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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朋友邀我去吴房村
看桃花，我却兴味寡淡。本就出生
于原野之间，乡村的境况是我异常
熟悉的，真不知有多少值得看的东
西。怎奈抗不住这份盛情，罢了罢
了，权当和大家一起去热闹一番吧！

然而，当我走近桃花园的一刹
那，我竟然呆住了！在这春寒料峭
的季节，在这灰蒙蒙的天气之中，在
这普通的上海市郊的一隅，一大片
一大片的桃花正兀自绽放。那粉嫩
粉嫩的颜色，一直是小女孩们的最
爱，三五成群的花瓣，手拉手组成了
一个圈，一如玩丢手绢的小伙伴一
般，向着细细的花蕊团团而坐，构成
了一个完美的花朵。那一朵朵花瓣
密密匝匝的遍布于枝丫之上，如蜂
箱中倾巢而出的蜜蜂一般，正在枝
头热闹非凡。缺少绿叶的陪伴，却
有苍劲而又古老的深褐色虬枝向上
托举，那种稳妥的力量是如此的强
大！它们全然不顾天气的乍暖还
寒，以自己独有的芳泽，照亮了天
空，改变了天地的颜色。

桃之夭夭，烁烁其华。我不知
道该用怎样的词语来描述眼前的胜
景，却发觉智慧的古人早已作出了
更加贴切的表达！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
欢插花了！此时的我，真有一种巨
大的冲动，想要采伐几支满带桃花
的虬枝，植入一个大大的花瓶中去，
那必然是绝美的艺术！

然而我不能，我不能让如此完
美的生命终结于我之手，因为我知
道，桃花必然还有更加重要的使命
去完成。可以想见，当粉嫩的花瓣
随风飘零之后，当枝头的幼芽越来
越密集之时，那小小的椭圆形的绿
果如同顽皮的孩子般闪躲于繁茂的
枝叶之间，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悄然
成长，直到有一天，金灿灿的果实开
始傲然屹立于枝头之上，那又会给
人以怎样的欣喜？

是的，这里种植的是黄色的桃
子，一种不同于一般的果实。成熟
的桃子大多表皮光滑而味道甘甜，
使人在赏心悦目的同时享受美味，
这是现代人追求完美的标志。

黄桃成熟的时节，不少身居城

市的人走向田野，他们满怀惊喜地
钻入桃源之中寻找着采撷着最美的
果子，把自己对乡村的热爱和收获
的喜悦带回城市，带给身边的亲友，
融入人们的生命之中。就连我那远
在西部的妹妹，每到夏季来临之时，
总是念念不忘成熟的桃子，发来信
息说，“快给我快递些黄桃过来吧，
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品尝了！”

绝美的花朵，亮丽的果实，在不
同的季节，展示于枝头，炫目于原
野，使人惊喜，令人赞叹！可是，为
什么多少年来我竟然没有发觉它的
美？

以前的日子，我是从来不屑于
去桃林的，秋风过后，树叶哗啦啦的
凋落一地，再加上偶有的风雨，地上
便是一片腐败了，踩在田间，我总是
怕各种腐物弄脏了我干净的鞋子，
所以，对于桃林我总是选择躲避。

然而吴房村却刷新了我的认
知。白墙黑瓦的民居散布于桃林之
间，踩在蜿蜒幽长的石板路上，高跟
鞋“哒哒”的声响显得沉稳而厚重。
宁静的小河，低矮的老屋，古老的榉
树，还有水边那一簇簇生机盎然的
橘子树，正昭示着田园之美。一阵
微风吹过，漫天飘来一阵淡淡的清
雅的花香，心中便滋生出一片温馨
的宁静。

种田苦。这谁都知道。
朋友的母亲是一个终年耕作于

田野之中的老人，子女工作稳定，乡
村老人自身的生活也是有保障的，
虽然算不上多么富裕但也基本衣食
无忧，孩子们怕她受累，多次劝她别
再劳作了，可是老人不听，依旧我行
我素。眼看着七十几岁的老人，在
不停地忙碌之后，不仅没有变老，反
而越发精神了，想来这份辛劳也不
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只得随了她的
心。

