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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读书占去了平日生活的大块时
间。将读书时间安排在清晨醒来之后、晚上睡觉
之前和深夜失眠之时进行较为合适，也颇为受
益。床头就有小书柜，这是我专为夜读而准备
的，只放书，当然还备有一支笔，近年还添了一
副老花镜。
天将亮未亮，整个世界还处在睡梦之中。伴着
第一声清脆悦耳的鸟鸣醒来，我依了枕，披上衣，
拨开床头灯开关，随手翻开身边书籍，在寂静的清
晨里，将思绪引入书中，悠悠然、陶陶然，好不快
活。不管是古人的也好，今人的也罢，有书便心情
舒畅。身体窝藏于暖暖的被褥之内，思想活跃于孤
灯之下。沉迷书海，慢慢品读，细细咀嚼那些鲜美
的文字，犹如与古今贤者促膝而谈，为刚刚苏醒的
大脑带来一缕清风。此刻，似乎能听到孔子孟子的
声音，唐诗宋词的声音，红楼水浒的声音，当代散
文小说的声音……那些灿烂的字句，常常能滋养疲
惫的身心，激活内心曼妙的想象，牵动无边的思
绪。读着读着便悠然自得起来，好不惬意，人仿佛
独立于天地之间，游弋于时空之外。
年岁渐增，睡眠日少。我有时半夜里莫名其
妙地醒来，只听窗外虫声唧唧，万籁俱寂之中有
了几许生机。此刻披衣起坐读几页书，最是适
性。夜灯之下，一卷在手，清而不俗，此乐何
极。直至倦了困了，再抛书而眠，重又回到梦乡。

周彩萍

晚秋时节，天高云淡
栖霞山上，枫林尽染
笑语盈盈，衣裙飞扬
我穿梭在棵棵红枫间
忍不住伸手采撷几片
小心翼翼夹进精美的诗集
待到闲暇时刻再翻开
看一片片跳动的红叶
燃烧着节节动人的篇章
这个秋天的温暖和美好
完完整整地封存在记忆里
多想扯一缕洁白的云彩
再揉碎几丝澄净的天色
装点这蔚蓝色的梦
梦里有掩饰不住的欢喜
还有最最亲爱的你
红叶啊红叶
用一簇簇火热的心
点亮生命的光
照耀未来的日子
开启无限热爱的芳华

日子的打发
■

上班族的工作往往与兴趣难于对接，与我
而言，常常觉得“可惜”的是，工作时间干不了
书法，不能临帖，更不能书写作品。办公室时常
有人进出，电话随时可能响起，心绪难宁，哪能
干那“寄托情性”之活？再说，书法毕竟不是本
职工作，在这种场合干多了会引来闲话，有人会
眼红，领导会失望。不过，偶尔得空上上书法网
站，从中获取一些知识信息还是可以的。有时参
加一些空空大大的会议，领导在台上高谈阔论，
私下里不妨以手划桌、划椅，默写默写古帖，也
未尝不可。
入夜，走进书斋，一人独处，临池学书，怡
然自得。桌上零乱堆起一叠字帖，什么钟张二
王、欧褚颜柳、苏黄米蔡之类都有。这时，借助

易新生

字帖，向王羲之请益 《兰亭序》，同颜真卿轻诵
《祭侄稿》，与苏东坡共吟 《寒食帖》 ……幽赏未
已，夜气转清。如此这般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沉醉其间，乐此不疲。临帖习字之事，大多用零
零碎碎时间，主要是在夜间，当然也有在饭前饭
后、上班前后的。从临习传统、愉悦身心开始，
经受着兼收并蓄、四处突围的考验，追逐着张扬
个性、破茧化蝶的生机，编织着技进乎道、张显
自我的梦想，试图借助笔墨表达内心的喜悦与焦
灼，豪迈与痴情，使一次次笔墨挥洒都能演绎自
我情感，成就一幅幅展现心灵轨迹的美丽画图。
但是往往眼高手低，事与愿违，致使想法与现实
相去甚远。虽然屡遭挫折，仍然坚持哭过了再
笑，醉过了再醒，失败了再来。夜深了，万家灯

