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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房子至今已近60个年头了！
记得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这个房子始建于

1964年正月，是父母农闲时在门前河里拉回一
车又一车的石头，自己动手垒砌的地基，然后在
生产队把式的帮助下，用泥土夯起的墙，用毛竹
梢子铺的屋面。1975 年，因为房子漏雨严重，
翻盖了瓦屋面。1983年，随着我们兄弟姊妹四
个逐渐长大，房子不够住了，父母毁掉院子里的
猪圈，紧挨着老房子加盖了一间厢房。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邻居们陆续新建、
改建房子，老家的楼房慢慢多了起来。这期间，
父母曾经犹豫过，到底是继续艰难地供我们上
学，还是像别人家一样，让我们念完小学或初中
就回家种地。有邻居劝父母：“别花那冤枉钱指
望他们考大学了，咱祖上就没有吃皇粮的，趁早
省下钱盖新房，娃们好说媳妇，你们也能早抱孙
子。”最终，父母坚持供我们上学，直至大学毕业。

所以，老家三间正房一间厢房外加一个小院
子总共110多个平方米的房子就这样保持到现在。

房子虽小且简陋，但它承载着我们一大家
子人满满的幸福和希望。姐姐出嫁、大哥结婚
生子、我和二哥相继考上大学……

后来，随着我们兄弟三个陆续在县城工作
安家，年迈的父母先后去世，那个曾经拥挤热闹
的家，逐渐变得空荡冷清了。

现在，老家虽然冷清了，但那里有父母的音
容笑貌，还有我们儿时的回忆。时不时我们回
来，围着老房子转转看看，打开门窗通通风，打
扫打扫卫生。每逢春节，我们兄弟相约带着家
人赶回老家，贴对联、挂灯笼、放爆竹、上坟祭
祖。特别是当工作或生活遇到郁闷的事情时，
我每每会独自回到老家，让老家清净的氛围平
复我烦躁的心情。站在院子中间，凝望着房子，
脑海里重现父母进出忙碌的身影，似乎能闻到
厨房里飘出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香味儿……

当我离开老家时，心情也好起来了。
因为，父母又给了我毅力和勇气！
因年久失修，加上平时无人居住，老房已成

危房。去年春，经兄弟三人商议，对老房子进行
了维修加固，硬化了院落。如今，它虽比不上邻
居家的楼房结实漂亮，但我们谨遵父母临终前的
叮咛，留住了老房子并让它再度焕发了青春。九
泉之下的父母如若知道，也会为此欣慰的。

父母在，家就在，根儿就在。

老 家 的 房 子
姚家志

人退休了光吃饭不读书，虽说可以享清闲，
却又无聊难挨。最近，吴相阳同志赠我一部新
著《晏安澜传》，让我欣喜不已。一路仰视晏公
的一生、汗颜无地，却又深感自己远比晏公幸福
多了。掩卷沉思，五味杂陈，难以厘清的思绪再
次回到了人生选择的原点：人生一世都不容易，
究竟怎样的选择才算最有意义呢？

反复思考中，不由记起了明代文学家万民
英的一篇《人鉴论》，顿感豁然开朗。“鉴”者，人
镜也。意即面对人镜可以正人形色，也不至于
自我妄断而干混。否则，便难免失却自主判断
能力，借口迷茫而犯傻或自弃。纵观此文，作者
所要阐明的核心就这两句忠告：源清者，其流必
远；本壮者，其叶必荣。

若从人要学好不学坏上讲，《人鉴论》恐怕
也是规劝人们不走歪门邪道的文章。虽没有就
此与吴相阳同志作过深入的交流，但他却是基
于“无人辨人镜，尘封故纸堆”的惋惜，毅然不顾
如今写好书如同卖废铁的尴尬，这才有了一部
不可多得的《晏安澜传》的问世。

凡诗文都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凡人杰也都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晏公出生于镇安北阳山
上那个贫穷的小山坳，家境似乎也不太好。可
晏公那仁慈厚道的祖父、父母为满足其走出乡
关、读书成才的渴望，却不惜一切代价。发妻虽
然识字不多，却甘愿朝夕伴读、举案齐眉，夫则
静下心来研读典籍、见贤思齐。如此夫唱妇随、
鹣鲽情深，岂不令人羡慕？设若荣登金榜的前
后，晏公没有幸逢那么多的好先生、好官员为其
拨云见日，让他能有机会穷平生之所学而“守
正”如一，那他恐怕也很难成长为战事频仍、政
局纷乱的历史大背景下的一棵参天大树。

