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则自然、出则繁华”，这是我对

雕塑公园最直观的感受。雕塑公园的

美，美在绿意青葱。雕塑公园绿化覆

盖率大，花草植被繁茂，一眼望去，花

团锦簇，满目青葱。干净的道路路缘

两边，翠绿的大草坪，各种颜色的花儿

争奇斗艳，有的美得张扬恣肆，顺着树

干将全部的美丽流泻而出；有的在枝

头上破壁而出，明媚动人；一簇簇、一

片片的花儿，白绿、红绿随意交织，一

年四季，层林尽染，像是为绿色屏障绣

上了多彩的锦线。

我挨着公园住，自然多了亲近它的

机会，几乎每天都会在雕塑公园周边慢

跑，目睹它四季景色更替。尤其是春夏

之际，浓叶荫翳，漫步其中十分幽静，别

有情趣。踏着窄而曲的石板路穿行其

间，颇有一丝花谷探险的小激动，每个

拐弯处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穿过

曲折的石板小路，拐个弯就是宽阔的永

康江，与端头公园遥遥相望。公园的一

旁栽种婀娜多姿的垂柳，落花打动不了

无情流水，换作垂柳，用它骨子里的柔

媚，纤纤枝条撩拨流水的心，让人荡出

一心的涟漪。

明明有颜值，偏偏还有实力。

雕塑公园又名抗美援朝纪念公

园。60 多年前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

800 余名永康籍优秀儿女入朝参战，

73 人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为了缅怀

英烈，一群老兵筹建起了纪念公园，成

为铭记这段历史的鲜活教材。公园将

美丽的园林景色和爱国主义文化主题

相融合，让市民在绿色生机中感受革

命情怀。

从公园的凯旋门入，直入眼帘的

是英雄纪念群雕，雕塑的顶端有紧握

钢枪的志愿军战士和放飞和平鸽的朝

鲜小姑娘，四周六位神态各异的志愿

军战斗英雄，雕塑南侧为毛泽东主席

题词，西侧为周恩来总理题词，北侧为

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题词，东侧

为江泽民主席题词，两边雕刻着永康

73名烈士英名录。英雄的雕塑在硕大

的园林里，恣意释放着自己的美感。

在公园的四周，都能看到气势恢宏的

飞机、大炮、坦克，那都是抗美援朝时

使用过的“真家伙”。所有的这些，都

在向世人宣告战争的残酷，也向世人

表明我们从未忘记这些牺牲在异国他

乡的英烈，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可

歌可泣的历史。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了 68 周

年，对于这场战争，很多人或许只停

留在读过几篇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文学作品、看过几部抗美援朝爱国

题材影片上。是啊，毕竟那个年代已

经过去了近 70 年，很多人或许早已

忘 记 了 战 争 带 来 的 巨 大 灾 难 和 伤

痛。但我相信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

云烟，历久弥新；有一种信仰，筑起不

朽丰碑，永远矗立。我们祖国是英雄

辈出的民族，生生不息。曾经“壮志

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最终

在“莫须有”面前，只能“怒发冲冠”

“仰天长啸”的岳飞；“想当年，金戈铁

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辛弃疾；虎门销

烟伸张民族大义的林则徐；舰在我

在，舰亡我亡扬我军威的舰长邓世

昌；面对敌人血淋淋的铡刀，昂首就

义的刘胡兰；为民族解放而甘愿奉献

青春和生命的江姐；任凭烈火烧身，

我自岿然不动，用最坚韧的潜伏，完

成了中国志愿军最勇猛突击的邱少

云；以血肉之躯挡住敌人机枪口的黄

继光，用战斗的姿态把自己的生命永

远定格在异国他乡⋯⋯这些英雄早

已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但淹没不

了他们用生命和正义抒写的壮丽篇

章。他们用坚定的信仰奏响了一曲

曲扣人心弦的英雄赞歌！用沸腾的

热血谱写了一篇篇壮志豪情的生命

史诗！

雕塑公园，不仅是永康这座城市

的心灵栖息地，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后

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喜欢来这里慢跑。

是为了能看看公园里静谧生长的

花树，看看悠闲行走的人们，享受微风

拂面的自然之美！

是为了能触摸公园里厚重凝练的

碑石，触摸历经沧桑的历史，仰望英雄

的荣光，让自己前行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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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涧

