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含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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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新搬来一位“邻居”———含羞草。含羞草的叶子扁扁的，

宛如一条小龙舟，再加上那细长的茎，可真是好看。她很胆小，一

有风吹草动就缩起手弯下腰，可真是个“淑女”。

我觉得挺有趣，就一次次地去碰她，她也不断地向我“鞠

躬”。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闹起来：含羞草的皮肤没感觉，眼睛

也看不见，她是怎样知道有人碰她？我正准备伸手去逗逗她，谁

知她竟很主动地鞠躬。咦？我抬头一看，一阵凉雨迎面而来，奇

怪，奇怪，真奇怪。这秀丽清奇的羞草怎么又成“天气预报员”了？

又一个问题出来了。

我连忙去问老妈，可她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答非所问。没

办法，带上这两个大问号，我踏上了寻问无声老师之路。我仔细

地寻找着，一行字跃入了我的眼帘：在含羞草的小叶与叶柄、叶

柄与茎节的连接部有一个较膨大的部分———叶枕。叶枕里充满

了水，胀得鼓鼓的。由于叶枕下半部分压力比上半部分大，当用

手指碰一下含羞草时，叶子受到振动，叶枕下半部分的水就向上

半部分及两侧流去，于是叶枕下半部分瘪起来，上半部分鼓起

来，小叶便相互合拢，叶柄低垂。过一会儿水分回流到原来的地

方，含羞草便又恢复原状了。

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释，可第二个问题又该怎样回答

呢？我眼珠骨碌碌一转，一条妙计浮上心来。我拎起水壶向含羞

草一洒，含羞草就“羞”了起来。我终于露出了笑脸，一定是雨水

让含羞草这个小姑娘“害羞”的。

有了刨根问底般的“盘查”，我对这位新“邻居”自然另眼相

看了。我清晰地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除了情感的维系，也要靠

知识去培养。

处女地 /张雅洁

神奇的仙人掌

朋友，你喜欢那默默无闻的仙人掌吗？也许，你并不喜欢，

因为它没有鲜花那样绚丽多姿，没有青松那样高大挺拔，没有珠

珠花那样芬芳四溢，它是那样的不起眼。

可是我偏偏喜欢那生命力顽强的仙人掌。奶奶在家里种了

两株仙人掌，都跟我们的小手一样，可它们却有着让人害怕的防

身武器———刺。有一次晚上，野猫把仙人掌碰到了池塘里，听到

“砰”的一声，野猫被吓跑了，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清晨，爷爷最先

发现了“情报”，把它捞了上来。结果发现，泡了一夜澡，它居然还

活着，而且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呢！还有一次，奶奶一连两个月

都没有给它浇水。去一看，它正长得好好的。大家都知道在沙漠

那种荒芜人烟的地方，漫天黄沙，似火的太阳煎烤着大地，娇贵

的花朵恐怕早已枯萎了，唯有仙人球和仙人掌能活得好好的。

仙人掌不但生命力顽强，可以生长在漫无人迹的沙漠之洲，

而且还是治腮腺炎的伟大功臣哩！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得了腮腺炎，在家里

休息。回来上课时，脸上敷满了绿色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把

仙人掌的刺拔掉，去皮，敷在脸上。没过多久，她的腮腺炎就好

了，皮肤变得比以前还光滑呢！我这才明白了仙人掌还有这么一

个神奇的功效！

神奇的仙人掌带给了我们神奇的启示。如果有空，不妨去看

一看吧，仙人掌没有娇媚的花朵，可它依旧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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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洪氏家族