我说晏公是一棵参天大树，这一不是说他
官至三品大得吓人，二不是说他的钱多得怕
怕。晏公清廉奋斗了一辈子，从未给自己捞过
钱，除了从容面对急务乱局、劫匪盗贼、散兵游

勇、不法商人以及洋人丁恩外，家里平时根本没
有几个铜板和银圆，强盗在他这个“肥缺”身上
搜不出钱来大发脾气时，他却规劝强盗以后要
好好做人。而面对朝廷重用，晏公三辞而不就，
那也并非礼节性的谦让。因为他那几次三番发
自肺腑的话语和即兴唱和的诗句里毫无私图，
而是由衷地希望朝廷培养选拔新人，自己则甘
为人梯，做做帮手、圆圆场子。什么是家国情
怀？他官做大了仍然不忘商洛、镇安，筹建“塔
云仙馆”亲力亲为。在京城主持修建“商山会
馆”的目的，那是要让家乡人进京办事时，好有
个落脚之地。

况且，论其文才，晏公饱读诗书，受北宋张
载思想和治学精神的影响很大，诗文意境深邃、
气势豪迈，戊戌年参与编修中国历史上最完备
的行政法典《大清会典》，并有《两淮盐法纲要》

《沿海产盐州县地理志》等著作传世。从政30余
载历任数职，上为朝廷解忧，下为百姓纾困，足
迹遍及大江南北，尤以鼎新盐政著称，如《晏海
澄先生年谱》里载有光绪七年（1881年）成功整
顿淮北票盐后的盛况：“行旅歌于途，商贾歌于
市，农夫歌于野。”而对于腐败行为，晏公向来都
不心慈手软。查灾到陵县，他根本不买蛮横霸
道、胡作非为的县令“倪老虎”的夹道欢迎、叫

“吃好喝好”的账，断然一纸奏请，让朝廷革了倪
嗣冲的职。公以四品官身查处一方大员忽视治
安、草菅人命等斑斑劣迹，缴获赃银21万两，让
山东巡抚张汝梅自食其果而身败名裂。论其武
功，晏公不仅善骑，而且枪法很好。甲午战争中
奉命兼办督操，跃马疆场，立下了“凡寇皆不可
纵，凡民皆不可扰”的规矩。当锦州、海城之战
清军受困时，他要求“请令节制诸将，先径侦敌
督战”，一举赢得了战场主动。就在这次督战间
歇，晏公也不忘总结得失，著有《虚舟东行录记
实》一书。

由此可见，晏公这棵大树的与众不同在

于：他既可为朝廷挡挡风，又能给平民百姓遮
遮雨。

众所周知，传记文学尤其是人物传记，因
要排除虚构成分，所以最能考验作者有无熔
文、史、哲于一炉的刻画人物，且叙而不评的
描写功夫。只有发自内心良知的写作动机，
又不为获取个人蝇头名利所累，而且文章博
学、哲思缜密、敢于负责的作家，才能真正排
除干扰、尊重史实、去伪存真而不牵强附会，
生动活泼地刻画出，而非凭空捏造的传主的
鲜活形象。

吴相阳同志所著的《晏安澜传》，给我的深
刻印象亦是如此。作者结合自己在传主原乡驻
村扶贫过程中的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充分利用
业余时间，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背景，以传
主生平事迹和心路历程为经纬，苦寻史料、构思
立意，追根求源、博采众说、甄别汎常，始终围绕
传主展开环境、场面、旅途、动作、表情、对答、心
理等诸多细节描写，文笔流畅，叙述曲折，生动
再现了晏公安澜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终生守
正、民胞物与的一生。

人生若无好的榜样，易于跛足蹇行。一
代人杰，晏公安澜，胸怀坦荡，文武兼备，朝
堂干臣，百姓恩公，就
连只传不评的《清
史稿》，也言其

“ 居 官 尤 清 ，
累有风操。”
他是陕西的
先 贤 之 一 ，
更是镇安人
的 自 豪 。 从
这 些 意 义 上
说，一部《晏安澜
传》无 疑 为 世 人 揩 亮
了一面镜子。

揩亮揩亮““人镜人镜””正当时正当时
刘万成

（总第22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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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常伟是我的兰友，是南阳市资深养兰专
家，年近八十，须发皆白，身板硬朗，说话声音
洪亮，精气神十足。