我选择在某个时分

自耀眼的水光中现身

怀揣一枚落日的印玺和瑟瑟江山

我爱这一再崩溃的山河，爱乱世

也爱一湖水表面的平静和深处的波澜不惊

有那么一瞬，我误以为

那艘横斜的木船，船头孤独站立的人

就是我自己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谁曾想有一天，我会在湖水幽深的眼睛里

洞悉自己的命运

水是疆土中柔软的部分

我看见过一个女人黄昏时的样子

宛如一座湖此刻的样子

美得惊心动魄，美得只剩下了美

但所有这些，都挡不住江山荒草无边

在心中养虎，或者在池中养鱼

都是权且之计

此时湖水浩荡，沉没了身体里的刀剑

这多好，没有人争霸天下

也没有谁，为红颜一怒，成为流水里的传说

当一切成为往事，身外芦花纷飞

只有流水，在体内发出鹤的鸣叫

天下早已不是汉时

昆阳、信都、卢奴城，都是旧地重提

我本是刘家后裔，汉室王孙

活着，应是一片江山

死后，是一堆不朽的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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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过冀州
□杨方

曹操冀州操练水兵

我要让一座湖心怀刀剑

让流水轰轰隆隆，埋伏下千千万万刀斧手

日出有血，江山分裂

多么好的江山，我来时看见败壁题诗，

英雄酒醒

从望梅止渴到青梅煮酒

东风与星相

终成为遗留人间的事物

壮志未酬，霸业难成

而我老得有些太快

胡须像醒着的针一样尖锐

仿佛我一出生，就已是智慧的老年

大河之北，雄心和梦想之外

一定还有更多的事物，流水一样盘旋

遥想当年，十七里外阳平亭，

十八里外滏水与漳河

水淹冀州城，是许子远那家伙想出的计谋

周围四十里，掘壕堑二丈深

袁尚终败于一场大水

有时候，流水是比刀更锋利的刀

喜偏锋，九曲回环，搅起山河一片寒气

今夜月亮偏西，三星暗淡

我的冀州方兴未艾

我的冀州，晴天多于雨天

大风总是往天上刮

一个心怀天下的人

怎能像流水那样发出咆哮

他的剑隐忍，沉默

他的剑，必须时时，按捺住瞬间而起的杀心

就像湖水掀起风浪

江山摇动，露出衰败的底色

作为一个诗人，我鄙视所有阴谋和诡计

作为一个政治家

我要关心的不是落日，而是今夜的粮草和马匹

湖水已披戴好天赐的黄金甲

危险的箭镞，携带着死亡的风阵

勇士们！避开，或者挺胸迎上去

都要保持，最优美的姿势

立秋之后，暑气未消，架不住永康

弟兄们的热情呼唤，又一次高铁南下。

出永康南城，约莫二十分钟车程，

便来到一个叫下楼的村庄。

瞄上此地，是因为小辉的朋友在

这里新开了一家餐馆，故今儿既是来

尝新的，也是来捧场的。

餐馆是个四层小楼，外加一院

落。院旁堆着砂石料，有些杂乱，据说

这是隔壁人家造房用的。

说是餐馆，并无门楼，甚至连招牌

也没有，只是在四楼阳台上挂了一个

匾额，在刺眼的阳光下，忽闪着“乡涧”

二字，空白处歪歪扭扭写着一行诗：

“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

咦，这不是厉鹗赠友人的对联嘛。

走进大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立

轴上名家的字，不过依然写的是:“相

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

大堂窗外，竟有一条清溪，流水潺

潺，蜿蜒而过。不由暗忖，馆名取作

“乡涧”，倒颇有诗意。

老板是个 80 后，白白净净，像个

书生。于是问道：“为何取名‘乡涧’？”

答曰：“因为喜欢‘相见亦无事，不

来忽忆君’这副对联，就取开头两个字

的谐音‘乡涧’，再说这本就是乡间。”