火倦了，而手中之笔依然难于歇下，伴人一道徜
徉于艺术绿洲，寻找着灵感的火花。
艺术的长进，不只在于手底技艺，同时取决
于心灵感悟和眼光高低。读书之外，偶尔涉笔作
文。写文章当随心适性，不用有什么压力，不将
其作为一件硬性任务。对世事偶有认知或感受即
随手写下，试图记录某些心路历程，且以谈谈感
受、说说认识为满足。因此，文章不要指望有什
么深度与高度，只要所思所想还比较真实即可。
这样也好，不会为了作文而作文，不会为其所
累。
艺术是人生的“鸦片”，一旦沾上了就难以
戒掉。年复一年，日课山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读书和实践的积累，人的视角变宽了，眼界
提高了，就会“喜新厌旧”，如果另有所感，另
有所悟，以前那些恩爱有加的“大作”即会变成
废纸，鬼知道怎么制造出那么多垃圾？艺术如同
人生，不断经历着涅槃与转换，周而复始的轮
回，循环不殆。书写需要不断重塑自我，不断否
定过去。虽然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事，但仍然心
存一份追求完美的情结，好在每否定一次过去，
都能看见一丝新的曙光。昔日一件件“大作”是
身后艺术旅途上的里程碑。当回望过去，看到甩
在身后长长的征途时，心中就会增添一丝富有成
就感的欣慰。

大雪遐思
■

冬季劳动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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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琳

当裸露的枝桠落下零星的枯叶
当街巷拐角弥漫起地瓜的香甜
初雪在小声惊呼中走了
凛凛寒气中是匆匆的脚步
仿佛有人在下逐客令
万物蛰伏，一切澄静
忽然，你听
那叮叮咚咚的敲打
那铿锵有力的吆喝
是谁在谱写这支冬日之歌？
我看见
钢筋丛林中忙碌的身影
空气中的冻结被铁锹打破
淋漓汗水洒下
有什么新生在单调空白的土地
我看见
风雪肆虐，雪花飞扬
金桥璟园的标识醒目异常
他们用砖瓦砂石建筑起内心的大厦
在简陋破旧中孕育城市的繁华
晚霞为他们的身影镀上金光
我看得恍惚
竟觉得这是他们自身就有的光
光中有什么在颠扑不灭
原来是，劳动创造一切
任三九严寒，大地冰封
劳动之歌永唱不衰
待寒冬离去，雪融草青
在春的怀抱里将温暖延续
让劳动之歌响彻四季

蒋昭

辛丑牛年，农历冬月初四，大雪，天甚寒。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有云：“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中所言乃是西域八月飞雪
的壮丽景色，却成为了现代人对大雪来临、天地一片
银装素裹的最美想象。老实说，在一年四季中，我最
不喜欢的便是冬季。因为提起冬，免不了寒冷。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因稀少，而印象深
刻。在我的记忆里仅经历过两次大雪。虽然只有两
次，但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第一次在
2008 年，那一年我 8 岁，记忆中除了冷，还是冷，
我的双手被冻裂，烤火时就痒，那种痛、那种痒，只
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那一年的雪太大了，发
展成为雪灾，满地的积雪令人寸步难行，回家的路也
变得无比漫长，甚至还停电了好长一段时间，靠着蜡
烛度过了那段黑暗寒冷的日子。
那时我还小，大雪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带给我快
乐。我经常与三两好友一起在雪地里打打闹闹，互相
朝对方扔雪球，然后把雪球越滚越大，就开始堆雪
人，尽管堆得不好看，但是那种快乐难以言表。降落
在冬天的大雪，装扮了我半个童年 （还有一半是在夏
天遇见蝉）。
2018 年末，又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湘潭，那时
的我正在大学校园里。面对突如其来的雪，我先是觉
得恍惚和不真实，待揉眼看清之后便是惊喜与欢呼。
下课后，我裹着羽绒服，穿着靴子，踏着满地积雪，
从一教出发一直走，走过南校图书馆、小吃街、北校
门、第八教学楼、梅园、游泳池，然后走到宿舍。
冬日的寒风吹动着窗外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
音。银色月光从阳台的玻璃门透进来，显得格外清
冷。舍友已经酣然入梦，只有一盏橘黄色的台灯陪伴
着我。当我下笔写文时，觉得此刻竟有无法形容的宁
静美好。我突然想起苏轼 《记承天寺夜游》 的“月色
入户，欣然起行”
，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
横，盖竹柏影也”。多么闲逸的心情，多么美的月下
景，如今我也感受到了那般心境。我停下笔，轻声推
开门，站在阳台边，立于寂静黑夜之中，轻轻地呼吸
着微凉的空气，闭上眼，仿佛沉醉于浩瀚宇宙之中。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都长大了，那些回不去的时
光就留在记忆中吧。