老孟和我因兰结缘，成了忘年交。前几天
老孟来电话说兰房里一盆蕙兰开了，花品不
错，邀我去观赏。

商南到南阳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老
孟迎到巷子口，一起来到家里。四间主屋坐西
朝东，门前有个大院子，中间是一条鹅卵石铺
成的曲折小径，右手边用竹篱笆围成了菜园，
左手边靠近大门修有鱼池和假山，地面植有一
草坪。里边靠近院墙，坐北朝南修了一座花
房，二百余盆兰花就养在里面。兰房里收拾得
极为清爽整洁，兰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架子
上。养兰植料最为讲究，用火山石、花生壳、蛭
石、粉碎的栎树皮和少量风化石拌匀种兰，每
盆还放上五六粒处理过的干羊粪作为缓释肥，
植料透气沥水，盆盆兰花长得生机勃勃。花房

门口放有一口大陶缸，里面有大半缸清水，老
孟一边用长嘴壶给兰花浇水，一边给我介绍每
盆兰花的种类和特点，如数家珍。

我突然记起有关老孟的植兰轶事：传说他
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出门，去收集花草上的
露水，回来倒进专门的壶里，给兰花浇水用。
当时心想这不是痴，便是傻了。于是我笑着
问：“这用的可是花草的露水？”老孟微微一笑：

“那种水我倒是存了一点，几盆稀有名品在孕
育花苞时用一些，普通的兰草哪能享用。”可见
传言不谬。人无癖则用情不深，斯言善哉。

走出花房来到茶室，一缕幽幽的兰香让人
心头一震。这茶室有十多平方米，收拾得极为
雅致。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大茶案，细看是
一整块松木，原是一扇老旧门板改做成的，上
面包浆依旧。用老黄铜做成四只蝙蝠镶在四
角略做点缀，两盆微型老桩盆景放在茶案两
头，一边一把老式太师椅，简洁而又大气。东

西靠墙各有一个仿古博物架，一边放着各式茶
叶茶具，一边放着形状不一的瓷器陶器。正面
墙上挂有一幅字，上书“水浅能映月，山高不碍
云。”属汉隶，笔法雄健老辣，极具功力。刚一
落座，红茶就泡好了。喝了口茶，我笑问：“怎
么只闻兰香，不见兰呢？”老孟笑答：“莫急，这
就去拿来。”说完，起身进入里屋，将一盆蕙兰
端出来放在茶案上。这是一盆罕见的蕙兰，荷
形白素，用高脚细腰紫砂盆栽种，盆脚已现绿
莹莹的青苔。共八苗草，草色深绿，叶长不过
三四十厘米，叶宽一厘米有余，叶质厚糯，叶脉
清晰，叶端钝而起兜，形如汤匙。开有一箭花，
花秆高挺，细若檀香，嫩黄色。七朵花疏朗有
致地贴着花秆，已开五朵，顶端两朵将开未开，
正所谓“酒喝微醺，花赏半开。”花朵成羊脂色，
温润如玉。花瓣收根放角，不开捧，中宫紧促，
花舌短圆，形如满月，属典型的荷形花。花叶
搭配协调，整枝花亭亭玉立。我忘记了喝茶，
围着花细细观赏了足足五分钟。

老孟说：“这花是我2016年春从一花圃购
得的，当时只有两苗草，一箭残花。今年是第
一次复花。不敢独享，才邀你下来。”重新入
座，边喝茶边赏花，暖阳自南边落地窗斜射进
来，刚好照在茶桌上的兰花上，红茶逸出的热
气丝丝缕缕地在花叶间飘散，花朵犹如一只只
雪白的蝴蝶，振翅欲飞。

好花不常开，多年的寂寞，才有今天的美
丽绽放，已是幸事。芳菲落尽，尽盼明年，光阴
捷尔，唯君不惜。

馨 香 心 事 又 一 年馨 香 心 事 又 一 年
胡发坤胡发坤

恐怕谁也未曾料到，在世界历史进
入到2020年前后，人类还要经历一个口
罩年代。君不见，全球七十多亿人口，大
多数都已戴上了口罩。就连欧美那些不
同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不愿承受一点
约束的人群，在死亡面前，不得不为自己
也扣上了“牛笼嘴”。在中国，无论是在
会议上、地铁里、公交车上乃至漫步街
头，凡出门见人，发现所有人都戴上了口
罩而只露着两只眼睛。口罩还要戴多
久？取决于新冠肺炎病毒能否消亡。据
说，这种病毒将要与人类长期共存了。
那么，这口罩就将要永远戴下去么？往
后，会不会如同穿衣服一样，成为人类生
存的必须防护？

首先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长期
戴上口罩以后，对于人类的进化会不
会带来什么影响？比如说男人以后还
会不会长胡子。若说这口罩将要千年
万载地戴下去，在以后人们的意识里，
口鼻这两个器官，是否也将变成了隐
私部位？