毗陵驿谭 /谈 雄

一

我想上帝造人总会有想法。人生下来就

有了命，有了命就有了命运。命是父母所赐，

那命运是谁赐予的呢？上帝写的是大文章，每

个人的基因谱系只是这个家族里一个小小的

段落，因为这不知所云的段落，人们便往往感

觉了命运永远的神秘；也许把这些段落连成

一气才可能领悟到上帝的意图。常州的名门

望族很多。像常州洪氏一族，命运多蹇，流品

不一，荣辱各异，倘若连成一气，或可警世。洪

亮吉、洪彦先、洪述祖、洪深，区区三百年间，

同样出于一脉相承的书香门第，同样是父精

母血，怀胎十月，同样都是才气横溢、敢作敢

为的七尺男儿，命运却是天壤之别！冥冥之中

掌握命运的手究竟在哪里？光怪陆离的人世

变迁，社会历史的因缘际会，个人秉性的影响

制约，满处设置着的诱人机遇与不测机关，也

许正是造成洪亮吉、洪彦先、洪述祖、洪深不

同命运的原因。

洪氏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传至三十

七世洪 ，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 入赘

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绍之

女为妻，洪氏方才定居常州。

洪亮吉系洪公 之孙，字君直，又字稚

存，号北江，生于乾隆十一年（
!"#$

）。父亲洪

翘早逝，洪母只能带着女儿靠纺织、女工来维

持生计，供洪亮吉读书。洪亮吉曾作诗记载了

当时的境况：“夜寒窗隙雨凄凄，长短灯檠焰

欲迷；分半纺织分半读，与娘同听五更鸡。”乾

隆四十一年，洪亮吉闻母病，急赶回家，至常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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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时闻母病故，洪亮吉五内俱焚，失足坠

水。自此每遇忌日，洪亮吉终日不食，
'&

年如

一日。

也许更能体现洪亮吉为人情操的是与黄

仲则至死不渝的友情。黄仲则一生贞介自持，

不染污俗，最后贫病潦倒，
'(

岁时客死于山西

运城。洪亮吉从西安借马疾驰四昼夜，暑日炎

炎，风餐露宿，千里奔丧，并扶柩而归，撰挽联

曰：“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唯我托；炎天走千

里，素车白马伴君归。”

洪亮吉确是个于学无所不逮的文化巨匠。

在经史、地理、音韵、诗文，包括人口问题等方

面均有成就，且忠孝两全，义薄云天，为人耿直

豪放，诚实守信，绝不阿谀奉迎。清代古文家恽

敬曾说他：“每论当世大事，则目视，颈项皆赤，

以气加人，人不能堪。”嘉庆三年，虽已翦除和

，但国家弊政依然，洪亮吉冒死上疏《极言时

政启》，写得正气凛然，被同僚称为“一疏人传

批逆鳞”。他也因此而获罪，军机和刑部拟“以

大不敬律，斩立决”，入奏嘉庆，在嘉庆旨意尚

未下达时，大家都以为洪亮吉必死无疑。此时，

洪亮吉同乡，内阁中书赵怀玉来狱中，诀之以

酒，赵滴酒不能下咽，嗫嚅欲语而不忍说，洪亮

吉问其原因，赵怀玉哽咽着说：“有旨……”，洪

亮吉大声说：“有旨‘斩立决’吧，我早就知道

了，你不要难过，我们像平常一样喝酒。”洪亮

吉颜色不变，真可说是视死如归了。他从新疆

流放回来以后，“以竹以山娱寂寞”，潜心著书，

赈济灾民。经历了由显而隐，由闹而寂，由俗而

静，绚烂之后又复归平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

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精神，他们的身份

遭际可以一再改变，但他们的道德操守不会改

变。这正像有的人即便如何身居高位，拥有权

力，却怎么也不能掩盖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在洪亮吉之后，值得史笔一书的是洪亮吉

的曾孙洪彦先。咸丰十年四月，太平军攻打常

州城，洪彦先分守东门。洪彦先把自己的身家

性命押在这座城池上。太平军连发地雷攻城，

“守陴者皆泣”，洪彦先颈项全赤，令全家人速

死，其弟妻龚氏及弟承惠并妻等男女
)$

人连袂

赴水死。第二天，太平军从小南门入，洪彦先率

众巷战，力竭不支，倒在一土墙边，显现了洪氏

家族中一以贯之的刚烈之气。

二

洪述祖，字荫之，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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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年失怙，