以金制作的信符又称“鱼符”，说明鱼象征着富贵。
农历新年迎财神时，一对“元宝鱼”是必备之物，
现在，不少商铺开张之日，仍会将蓄养鲤鱼的鱼缸
放在门前以求“利市”
、“大吉”。在古诗文中，鲤鱼
是友情、爱情的象征，民间吉祥纹图中的窗花剪
纸、织品花绣和器皿描绘，处处可见鲤鱼的身影；
“连年有余”
、“吉庆有余”
、“富贵有余”均表达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他与鱼相关的还有地名、
赠礼、祭祀等等，不胜枚举。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五言绝句 《江上渔者》 中
写道：“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
没风波里。”意思是说，江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
只是喜欢鲈鱼鲜美的味道，却不知打鱼人出生入死
搏击惊涛骇浪的险境与艰辛。范仲淹通过反映渔民
劳作的艰辛，希望唤起人们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表
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恩和同情。
“鱼”与“余”同音。
“年年有鱼”即是“年年有
余”的意思。据说，“年年有余”之俗起于宋朝，是
物质文明的演进带动人们食鱼观念而形成的。至今南
■ 彭舸
方许多地区，“全鱼”仍是宴中亮点，通常是宴尾镇
桌之菜。还有一些地区，头道菜即是全鱼，一直置于
席面中间，直至宴尾人们才对它象征性地动动筷子，
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一句，将鲤鱼与婚姻
还笑侃“好汉不吃翻面鱼”。传说，一些偏远山区吃
相联系，后人以“鱼水合欢”祝福美满姻缘。有些
鱼困难，过年时，就请人雕刻一个栩栩如生的木鱼放
地方在举办婚礼时，还有“鲤鱼撒子”的仪式，即
在新娘走出轿子时，男方的人把铜钱往四下抛洒， 在盘中招待客人，左邻右舍轮流使用。这些食鱼习俗
都意味着该尾鱼是今年余下的，留给来年，寓意“年
寄托祝殖祈育的愿望。铜钱俗称铜子，新媳妇撒它
年有余”
，每年都有多余的财富和粮食。
唤作“鲤鱼撒子”，因为鲤鱼产的卵子多，意味着
正因为鱼在人们心中如此美味、如此珍贵，所
“子孙满堂”。鲁菜中有一道鱼肴“鸳鸯鱼”，它由白
以在古代属于非常拿得出手的送礼礼品。《淮南子》
色的鳜鱼、赤色的红鱼清蒸烹成，咸香鲜嫩，红白
中就曾经讲过一个关于送鱼的故事：鲁国宰相公孙
分明，色彩诱人。这道菜是曲阜孔府菜的名吃，常
仪特别喜欢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来献给他，
常作为婚宴的主菜，象征新婚夫妇恩恩爱爱，永不
他却不接受。他解释说：“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
分离。
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
古人用鱼形木板做信封，用于传递书信。鱼跟
雁一样，可作为书信的代名词。传递绝密信息时， 枉于法，则免于相。”意思是收了别人献来的鱼，就
有可能因为人情而枉法，反而再也吃不到鱼。公孙
还会以绢帛写信装在鱼腹中，称为“鱼传尺素”。秦
仪嗜鱼但拒鱼的故事，告诉人们要做到管住小节、
末陈胜吴广使用鱼腹藏书制造舆论、鼓动人心，发
抵御诱惑、慎其所好。
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唐宋时，显贵达官身佩