翻地、施肥、修枝、包果，一年四
季忙个不停。我们不难想象，在那
满灿灿的桃花和黄橙橙的果实背
后，饱含了种田人多少的辛劳和汗
水！在这平淡而又艰苦的生活之
中，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逃避，长年
累月耕作于原野之上，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在这平凡的土地上绘制着家
乡美丽的蓝图，以弱小的力量担负
着改变天地的重任，如此的艰苦，如
此的执着，竟使我这看花的人心生
无限愧疚。

正如平凡的土地能够孕育出甘
美的果实一样，那些经历了苦难的
人们，只要能在心中植入一粒信念
的种子，长久努力的汗水一定会化
作甘露滋润心田，在心灵的谷底滋
生出一片令人眩目的桃花源。

前些日子，我登上丽洲大厦26
楼远眺，只见数不清的高楼像无边
无际的森林，起伏在云烟迷茫的天
地之间，气势当然浩瀚辽阔。我记
忆中的老奉贤，却己经消失。新老
交替，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我
还是感到若有所失，我熟悉的奉
贤，怎么可能从我的记忆中消退？
我一直认为，高楼应该造在新的城
区，造在南桥。

刚来奉贤，印象最深的是交通
出行让我百般无奈，去上海市区从
西渡轮渡过江，一来一回要一整天
的时间。现在，随着大桥、隧道、地
铁、高速的开通，四通八达的交通
让整个城市血脉畅通。记得第一
次坐车从奉浦大桥上经过，我心情
无比激动。大桥的建成，让奉贤向
更美好的远景迈进了一大步。前
段时，我回老家接母亲来奉贤。我
母亲对我说：以前来过奉贤，现在
也不认识路了，奉贤变化真是太大
了。奉贤的道路宽畅整洁、交通便
利。从老家到奉贤，开车只要90分
钟就到了。

离开家乡生活在奉贤，但我深
深热爱奉贤这座城市。我对这座
城市怀有很深的感情。在我的心
里，我对奉贤城市充满一份敬意和
感恩。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

难，在面对许多可敬奉贤人对我的
帮助和鼓励时，我心存感激。因
为是他们的叮咛和帮助让我在困
境中学会了坚强和自信。贤文化
的传承，让我看到奉贤人的真诚
善良、热情大方和助人为乐的高
尚品质！多少年来，正是许许多
多优秀的奉贤儿女在各自的岗位
上默默奉献，才有今天，文明、富裕
的奉贤！

朝阳初升，碧江金波，古华大
地气象万千。一幢幢高楼大厦，如
同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一处处住宅
小区，塑造优美舒适便捷的居住环
境。在这片热土上，城市区域优势
最强、投资机会最多、政府服务最
好。如今的奉贤空气清新，都市的
上空蓝天白云，城市市容环境脱胎
换骨、焕然一新，我们的生活中每
时每刻都离不开这些披星戴月、沐
风栉雨、忍辱负重又忘我劳动的环
卫工作者。环境卫生对一座城市
来说很重要。应该感谢和尊重环
卫 劳 动 者—— 我 们 的 城 市 美 容
师。奉贤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
样，我们这座城市几个三年下来，
越变越美。这里面当然有我们各
行各业劳动者的汗水和功劳。奉
贤的美和强，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
和努力换来的。

能在这样充满阳光和激情的
地方生活和工作，看到奉贤城市的
巨变，作为一位新奉贤人，我真的
很高兴。因为我感受奉贤人无比
自豪中格外热爱自己家乡，并以更
大的热情去建设自己的新奉贤，这
精神让我感动！

城市风景优美如画，从古老的
庄行老街到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
从缓缓流淌的黄浦江到奔涌不息
的杭州湾，从流光溢彩的人民路到
凌空盘跃的高速公路，从“东方美
谷”功能配套的产业园到民俗风情
的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我感受
奉贤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如今的
奉贤，正在以奋进之姿，期待着属
于它的蝶变。

