法了，我不懂装懂的
听着她的许多专有术语，心里嘀咕，乖乖，这
个泥瓦匠几百年前就晓得“西洋”画法了，他
真的是泥瓦匠吗？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幅
画呢？……电光石火，灵感突现，我对身边的
才女＋美女的王记者呐喊道：喂！你不觉得这
幅画可演绎成一部电视连续剧吗？剧名就叫
“奇画仙缘”！剧情主线就是才华横溢的泥瓦
匠与孔府美若天仙的小姐惊天动地、曲折凄
婉的爱情。话还未完，王记者就开始口述第一
集了，也不过七八句，我就抢编第二集了，说
着说着就开始穿越了，嘻哈之间，我们竟决定
联手，来个“乾坤大挪移”，要把故事地点人
物挪到中国古铜都———铜陵了……

其实孔府后花园还有一大奇景，这就是
叫不出名的一幅怪兽壁画图。从孔府后花园
进入孔府有一个内宅门，内宅门是寉官衙与
内宅的分界线，历来戒备森严，有擅闯者，打
死勿论。内宅门内有一照壁，上绘一幅状似麒
麟的动物，名叫犬贪，左边一个犬字旁，右边
一个贪婪的贪字，传说是一个天界神兽———
我以为它定是魔界怪兽，怪诞凶恶，生性饕
餮，吞金噬银，贪婪无比，尽管在它脚下周围，
全是宝物，连“八仙”的宝贝都已为它占有
了，可它还不满足，见到太阳光辉闪耀，也要
一口吞下，结果自然是自取灭亡。这显然是孔
家警示家人的一幅壁画，一面明镜，人们把此
兽命名为“贪”，此地风水我不知道，但我断
言此壁定会发扬光大，应成风清气正的宝壁，
干部很好的廉政教育基地。我不由得叹息，现
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那个
汉东省的公安厅长祁同伟怎么不来观照观照
呢！联想到铜陵市枞阳老家，正在建铁骨御史
左光斗纪念馆，便想建议呼吁在左光斗的铜
像（想象的）旁，左边立左光斗拒腐反贪，缴
获京城豪绅恶吏伪印 70余枚，拘捕伪官 100
多人的图像，右边则可立此貌似麒麟的“贪”
兽吞食太阳的头像，岂不是以他山之石，攻我
之玉，为铜陵一个极好的廉政教育基地吗？

窥斑见貌，此刻正在码字的我，想同行的
文艺家们，此次采风，定不会入宝山空手而
归，有什么斩获赶紧在 qq 群里晒晒，好让我
们分享一下这美好的曲阜行吟图，人间四月
天！

孔府后花园里的灵感
□吴 笛

夏天，是有味道儿的。
谈及夏天的味道儿，许多人，首先想到

的，一定是瓜果的味道儿，或者叫瓜果香。确
然如此，夏天，瓜果特多，各种各样的瓜果，
纷然成熟，纷然摆上超市的货架，纷然摆到
大街小巷商贩的地摊上；故尔，到处，处处，
都弥漫着醉人瓜果香。

西瓜、甜瓜、面瓜、哈密瓜……有许多
瓜，你甚至叫不出它的名字，只知道它甜，一
味地甜，各色各样的甜，不同层次的甜；有一
种瓜，名字叫“羊角蜜”，真甜，名副其实，像
蜜一样甜。

杏儿、桃儿、葡萄、李子……各种各样的
水果，色彩纷呈：黄的，是一种杏黄，色彩里
能闻得到一种麦香味；红的，浅红、深红，让
人想到女人胭脂涂抹过的香唇；紫的，颜色
深深，是色彩里的一条巷道，一直走下去，一
直走下去，你就能穿透色彩最深的岩层。酸
甜不一，浅浅的甜、浓浓的甜，薄薄的酸、锐
利的酸，酸酸甜甜，混合交织，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味道，在侵犯中交融，在交融中侵
犯。

最后，各种各样的色彩，呈现为一种绚
烂；各种各样的味道，交织成一种黏稠；有色
有味，共同书写出一部夏天的“艳词”，一部
《花间词》。

轻声一呼，这部《花间词》里，也许，就
会款步走出一个女人，一位古典的女人：手
摇团扇，衣袂飘飘，樱唇轻启：“哎呀呀，好
香艳的夏日啊……”

夏天，多雨，阴雨连绵。我闻到了一种
“湿淋淋的味道”。

湿淋淋，也是一种味道。其他季节，也会
“湿”，但不会像夏天那样容易“湿”，那样
普遍的“湿”，“湿”得那样淋漓、透彻。

百年老屋，青砖地基，地基上长满了苔
藓，用手轻轻一拂，苔藓便湿透你的手，时间
浸润的苔藓，滑滑的，湿滑出一份沧桑的味
道。那一年夏天，我去武汉，居住在一所小阁
楼上，阁楼前栽植着几棵巨大的香樟树，阴
雨连绵，满空气里，都流淌着黏稠得化不开
的香樟味。只要你一呼吸，香樟味便入腹穿
肠，流走逸荡，那真是一种你躲也躲不开的
潮湿香。