从一丝不挂到穿上衣服也许经历了
几万年的时间，而从面部外露到戴上口
罩，只需几个月或一半年时间。以前我
们看到了，伊斯兰民族的女人们总是严
裹头巾并蒙上面纱不让面部外露，据说
那是为了防止诱发男人们的欲念，而如
今全人类戴口罩，却是因了新冠肺炎病
毒这种物质的降生。在人类每一次增加
穿戴的因由中，埋藏着漫长的进化史和
丰富无边的过往故事。

在这个宇宙间，有多少物种已经消
亡，有多少不曾认知的新物种还会降
生，我们不得而知。宇宙间的生生灭
灭，人类永远都在苦苦探知却还是难以
知晓，所以这探寻就成了无穷无尽。新
冠肺炎病毒降临的突然性，给自以为很

聪明的人类敲了一次警钟，让人类明白
了宏微两个世界仍是那么深不可测。
遥远的未来，谁也说不清楚，所以人类
也只能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应对着眼
前出现的事与物。

且说这戴上口罩以后，露出来的
只剩下两只眼睛，人都说，眼睛是心灵
的窗户，可我在此方面也许属于感觉
上的愚钝之人，惭愧着不能从他人的
目光中读出更多风景，读不出人家心
灵世界的更多秘密，或许这就是人常
说的没眼色吧，不会看眼色行事。平
素去看别人的眼睛，只能看见这个人
的白眼仁和黑眼珠的比例多少，去分
辨那是明亮还是混浊，区分单眼皮或
双眼皮，还有睫毛的长短。虽然不能
善解眉目传情的意味，但对这双眼目
的漂亮与否，还是能鉴赏出来的。朋
友桂千富说，戴上口罩以后，为女人省
下了多少化妆品？我说是呀，一个女
人无论别的地方生得好歹，只要有一
对好眼睛，戴上口罩之后，就都成了美
女。为了研读眼睛，有一次在地铁上，
我有意关注对面排椅上坐着的一排女
人，可是，她们几乎全在低头玩着手
机，无一人愿与对面这位陌生老汉对
视，哪怕只是一眼。

以前的意识里，戴口罩那只是医院
的医生和护士们的事，一般人是不用戴
的。幼年之时，长在贫穷乡下，也见过
寒冬里有人戴口罩，白纱布叠轧得厚厚
十几层，用白生生的细绳儿系结，严实
地捂住了口鼻，总以为那只是为了保
暖，以防口鼻受冻，不去想那“隔离”的
意义。以为口罩也只是有条件的人的
讲究，而我们穷人家孩子，即使冻得鼻
头发红，嘴唇乌青，清鼻滴溜，也不会有
口罩戴。见过班里一位干部子弟，清早
来时总戴着口罩，进教室后才会卸下
来，将其塞进新棉袄的扣缝儿里，洁白
的系儿，仍在脖颈上挂着，黑棉衣与白
生生的口罩带子形成鲜明的衬比，觉得
那是很阔气的事儿。

大前年，在女儿前往纽约读书之
时，也正值新冠肺炎病毒在美国泛滥的
初始。女儿在电话里说，她是戴上了口
罩，可在纽约，她戴上口罩是需要贴着
墙根行走的，生怕人家美国人对她有所
蔑视或鄙视。我当时就很不明白，美国
人何以会反对和抵触戴口罩呢？后听
人说，那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行为
意识。我当然知道，有什么样的文化，
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但也难以
理解，一种文化与某种具体的行为意识
之间是怎样产生直接的因果关联的。
后来就去猜测推想，以为文化这玩意，
就好比是植物的根茎，行为这东西，就
如同植物的叶子。有什么样的根茎，就
会长出什么样的枝叶。可是，看似基本
相同的根茎，为什么在长出叶子之后却
呈现了千奇百态呢？有五叶的、七叶
的，有圆形的、长条形的，有阔叶的、针
叶的，开花结果也各有不同。这之间的
成因和内在关联，也如同佛教里所说的
因与果一样，不正好是需要认真去探索
研究的吗？那么在文化积淀与行为模
式之间也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无形关
联，便如植物的根和叶之间的关联一
样，均为不易察觉关系间路径模型的神
秘现象，是需要人类去认知、去探寻和
发现的未知空间，在此领域，分布着无
穷的知识广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
会学科，都还是将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
大课题。

话题再回到口罩。我所言及的口
罩年代，但愿它只是一个年代，而不要
成 为 一 个 漫
长 的 历 史 时
期，更不希望
成为人类永远
也摘不掉的一
种身体附着，
如 同 离 不 开
的衣裤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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