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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陆游的美好家风
□ 黄卿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有七个儿
子，他非常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不
仅以身作则，还写下多首诗词，对孩子谆
谆教导。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读《示
儿》，我仿佛看到一间破败的茅屋中，白发
苍苍的诗人躺在床上，艰难喘息着，弥留之
际，他竭尽最后一口气断断续续嘱咐儿子
们：
“ 我知道人死万事皆空，唯一让我感到
悲伤的是我不能亲眼目睹国家统一。所以
你们要切记，等到朝廷军队挥师北上，一统
中原的那一天，你们一定要到我的坟前告
诉我这个大好消息。那时候，我就可以含
笑九泉了。”初读此诗，我看到的是诗人对
国家统一的殷切希望，感受到的是诗人至
死不渝的爱国之情。反复揣摩之后，我对
诗人的遗言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这也是在
告诫儿子时刻把统一大业放心头啊！
《示元礼》
“燕居侍立出扶行，见汝成童
我眼明。但使乡闾称善士，布衣未必愧公
卿。”陆游晚年辞官还乡，含饴弄孙。孙儿

学而

元礼或侍奉左右端茶倒水；或紧紧搀扶，充
《礼 记·大 学》所 提 倡 的
当拐杖，对诗人体贴入微。见孙儿如此孝 “格物致知”
的方法吗？
顺懂事，陆游愈发神清气爽，耳聪目明，大
陆游一生热爱劳动。
“ 一帚
发感慨：做一个人人称赞的好人，哪怕永远
常在旁，有暇即扫地”
“舍东已种百本桑，舍
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在高官显贵面前也绝
西仍筑百步塘。早茶采尽晚茶出，小麦方
无愧色。是啊，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
秀大麦黄……”诗人有空就干活，种桑养
在于当了多大官，发了多大财。
《弟子规》不
鱼，早晚采茶，一年四季，收获了庄稼，也收
也把“孝悌”
“爱众”放在一切做人准则的最
获了快乐，收获了健康。诗人不仅自己身
前面了吗？如果每个人都能从小事做起， 体力行，还“时时语儿子，未用厌锄犁”
“愿
从身边的人帮起，让自己的“正能量”如同
儿力耕足衣食，读书万卷真何盖”教导孩子
水波一般一轮一轮扩散开去，友善之花终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
将会开遍全社会。
爱国、友善、好学、勤劳，诗人陆游的这
陆游爱书成癖，以“书痴”自许。他也
些美好家风代代相传。他的两个儿子均是
经常教育孩子要多读书。
“ 古人学问无遗
有名的清官；孙子陆元廷，为抗元奔走呼
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号，积劳成疾而死；曾孙陆传义，坚持抗元，
知此事要躬行。”他写给小儿子子聿的这首
崖山兵败后绝食而亡；玄孙陆天骐在抗元
《冬夜示子聿》中，谆谆教导儿子：自古以来
战斗中宁死不屈，投海自尽。满门忠烈，一
做学问都要勤勤恳恳，竭尽全力。年轻时
家义士。
肯下功夫，老了才能收获成功。但是也不
陆游的家教告诉我们，好家风有助于
能做个只知读死书的书呆子，因为仅仅从
子女成长成才。好家风也会影响到学风、
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想彻
民风、政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是民
底认识事理还要亲自验证才行。这不正是
族兴旺发达、
国家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

古诗词中觅父爱
□ 李仙云

韩非子在《易·系辞上》中提出：
“ 臣事
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
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古代向来
注意维系宗法人伦关系，强调各种人伦关
系“威严不可侵犯”。受“子事父”父权思想
的影响，古代歌颂父爱的诗词远远少于歌
颂母爱。相比母爱，父爱更多的是深沉、内
敛。但透过些许诗词，我们还是能感受到
那份千年不语，
却深沉厚重的浓浓父爱。
“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
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郑板
桥身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在
官罢之后却囊中羞涩，平日里也只能靠卖
画“佐朝餐”，诗书画世称“三绝”的一代大
才子，竟贫困潦倒至此，连女儿出嫁都无法
给一个体面像样的嫁妆。爱女情浓的他，
也只有无奈地碾磨挥笔，为女儿画一幅春
兰图作为相陪的嫁妆了。可此物却胜过黄
金万两，像一个传家之宝，在告诫后世子孙