洪亮吉之元孙。洪述祖乃名门之后，颇有才

气，诗书画俱佳，好黄老之学，善星命。但察其

一生，却与其祖洪亮吉、洪彦先大相径庭，是

个奸媚之人，吮痈舐痔之徒，且五毒俱全，凶

狠毒辣，人称“洪大胆”，“洪杀坯”。

洪述祖生活的年代，正是“西力东渐”之时，

末世景象，一片苍茫。鸦片战争以后，腐朽无能

的清王朝已到了气息奄奄、末日临头的时候。

洪述祖系幕宾出身，先后做过左宗棠及浙

江巡抚于连元、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宾。因常州

洪赵两家世代联姻，洪述祖是赵凤昌的妻弟，故

结识唐绍仪而又攀附了袁世凯。洪述祖是个奴

才，他以奴貌作画皮而大售其奸。他知道，名门

仅是个荫庇而已，一个人如果没有背景不可能

平步青云。在中国这个社会，是背景，是各种光

环，是社会角色赋于一个人重量。人格是抽象

的，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成功做背景的人，

他的人格也是没有重量的。为了能攀附上袁世

凯这个高门，洪述祖不惜将自己的胞妹送入袁

宅，因而深得袁世凯的欢心。是时，洪女年方十

九，秀外慧中，善眉目传情，一张樱桃小口，能粲

吐莲花，每出一语，无不令袁世凯捧腹解颐。洪

述祖又为袁世凯献出了以南压北与以北压南的

锦囊妙计。为此，袁世凯提升他担任内务部秘书

及总统府顾问，并授予他三等嘉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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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袁世凯因为担心宋教仁的国民

党内阁夺走他的实权，授意内阁总理赵秉钧和

洪述祖密谋暗杀宋教仁。民国二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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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洪述祖纠集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武士英在

上海火车站用勃朗宁手枪刺杀宋教仁。案发后，

朝野震动，举国哗然。袁世凯为杀人灭口，先后

谋杀了武士英、应桂馨和赵秉钧，独洪述祖由袁

世凯赠款逃离北京，并在美、德领事的庇护下，

在青岛德租界买了座洋楼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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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洪述

祖到上海为日本人推销鸦片，终于在黄浦江边

被宋教仁的长子宋振吕认出。宋振吕为父报仇

已整整寻找了他四年，在痛揍一顿以后，被扭送

到上海地方法院。

洪述祖从上海被押至北京高等厅，判绞刑，

于
!+!+

年
.

月
)(

日执行。其时，砍头已被黎元洪禁

止，北洋政府便从大不列颠帝国进口了一架洋绞

机，于是洪述祖便成为中国第一个尝到绞刑滋味

的人。

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述，时高等检察

厅狱官某与述祖善，闻判绞决，泣告述祖。述祖

曰：“行刑何日乎？”狱官曰：“明晨。”述祖曰：“为

我呼妾来，与之诀。”妾来而泣，述祖曰：“无庸！

死生，命也。”援笔书一联云：“服官政祸及其身，

自觉此心无愧怍；逢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

尘埃。”复顾狱官曰：“本欲为君一评星命，今可

矣。”狱官欷 流涕，而述祖自若也。

行刑时，由于刑官是第一次使用这洋绞机，

洪述祖身体又过于肥胖，身体腾空以后，双脚不

自主地往下用力，头颈竟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

以至颈断头落，身首分离，鲜血直喷，魂断九泉。

据其堂妹洪三华说，洪死后由其妾徐氏抱置怀

中于头颈间缝了五针。洪述祖在狱中时曾有遗

命，嘱死后棺木不得逾百元，着僧服为殓，归葬

于常州五奎桥祖坟，并嘱长子洪深不必弃学回

国奔丧。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洪述祖生平手面

阔绰，生活侈靡，动辄一掷千金，这许是他临终

时的一点忏悔吧。

三

洪亮吉故居，在常州东狮子巷口。一幢白墙

灰瓦、褚色大门、绿荫笼罩的院落被周围的水泥

楼房团团围住。清嘉庆五年，亮吉自新疆赦归

后，即在院内授经堂里潜心著作，督儿孙攻读，

嘉庆十四年五月卒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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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洪述

