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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房子和我
■ 李国利

岁月情怀岁月情怀

存古渡 绳过渡
■ 王 英

望海阁闲望海阁闲 话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上 海 迎 雪
■ 李继航

想去横泾港河浜滩走走已经很
久了。

这是一个小寒后的清晨，格外
的冷，月亮经过一个晚上的奔波，将
走尽它的旅程，隐隐归去，东方的天
色已渐渐发白。环城南路横泾港桥
上车流来往穿梭，赶早上班的人群，
尽管行色匆匆，但个个笑脸却都在
极力编织自己美丽的梦。左首桥旁
边，越冬的树林，葱葱展叶，迎寒风
而开的几株梅花，媚媚闪娇，偶尔能
听到几声鸟叫音，冬季里尚存着一
丝春的意趣。

桥下就是横穿南桥镇的横泾
港。横泾港从环城南路进入南桥
镇，在镇境内约 4 公里后汇入浦南
运河。传说当年清高宗爱新觉罗.
弘历即乾隆皇帝下江南要经过，横
泾港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河道加宽
整治，结果乾隆皇帝没来，倒使横泾
港成为了一条运河。上世纪 50 年
代，横泾港来往的商船非常繁忙，经
常能看到浙江绍兴的“乌篷船”和运
猪的机帆船。横泾港曾经为奉贤的
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作
用，至 80 年代，奉贤的公路网迅速
发展，水路运输也被东首的新横泾
港和浦南运河代替，这条老横泾港
从此退出了航运，目前已逐步成为
南桥镇的景观河道。

不经意间，阳光穿透树林慢慢
射入了河面，横泾港的水面浮光跃
金，岸边的树更加翠绿。

脚下就是横跨横泾港的“南石
桥”了，它也是目前横泾港上唯一留
下的老石桥。桥的青石板路已被行
人的足履磨得珠圆玉润了，岁月筛
去了记忆里许多的故事，可苍老的

“南石桥”却始终陪伴着横泾港两岸
的变迁。

站在石桥的中央，一眼望去，横
泾港旧貌已难寻影踪。

这时，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从
桥下走来，当走近时，我一眼就认出
了原来是我以前的同事沈新华阿
姨，85岁的沈阿姨也认出了我。

“ 沈 阿 姨 ，你 现 在 还 住 这 里
呀”。沈阿姨对我说：“是呀，小李

子，我喜欢住在南廊棚，前几年两个
儿子都在新城买了房子，叫我去，我
就是不高兴去，这里习惯了”，“现在
生活好过了，倪老夫妻俩也住一百
多平方，蛮开心”。沈阿姨说得兴高
采烈，高兴劲尽显脸上。我记得沈
阿姨是 1994 年上春头（春季）搬到
这里住的，当时是单位分配的公房。

沈阿姨嘴里说的“南廊棚”，以
前是船工的停歇地，当时横泾港船
只往来繁忙，船工都喜欢在“南石
桥”附近停靠，慢慢形成了船工休息
的“驿站”，沿河而建的廊棚，相似于
现在浙江一带古镇的河边景观。

“南廊棚”由此开始热闹起来。
船工上岸后都在廊棚里小憩，

“小高升”（一种土烧白酒）、“荷叶羊
肉”是船工聊“山海经”时主要的小
吃。奉贤“荷叶羊肉”也因此成名。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南廊棚”拆
除，“南石桥”东面造了10幢五层楼
的公房，起名“古华新村”，后来慢慢

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古华社区。
古华社区是改革开放后除南桥

老区解放新村之外建设的一个新型
社区，它使南桥镇的地域面积大幅
度增加。

“横泾港”的东面由于古华社区
的形成而迅速繁华。

冬天的中午，冬阳照在我的身
上，虽没有那么和煦，但也有暖融融
的感觉，抬头看，嗬，横泾港边上古
色古香的古华商城亭台楼阁如烟雨
楼，葱郁的树丛，掩映着红的绿的琉
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墙柱，好看至
极。这里原来是奉贤县党校的位
置，所有的建筑都是单层瓦房。这
里也是我从市区来奉贤工作第一天
报到的地方，在这里我开始了在奉
贤工作41年的历程。