老板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我问

道：“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不好意

思，我初中毕业。”老板怯怯地说。

嗨！高手在民间，绝对的。

落座不久，菜就上来了，荤的素的

都很新鲜，味道也不错。

当晚喝的是澳洲红酒，就着当地

的农家菜，分明是盛宴的架势。酒过

三巡，众人渐入酣境。端坐上首的我，

趁着耳热，缓缓站起来，身子没怎么

摇，酒杯却有些晃。

“弟兄们，我们要向店老板学习，

吃也要吃出点文化来。”我提了提嗓子

又道，“比如，老板说的‘相见亦无事，

不来忽忆君’，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众人放下酒杯，面面相觑，纷纷摇头。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一起或

许只是喝酒聊天，抑或什么都不做。

然而，当某人久未谋面，大家会在某个

时刻忽然想起他、牵挂他。这就是所

谓君子之交，它虽平淡，但最为怡情，

并且持久。”

“写这首诗的人是谁？老大。”有

人问我。补充一点，我被称作老大，其

实就是年纪比他们大。

“这人叫厉鹗，钱塘人，按今天的

话说我们是杭州老乡，不过，他是清朝

的一位文人。”我说到此处，拿出手机，

翻出以前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有关

乎厉鹗的内容。

那是去年 9 月底的一个傍晚，我

到杭州友人开的会所赴宴，会所地处

西溪路，背靠王家坞。趁着没到饭点，

只身游步至后山坳，在山路一侧竟发

现厉鹗墓，碑文前面还立有其塑像，形

单影只，孤瘦枯寒，不忍卒睹，遂拍照

发朋友圈，致敬这位“钱塘举人”。

厉鹗（1692~1752 年），字太鸿，

号樊榭、南湖花隐等，清代著名诗人、

学者，浙西词派中坚人物。

我对厉鹗的偏爱，或许有些无厘头。

其一，皆出身贫寒。厉鹗祖居慈

溪，生长在杭州，祖父、父亲皆为布

衣。早年丧父，差点被兄送到庙里当

和尚。我乃标准 60 后，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从安吉到杭州求学乃至工作，爷

爷、爸爸两代贫农。作为农家子弟，直

到参加高考，才第一次有机会到县城，

第一次见到香蕉长成那样。

其次，均不屑为官。厉鹗两次进

京考进士而落第，朋友们都为此叹息，

他却淡然道：“吾本无宦情。”到了五十

多岁，他为了求得俸禄以侍养老母，决

定以举人候选县令，应铨入都。当他

北上来到天津时，意外看到老友查为

仁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所做的笺

注。于是，对学术的热爱战胜了对仕

宦的追求，决定和好友同撰《绝妙好词

笺》，完成后才返棹南归。本人曾混迹

公务员队伍 20 余年，也当上了小官，

可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便

毅然决然辞职，游离于体制之外。

再者，喜游山玩水。厉鹗虽是一

个穷愁枯瘦的读书人，但性雅好游，向

往野逸，自称“平生湖山邻。”他二十岁

时就写下了《游仙百咏》这一百首游仙

诗，没过多久他又写了《续游仙百咏》，

接着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山水情怀

再次放飞于《再续游仙百咏》之中。其

山水诗，以写浙江名胜为多，最突出的

是刻画杭州的自然风光，尤其是西湖、

西溪一带的万般景色，全都进入了他

的诗词之中。所以，他死后被葬在西

湖与西溪之间的王家坞。

本人也热爱自然，钟情于山水，常

与三五知己一道结伴游玩，甚至组织

乐游团，一路欢歌一路酒，穿梭于浙南

浙北。而我的玩法属于“上车睡觉、下

车拍照”，最多发个朋友圈。有时登山

涉水，面对景点风物，也想吟咏一番，

可是腹内空空，纯属酒囊饭袋，若作吟

风弄月状，一不小心会挤出一个屁来。

“当代风骚手，平生山水心。”老夫

子的《宋诗纪事》《辽史拾遗》等多部力

作收入《四库全书》中。时至今日，上

海古籍出版社、杭州出版社仍在出版

他的作品。

毋用讳言，我终究无法与厉太鸿

相比，但作为食客，总想吃出点文化

来，吃出点雅和兴来。

□金仁春

在雕塑公园仰望英雄荣光
□应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