祖之子，著名戏剧家洪深诞生于此，并在此度过

了他的童年。

洪深继承了洪氏家庭的遗风。快人快语，敢

爱敢怒，能文嗜酒，敢作敢为，是个侠肝义胆的

豪爽男儿，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洪亮吉。对于父

亲涉案刺杀宋教仁，洪深自然难以原谅，但由此

招来世俗小人的势利眼光，他又感觉到人情的

残酷，他曾痛苦的说：“许多亲戚朋友，尤其是我

父亲走运时前来亲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狰狞的

面目。”洪氏家族由此星散，洪深也将国民党作

为家族的仇人。有人将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

花》作为其对父仇的一种曲折发泄。

关于洪深，这里略记叙一桩小事，便可看

出其言行确有先祖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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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上海大光

明电影院放映影星罗克主演的美国影片《不怕

死》，这是一部辱华的滑稽片，洪深越看越气

愤，以至中途退场。第二天他会同张曙、金焰、

廖沫沙等再次来大光明，当影片出现丑化华人

形象的镜头时，洪深愤怒地跳上去对该片痛加

驳斥，号召观众退票，并引起诉讼。历经四个月

洪深终于胜诉，美国派拉蒙公司被迫收回影

片，保证此片不再放映。《时事新报》发表了主

演罗克《敬向贵国人民表示十分歉意》。这一事

件在戏剧史上传为佳话，洪深也因此获得了

“黑旋风”的美称。

洪氏家族，从洪亮吉算起，距今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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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时间。在中国这个崇尚名望与地位的国度，几乎

所有的文化人都深谙这样一个不二法门，要在

文化上产生影响必须有名望有地位，于是每个

人都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进行表演。因此评价

一个历史人物，务必要考察他所生活的历史环

境，但无论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他的行为举

止都应该经得起普世道德的检验，尤其是后人

的苛求。

文人的道德操守，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士

节”，是读书人应该具有的节操与尊严，是知识

分子的灵魂。朱自清曾经说：“在专制时代的种

种条件之下，士人的立身处世就有了‘节’这个

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臣表现在冒犯

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而牺牲生命。”洪

亮吉的冒死直谏，以及他在狱中的口占一绝：

“丈夫自信头颅好，愿为朝廷吃一刀”，他的忠

孝、才学，以及对朋友的情义，都赢得了普世的

景仰和赞誉，成为人生的境界和典范。相形之

下，没有“士节”的文人是极其卑琐的，洪述祖

便是如此。客观地说，洪述祖生活的年代，是

“士节”全面低落的时期，清代末期世风一片浑

浑噩噩，士风的颓靡也暴露无遗，这在常州人

李伯元所著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有深刻而生

动的描写。人性中本来就潜藏着善心，也隐含

着兽心，关键是社会环境给人提供一种什么样

的可能性，天生的善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

在私欲膨胀的时候，会很快被天生的兽性所战

胜。专制是最容易调动残暴兽性的刺激因子，

而欲望又是个极其特殊的物质，它能够使人丧

失良知。洪述祖生活在遍布着阴谋诡计、勾心

斗角的政治漩涡里，生活在心术邪行的趋利者

中间，庙堂辉煌的诱惑，使洪述祖内抗乏力，他

人性中最卑劣、最邪恶的欲望被充分调动起

来。尤其是在袁世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时

候，洪述祖攫取名利的贪欲越来越强烈，他为

魔咒所左右而难以自拔，以至在刺杀宋教仁，

逃亡到青岛以后，据德国传教士卫礼贤记载，

洪述祖整天“被愤怒折磨着”，他“干燥的舌头

不断舔着干裂的嘴唇，徒劳无益地想使他们湿

润些”。

历史是公正的。一个人走完了一生，就进入

了历史。历史从来就是由是与非、善与恶、美与

丑、忠与奸交织而成的。历史公正地铭记着一

切，任何人都不能控制自己烙印在历史上的形

象。此刻，我想起了康德的墓志铭：“有两样东

西，对它们的凝视愈深沉，它们在我心里唤起的

敬畏与赞叹就愈强烈，它就是：头顶上的星空和

心中的道德律。”

家

张守伟

! ! ! !