年年有“鱼”

■

上海产物件
那些年的

鱼，是江南“鱼米之乡”饮食文化的主要代表
之一。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鱼，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一样。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和水网密布的沟渠塘堰
是各种鱼类栖息嬉戏的“天堂”。青鱼、草鱼、鲢鱼
和鳙鱼被称为“四大家鱼”，还有鲤鱼、鲫鱼、刁子
鱼、武昌鱼等等，城市大小超市和菜市场随处可
见。这些鱼物美价廉，家庭餐桌和宾客筵席必不可
缺，真可谓无鱼不欢、无鱼不成席。
鱼可以做出很多美食，家常的如红烧鱼、剁椒鱼
头、清蒸鱼、糖醋鱼、水煮鱼、烤鱼等，还可以加工
制成鱼丸、鱼糕、鱼干、腊鱼……鱼的烹饪方式多种
多样，可蒸可炒、可煎可炸、可炖可烤，这些做法各
具特色，美味可口，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鱼为人们所喜爱，除了它的食用价值外，它还
是一种美好的文化象征。在历史长河中，前人赋予
鱼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 中“岂其取妻，必齐

周超

周末闲逛，看路边有一家书店就走
了进去。顺着书柜挑选书籍看的时候，
发现每个转角或展台上都摆放着一些老
物件，有老式的照相机、收音机、电视
机，还有旧的手风琴、唱片机之类，满
满的时光的记忆，让人不禁回想起那些
年用过的物品。
记得小时候很多生活用品都是上海
产的，而且人们往往一说起上海产的，
就一脸的骄傲，因为那时上海产的商品
质量、样式在全国是最好的，牌子也是
最出名的。如凤凰牌的自行车、金星牌
的电视机、蝴蝶牌的缝纫机、英雄牌的
钢笔、上海牌的手表、回力牌的球鞋等
等。
那时家里有辆凤凰牌的自行车，我
总是趁大人中午睡觉时偷偷扛下楼去学

骑车，虽然开始摔了几跤竟然也学会
了。一天家里人看着个小的我骑着它像
骑在马上一样蹬踩自如，惊讶地问我什
么时候学会骑单车了。我家里第一台电
视机是也是上海产的，金星牌的黑白电
视机。多少寸不记得了，只记得体型比
现在的烤箱大一点，调台要用手揪动旋
钮。每当信号不好的时候，电视机画面
就出现横着的一条条白线，声音也嘈
杂，我们就去摆弄电视机上的天线，还
有调动旋钮，直到出现声音和画面为
止。那时电视机坏了也没有现在的售后
服务，只有靠自己维修，父亲单位有位
电工会修电视，他是父亲的渔友，经常
一起去钓鱼。每次家里电视坏了就请他
来修，修好后，父亲就留他吃饭喝酒。
我家里还有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那时

刘阳春 摄

啾啾

几乎家家都是自己买布做衣服，所以家
家几乎都有台缝纫机。母亲经常坐在缝
纫机前一踩就是半天，我们一家人的衣
服、裤子都是出自母亲的手。我也曾试
了下，却不知怎么协调好脚踩和手送的
配合，母亲看见了总要我不要动，怕缝
纫机针扎到我的手。
上学时，穿得最多的是回力牌的白
球鞋，白球鞋好看，穿着又舒服，就是
像我们这样爱打打闹闹的人特别容易弄
脏，而且还特别难洗白。每次刷鞋时，
我用足了劲来回刷也没办法把它刷回原
样，到现在我还对无法把白球鞋洗白都
耿耿于怀。上三年级时，我是校乒乓球
队的，教练是我的班主任，给了我一个
红双喜牌的乒乓球拍，我爱不释手。有
次比赛，在她的指导下，我打败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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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的热血少年
■