“生态、人文、科技”，是奉贤城
市发展的主题。人与自然环境，人
与社会进步，都关系着城市的发展
和文明。

奉贤，本来就该是一首抒情的
诗、一曲动人的歌、一幅灿烂的画！

张国璋老师于2019年10月29
日中午时分不幸病逝，享年 90 岁。
噩耗传来，令人震惊，十分悲痛。当
年他在立新中学的学生们纷纷在群
内发出悼念和缅怀的短信和回忆文
章，还将在病房中慰问时的照片发
在群内。看到已是两鬓斑白的同学
们簇拥着病床上国璋老师的照片及
几位同学在追悼会上痛哭的场景，
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眼
模糊，悲伤不已。

回忆国璋老师的音容笑貌，历
历在目。他是奉贤教育界的老前
辈，德高望重。他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坚持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教育方针。他1949年加入共青团，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奉贤县
教育系统中为数不多的老党员。在
42年革命工作中，无论组织安排到
何处，在何种岗位，他都不计个人得
失，愉快服从分配，任劳任怨，竭尽

全力，力争进入先进行列。在四团
中学校长任内，学校被评为县教育
系统先进单位。在江海中学任校长
时，坚持教学为主。在外国语学院
招生中全县录取 6 名，其中江海中
学占 4 名，震动全县。江海中学男
女篮球，乒乓和田径队在全县中学
生运动会上连连夺冠，文艺小分队
在学校系统中也是出类拔萃，并向
市区和部队输送了几位文艺人才。

国璋老师为人正直清正廉洁、
处事公道、谦虚和蔼。曾参加上海
市教育学院中学行政部学习班，又
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本科函授
系学习。他的政治课深受学生喜
爱，他善于用生活与工作实例，把政
治理论和观点讲深讲透，生动有趣，
极具说服力、感染力，学生们常为他
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讲述而折服，
为他们走向社会，为人处事起到了
重要的指导作用。

国璋老师爱校如家，爱生如
子。江海乡的两位女同学因家庭经
济困难中途辍学。他说服家长，并
妥善解决了困难，使之顺利完成学
业，以后两位同学分别在解放军文
工团和乡敬老院工作，并有卓越的
业绩。

国璋老师鼓励支持学生报名参
军。钟、丁两位同学在1972年报名
参军时张老师对他们说：“只要你们
体检合格，学校一定出面保送”。
钟、丁两位同学在部队表现出色，成
为连队的骨干。刘同学在班内最为
调皮，张老师轻拍肩膀说道：“你这
囡怎么这样。”略带东乡口音严肃而
和蔼。刘同学一下安静了许多。

国璋老师待人和蔼可亲，温文
儒雅，工作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在基设备站时，与同志们一起劳动，
同甘共苦。他大胆创新引入半自动
化控制设备，提高质量效益。他自

己动手，建造食堂，组织开展学习、
文娱教唱活动，加深了团结和友
谊。单位车间获得了上海唯一的全
国勤工俭学车间的光荣称号。

国璋老师启用华师大生物系毕
业生陈家骅老师，创建 5406 和 920
生物农药、培育了灵芝，在学校系统
的校办厂中，独树一帜，深受农民群
众的欢迎。我在江海中学任体育组
组长期间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和谆
谆教导。在运动会上他为同学拿衣
服、包扎伤口加油助威。他带领师
生一起平整操场，拾三合土自建跑
道。

国璋老师退休后担任老年书画
社理事。他的书法清新流畅，有相
当的功底。前年我与一位老同学相
约到敬老院探望国璋老师夫妻，可
惜未见到他，成为终身的遗憾。谨
以此文，表示我们学校师生对国璋
老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你问我活着的意义
我说是去经历
你说我鲁莽、矇昧
我说人都世俗平凡
金钱是谁也跳不出的俗套
意义是瞬间
开始和结束的意识
生活的规律

我不想和你讨论了
我问空白的纸张
出神了几秒
纸张依旧空白
没有出现答案

游走街头巷尾
提起笔写下这些
只能自己去解开
你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规律

望海阁闲望海阁闲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