那种香樟香，让人想到了深闺里安置的
箱柜；里面，装满了华彩锦衣，于是，华贵的
味道，锦绣的味道，洋溢开来。

小时候，夏天的黄昏，父亲外出归来。
单薄的粗布白衬衫，总是湿淋淋的。父亲

将其脱下，顺手搭在庭院中的搭杆上，我走
近，闻一闻：哈，一股浓浓的汗腥味扑鼻而来，
于是，捂着鼻子，赶紧走开……

多年之后，我再忆起那种汗腥味，就觉
得那是一种别样的“湿淋淋”的味道。那种湿
淋淋的汗腥味，是一位农人对一个季节的诠
释，是一位农人对一块土地的渗透，他用自己
的汗水浇灌着一块土地，所以，那种湿淋淋的
汗腥味，实则是一种泥土的味道，是一位农人
与一块土地血汗相融的味道……

城里人，什么都占尽了先机，什么都能
率先享受到，但唯有一种味道———“青涩涩”
的味道，他们是永远也不会率先享受到的。

青涩涩的味道，是属于乡下人的。
夏天里，庄稼还没有成熟，正处在“疯

长”期，所有的庄稼都吸饱了水分，然后，转
化成饱满异常的绿———绿的叶、绿的骨，绿
的毛孔里，散发出青涩涩的味道。溢满田野，
溢满天地间。凝碧、积翠，是色彩，也是味道。
青涩涩的味道，有一种唐诗般的浑圆和深
厚，绵醇的不得了———那是一种充满诗意的
味道。

新雨过后，庄稼人站立田头，弥目映绿，
深深地呼吸着这份青涩涩的庄稼味，真是骨
肉皆酥，骨肉皆酥。

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味道，意味着未来
的成熟，意味着一种硬朗的丰收。

夏天的味道：有一些味道，是直抵心灵
深处的，是直抵精神层面的。

夏天的味道儿
□路来森

荷花是花中君子，碧叶翠滴，亭
亭迎风，吐露细细花语，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幽香四溢中，赏
心悦目。名家大师，赞莲爱荷的不
少，虽风格迥异，或描绘它清丽可人
的容颜，或咏颂它高洁傲岸的情操，
但都妙笔生花，风光无限，令人向
往。

朱自清笔下的荷花俨然仙子一
般，亭亭玉立水中央，给人一种美的
极致和遐想。他创作的《荷塘月色》
脍炙人口，华美优雅，充满诗情画
意，是我国文学作品的经典。他在文
中写道：“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
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
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
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
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
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
歌声似的。”每逢夏日，江南的景致
最美的就是荷塘，这个时候荷塘清

澈明镜，风一吹，满池的碧水、绿叶、荷
花随波摆动，清幽的香味扑入鼻中，荷
花婀娜的身影，像极美丽女子静雅的
姿容。暮色降临，月色朦胧，尽情欣赏
荷花迷人的风姿，闻着荷花清淡幽雅
的清香，真可谓“月光凉色翠如玉，色
醉如玉荷飘香”啊。

老舍先生不仅爱荷花，还爱吃荷
花做的美食。当年他执教齐鲁大学时，
写过一篇《吃莲花的》，说在三面荷花
一面柳的济南，夏天时，天天门口卖菜
的带着几把儿白莲。一天，友人约游大
明湖，“去买点莲花来！”他说。“何必
去买，我的两盆还不可观？”正巧那一
年，老舍种了两盆白莲，开了七八朵
花。友人叫厨子：“把荷花用好油炸
炸，外边的老瓣不要，炸里边那嫩
的。”厨子老田不懂济南的典故，还以
为香油炸莲瓣是治烫伤的偏方呢。友
人笑了：“治烫伤？吃！美极了！”酥炸
荷花是济南的特色小吃，此菜外酥内
软，味甜鲜美，荷花的芬芳令人齿颊生
香。

季羡林先生对荷花情有独钟，他
笔下的荷花生机蓬勃，超然脱俗，是
张扬生命的强者，是彻悟生命的智
者。他 86 岁写就的《清塘荷韵》意味
隽永、宁静悠远，和朱自清的《荷塘
月色》堪称写荷双璧。看那荷叶和荷
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
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我无法
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淤泥中走
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
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
前这个局面。”“这些红艳耀目的荷
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
姿，似乎在睥睨一切。”繁茂的荷叶、
娇艳的荷花因其神奇顽强的生命力
而尽显风韵，成了作者眼中的一道风
景。花叶繁茂之时，作者悠然抒写在
荷塘边生活的情趣，“静静地吸吮荷
花和荷叶的清香”，看：风乍起，一片
莲瓣堕入水中。动静结合，细致入微，
一幅宁静、安详、柔和、清新的画面跃
然眼前，细加品读，如同品尝陈年佳
酿，芳香四溢，韵味悠长，让人回味无

穷。
汪曾祺的散文如诗如画，温馨、唯

美、崇尚自然的文字，被称为是当代汉
语言文学表现力的一座高峰。他笔下
的荷花是童年的记忆，从出生到长大，
故乡高邮的荷花一直伴随着他的青春
年华。汪曾祺在《荷花》里写道：我们
家每年要种两缸荷花，种荷花的藕不
是吃的藕，要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
黄褐，叫做“藕秧子”。在缸底铺一层
马粪，厚约半尺，把藕秧子盘在马粪
上，倒进多半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
坼裂，有缝，倒两担水，将平缸沿。过个
把星期，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过几天
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开
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
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像说：“我开
了。”短短 300 多字的篇幅，却描写了
荷花的“一生”。荷花因绽放出美丽清
香的花朵而极度地欣悦、自豪，饶富情
趣，它带给我的不止是高洁纯净的美
感，而且还有沁人心脾的芬芳，让人读
后无比惬意。

在大师笔下品荷
□钟 芳

黄言亮国画作品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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