在朋友圈和热搜榜仍在为
“EDG 夺 冠 ” 疯 狂 庆 祝 的 时 候 ，
EDA 夺冠消息本身似乎并不那么
夺人眼球，但细细了解之后就发
现，这五位平均年龄仅 24 岁的年
轻学者堪称新时代的青年榜样。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
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
国高校要勇挑重担，释放高校基础
研究、科技创新潜力，聚焦国家战
略需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
‘卡脖子’问题，加快技术攻
关。” 总书记的讲话中，表达了对
实现科技创新自立自强的殷切希
望。
当五张洋溢着喜悦的年轻面孔
展现在大家面前时，我知道，他们
已经成为了代表国家突破技术封
锁、实现高端芯片制造独立自主的
先头兵。不同于电子竞技夺冠的人
人熟知，被誉为“芯片之母”的
EDA 略显低调，它是电子设计的
基石产业，拥有百亿美金的 EDA
市场构筑了整个电子产业的根基，
可以说“谁掌握了 EDA，谁就有
了芯片领域的主导权”
。
吕志鹏教授团队获得了 CAD
Contest 布局布线算法竞赛的第一
名可以说意义重大，他们所设计的

五年级的选手，她很是高兴，还在班上
表扬了我。
放寒暑假，家里总带我们回江苏老
家。先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回
海门。在上海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不管
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喜欢吃光明牌的白
雪冰砖，冰砖其实就是纸盒装的奶油冰
淇淋。有次在外滩玩，母亲看见有照相
的就问我们，你们是照相还是吃冰砖，
我们齐声说，吃冰砖。不仅冰砖，大白
兔奶糖和上海的巧克力也是我们最爱吃
的，口袋里总是装一把。
工作后，我喜欢上了摄影，当时，
我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第一台相机，是
上海产的海鸥牌相机。那时相机是手动
的，用的是胶卷，一卷可以照 36 张，照
的时候需要根据光线手动调节焦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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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锦涛

算法击败了 136 个同台竞技团队，
达到了最优结果。吕志鹏、苏宙
行、罗灿辉、梁镜湖、谢振轩，他
们扛起了中国科研突破重围的大
旗，是真正的先锋、真正的英雄。
近些年，国家在走向繁荣富强
的道路上，在多个领域遭遇关键核
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芯片的
制约尤为严重。因此，尽快打破垄
断、让芯片关键技术不再受制于
人、实现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刻不容
缓。中国团队在此危难之时拿下
EDA 全球冠军，为我国前沿科技
领域研究注入了强心剂，极大提振
了我国突破技术封锁、实现独立自
主的信心。
“我们希望借助研究所数十年
的积累与传承，一方面赋能中国企
业解决 EDA‘卡脖子’问题，另
一方面为国家培养更多掌握核心技
术的人才。”团队导师吕志鹏这样
说也是这样做的，这群平均年龄
24 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专业
内的佼佼者，相信他们也会继续不
畏艰险、努力奋斗、攻坚克难，成
为中国科技领域闪耀的新星。
EDG 是青春，EDA 是未来，
很荣幸见证了他们的辉煌，我也坚
信，我们会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
天。

圈、速度，夜间还要根据闪光灯来调节
曝光，一个调不好就影响成像，成了废
片。
一开始我用黑白胶卷练习照相，当
时单位有个暗室可以洗黑白相片，主任
在暗室里手把手教我怎样用药水定影、
显影，怎样用放大机。学会后，我常常
独自一人在暗室里洗相片。在微弱的红
光下，看着自己照的影像在装满药水的
盘子里一张张慢慢显现出来，真是兴奋
不已。有时进暗室时还是大白天，几卷
胶卷洗完，从暗室出来已是深夜，走在
回家的路上，望着满天的繁星仍然兴奋
得睡意全无。
流光已邈，那些曾经用过的上海产
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而上海产带来的
骄傲则慢慢成为历史文化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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