夜晚睡得正香，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汽笛吵

醒。见窗外月色正浓，顿时睡意全无，索性披了衣

服走出房门。

酷夏的夜晚，风也是热的，望望天上的圆月，一

种想家的感觉竟快速涌上心头。遥想当年，当十八岁

的我被父亲推上南下的火车时，我知道，家已被三横

加两竖地打进了背包里，我将永远背着它远行。

家，是装载青春的火车，沿着脑后飞扬的飘带

飞驰；家，是白杨树下的帐蓬，打开背包便能将温

暖释放；家，是查铺时连长的轻手轻脚；家，是生病

时指导员端来的荷包蛋面条；家，藏在鸿雁传书的

长相思里；家，藏在临时来队屋内的欢声笑语里；

家，是面对女儿喊叔叔时那陌生的眼神；家，更是

宝贝喊爸爸时那坚硬的胡茬；家，是父亲脸上刀刻

般的皱纹和母亲满头的白发；家，更是紧握的钢枪

和冲天而起的雄鹰。

想家的日子，想哭，泪水未干，已吹响杀敌的

号角！

想家的日子，想笑，掬一棒军功章，献给含辛

茹苦的亲人！

立正！是对家的崇敬；稍息！是对家的记忆；向

右看齐！是对家的渴望；报数！是计算回家日子的

里程。

想家，早已回家；想家，家在天下，它们在祖国

的五湖四海，它们就是龙城的父老乡亲。

“轰隆隆……”，又是一列火车驶过。很奇怪，这

次的声音竟非常的亲切，我分明听到母亲在对我叮

咛：“儿啊，要保家卫国，儿啊，爹好、娘好，莫要想

家！”娘哪，请放心，所有的儿子答应您，儿子时刻在

为您站岗放哨，儿要让家成为一种和谐！要让家成为

一种奉献，要让家成为一种责任！

许是头抬久了，眼睛竟是酸酸的。想想明天还

要训练，便起身回屋了。此时，战友们睡得正香，月

光也移到了床头，照在他们微笑的脸上。他们在想

家吗？他们在背那首诗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粗瓷碗

细瓷碗

徐学平

! ! ! !

原先家里吃饭的瓷碗有两种，一种是粗瓷的，

一种是细瓷的。粗瓷的是进城时母亲从乡下带来

的，细瓷的是妻子到超市里精心选购的。后来，我

和妻子在小城新置了一套住房，搬家时母亲把细

瓷碗全给了我们，她只剩下清一色的粗瓷碗了。

前些日子，妻子在厨房整理碗柜时发现家里

居然多出了不少粗瓷碗，于是就拿来问我。看着那

些做工粗糙的瓷碗，我自然就想到了母亲。母亲是

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田间耕耘了大半辈子，春夏

秋冬重复着播种的艰辛，遍尝了收获的甘苦。苦守

着家中的几亩薄地，还要供应我们仨兄妹读书，于

是，她只能省吃俭用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进城后，我们兄妹三人都参加了工作，虽说工

作岗位不同，却都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较之以

前，现在的家庭条件宽裕多了，但是母亲还是习惯

了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就拿那些旧碗来说吧，由于

使用时间太长了，许多碗口已经布满了细小的豁

口，我几次三番地劝她扔掉，可她总是舍不得。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兄妹一个个地离开了

母亲并组建了各自的家庭。自此，我们已经是很少

再回去看望母亲了，倒是母亲总在惦记着我们。她

会隔三岔五地做点好吃的，将其分成三份，然后一

家一家地给我们送来，而我们却时常忘记把空碗

给她送回去……这样，一段日子下来，家中自然就

多了不少母亲的粗瓷碗。

妻子把这些粗瓷碗一一洗净，嘱咐我晚上给

母亲送去。而我，望着这高高的一摞空碗，心底却

滋生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在母亲的碗柜里，又

有多少儿女端去的碗呢？茫茫中，我感受到母亲

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的不易，感受到母亲用碗一

次次给我们端来热气腾腾的菜肴点心时的辛劳，

感受到这其中包藏着的母爱，更感受到我们忘却

回报母爱的内疚，这是难以原谅的疏忽啊！

第二天上午，我就陪同妻子一起做了几道母

亲喜欢吃的菜，并特意用自己家里的金边细瓷碗

盛好放在餐桌上，准备在午饭前给母亲端去。这

样，正好借机换下母亲的粗瓷碗，让她陈旧的碗柜

里也添上几个漂亮的细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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