美食
在城里生活久了，和朋友们一起相聚
品赏来自天南地北的美味佳肴时，我就会
想起家乡的山川和田野，想起家门外稻草
的清香味，想起谷花鱼游弋的一片一片金
黄的水田。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家乡的梯田里处
处稻香鱼肥。野生的鲤鱼、黄鳝随着河流
游进稻田，依靠稻花青草和虫儿生长，长大
后常常被家乡人抓来入食。
家乡的农作物素来以水稻为主，
这里也
是滇西先民最先把野生稻变成栽培稻的地方
之一。多少年来，
那些饱满富庶的梯田衍生
出了丰富多彩的稻作文化，
也孕育了丰富的
食材。尤其是家乡人心仪的谷花鱼，
已成为
乡村人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不论哪种制
作，
只要有了谷花鱼的加入，
乡居田园的人们
就能尝到原汁原味的田野清香，
百吃不厌。
家乡人自古以来素有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的习俗。乡村谋生的时光锤炼了父老
乡亲对食物的多种理解，人们对谷花鱼的
吃法也多种多样。这些花色繁多的美食，
或酸辣，或清炖，或杂烩，吃法不同，但都喂
养了乡下孩子有滋有味的童年。
谷花鱼集鱼肉本身的美味及稻花的清
香、田园的自然气息于一身，烧烤的香香脆
脆；清蒸的鲜嫩爽滑；煮汤的鲜甜回甘……

为官之道，
乃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最喜东坡先生的《洗儿诗》，
“人皆养子
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
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位连王安石都慨
然“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的全才，
他一生深受“才华”之累，诗词被一些别有
用心之人嫉妒诬陷，几遭贬谪受尽颠沛流
离之苦，他惟愿儿子“无灾无难”。用今天
的话说，我不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只在乎
你飞得累不累。他的三个儿子虽一生平
平，官小财寡，但在父亲受难之时，却万里
相随，不离不弃，父子间亲情满满。东坡的
一生充满坎坷，可他那“惟愿孩儿愚且鲁”
的另类父爱，却像是开在苦难生活中最美
的花朵。
“吴树燕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
梦魂不惮长安远，几度乘风问起居。”宋代
凌云的这篇《忆父》，每读一次就共鸣到心
中悲戚，虽隔着岁月之河，我也同诗人一样

身处吴地，仰望他乡碧空中的舒卷白云，南
北阻隔，悠悠情思难寄亲情之殇，心绪常缠
绵辗转于家乡三秦大地的沟沟峁峁，一抔
黄土，两行清泪，那长眠于黄土之下的父
亲，是我内心永远的伤痛，屡次梦回相逢，
往事依旧清晰如昨，只恨“子欲养而亲不
待”。也诚心奉劝天下儿女，行孝于父母健
在时。
童年时，父爱就像我们在襁褓中悠悠
荡荡卧于其间的摇篮，温暖、恬适、满满的
安全感；少年时，父爱就是那为我们一路保
驾护航的舵手，他护送我们走进陌生的校
园，人生的另一个驿站；青年时，父爱又是
我们遇挫奋起，在现实的打拼与摸爬滚打
中，累到筋骨俱痛依然能够满血复活的生
命灯塔……无论岁月如何绵长，父爱永远
都是世间最暖的那份情，最真的那份爱，大
音若希大爱无声，愿我们都能读懂和珍惜
父亲那沉默不语，
却凝重隽永的爱。

谷花鱼
不同的烹饪方式，都有其独特的风味，深受
乡村食客们的好评。如果是鲜煮，从稻田
里抓回家的谷花鱼，经过厨师的双手处理
洗净后，加上本地特产的木瓜片、青椒、葱、
生姜、
大蒜、
芫荽、
胡椒、
草果、
盐巴和白糖，
放入汤锅小煮，就是一道完美的家乡菜；如
果是烹制酸辣谷花鱼，则将处理好的谷花
鱼晾干水分，放进油锅里炸至金黄，再加入
姜葱蒜等佐料，放入冷水中一起烩煮，直煮
到色泽微黄，肉骨皆酥为止，起锅前以酸香
辣收汁。以酸辣为主打的谷花鱼讲究的是
小鱼整吃，从头到尾，食客放到嘴里咀嚼，
不用吐鱼刺，酥香鲜美，微透酸甜，食后齿
颊留香。
还有一种吃法，叫舂鱼。乡村厨师们
将油炸过的酥黄清香的谷花鱼放入研臼，
再加入大蒜、芫荽、生姜片、核桃仁和盐巴，
用木杵轻轻捣碎，将佐料和谷花鱼充分融
合，这一道滇西乡村原汁原味的舂鱼美食
就应时而生了。
不论何种烹制方式，都需要厨师掌控
好最上乘的火候。有了谷花鱼做食材，再
加入各种所需的调料，才能保证食客们吃
起来鲜中生香，
回味悠长。
在乡下，季节是最好的集结号，坝子里
的水稻微微泛黄，稻香四野，水田里的谷花

□ 杨 军

鱼也开始肥硕。不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喜
欢食用谷花鱼的客人也踏着节令，成群慕
名而来。每年谷花鱼肥硕待捕时，母亲就
会打电话来，一遍又一遍地催促我回家。
其实我知道，母亲担心的不是急着收获那
茬寄养在稻田里的谷花鱼，而是牵挂着蜗
居小城的我们一家。
我永远理解母亲的心情。毕竟，谷花
鱼 的 味 道 ，维 系 着 游 子 心 中 最 温 润 的 情
思。不论或苦或甜，它都寄托着我们对乡
土的眷恋，对家园的不舍。其实，在我的内
心深处，总有那么一道简单却独特的食物，
是其他任何食物都代替不了的，甚至那种
味道，是走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都很难再
找到的味道。它有着时光的记忆，泥土的
芳香，还有着母爱的醇厚。这，就是故乡和
亲情的味道。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马朝中楹联选
题昆明
别号春城，
果然气象无冬夏；
真如国画，
但见湖山总黛青。
题大理
故国新城，
历史由兹壮美；
苍山洱海，
人文在此舒张。
题临沧
七川铺地，
负载生灵繁衍；
三塔凌空，
添加气势恢宏。
题思茅
古道开端，
自是民风醇厚；
名茶产地，
当然境界清新。

作者简介
马 朝 中 ，1945 年
生 ，玉 溪 市 华 宁 县 人 。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云
南传统文化研究会特聘
诗人，著有《联题中华历
史英才》。

投稿方式
稿件可发到邮箱
ccwbfk@163.com
（投稿时请在标题上注明
“诗化云南投稿”
）我们将在来
稿中择优选用，先上“诗化云
南”应用号，特别优秀的将在
春城晚报副刊“春晓·诗化云
南”专栏上刊用，被春城晚报
副刊“春晓·诗化云南”专栏采
用的，
将支付稿酬。

你可以这样关注我们
添加“诗化云南”应用号
分以下几步：
第一步：确保手机已连接
网络（Wi-Fi 或者 4G、3G）。
第二步：在手机屏幕上找
到应用商店（苹果手机则找到
“App Store”
）。
第三步：在搜索框中输入
“开屏新闻”
并进行搜索。
第四步：
点击“安装”。
第五步：按照提示进行安
装，如果遇到是否允许的对话
框，
选择“总是允许”。
第六步：安装完成后，在
手机屏幕里找到“开屏新闻”
程序，
点击打开程序。
第七步：初次进入程序，
会多次弹出对话框，选择“同
意”
或者“总是允许”。
第 八 步 ：在 程 序 的 最 下
方 ，右 下 角 位 置 点 击“ 应 用
号”。
第九步：在弹出的新界面
中，进入顶部“教育”栏目，选
择“诗化云南”后面的“+”进行
应用号添加。
第十步：点击进入“诗化
云南”应用号，可浏览相关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