党校的北边有一座跨越浦南运
河的小桥，过了桥是当年的县食品公
司良种场，70年代时，这里主要是为
县里的畜牧业培育种猪和种鸡等。

1984年，我结婚时因为没有婚房，就
是在良种场一间20平方的旧瓦房里
做的新房，新房很间单，没有厨房，
也没有厕所。用“鞋底线”（一种当时
老人用来扎鞋底的线）在上面拉成
网格状，两面敷上旧报纸算是吊平
顶，墙面用石灰水刷白，地面用防锈
漆刷红。当年，大冷天半夜里去农田

“方便”和老鼠从报纸糊的平顶上掉
下来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繁华的商
业闹市，“九华丽园”“老街”等大型
社区依旁而驻。

我也早已搬进了18层高楼。
走着，走着，天色由黎明的鱼肚

白色，逐渐成淡蓝色。我全神贯注
的凝视“横泾港”两岸。

高楼别墅拔地而起、高速公路
通了、大桥通了、隧道通了、眼前将
要有地铁和高速公交……

南桥变了，我随着也变了，变得
阳光而更加幸福。

元月十三，我刚睁眼就看到窗
外竟是漫天飞雪，我赶紧穿衣起床，
迎雪出门。这是我在上海生活十年
中第一次与雪亲密接触。

寒风裹挟着雪片打在我身上，
仿佛久违的朋友在拍打我的肩膀，
尽管这个朋友经常会在聚会时讲我
儿时的糗事。没想到雪还挺大，一
会儿路人的头上都白了，而融化的
雪水也打湿了我的短发。我拒绝了
伞，一任大雪在我身上、心中肆意挥
洒。我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里都
在谈论下雪，各种对联、诗词、歌曲
一下子都冒出来了……

突然，我想起了另一场雪。那是
放假前一天下午，体育老师带着我
们几个青年教师在操场上练篮球。
统一训练结束后，我最喜欢的三对
三对抗赛开始了。我那时尽管水平
一般，但绝对是豪情万丈，全情投
入。忽地，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转

瞬间，鹅毛大雪飘落下来。体育老师
赶紧集合队伍，准备训话下课。说着
说着，他在我眼前已经看不清了。突
然，一团极大的雪花沾在我的眼镜
上，我完全看不见前方了。很莫名，
我心中泛起一阵凄凉，在回宿舍的
路上，我竟然满眼含泪！我能想象，
当我的老同学在南方的暖阳里纵横
驰骋的时候，我在冰城的大雪中冻
僵了！那天是2015年4月30日。

2007 年 9 月我来上海读研。我
发现，上海人对雪是很欢迎的，而
那种迎雪的状态表现为下雪前的期
待、下雪中的狂欢、下雪后的怀
念。对此，我从来是嗤之以鼻的。
更让我火大的是，一位来自东北的
于姓同学也为下点雪而上蹿下跳！
我实在无法理解了。我清晰记得上
海2008年那场大雪，当时我恰好回
河南过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一向
严谨古板的导师也玩起了自拍秀。

他在 2009 年寒假还刻意带家人去
哈尔滨旅游，说要好好感受一下雪
的魅力！

上海下雪本就少，我又幸运地
躲过了为数不多的几场雪。当然，我
是有绝招的：有时我听到天气预报
早早躲开；有时我坐在屋里床上迟
迟不出。在上海常见的下雪情形是
第二天看新闻，报道哪些区昨晚下
雪了，而窗外是暖阳袭人。靠着老天
帮忙，我的绝招一次次奏效。近十
年，我确信没拍过一张带雪的照片。

从教开始我就忙忙碌碌，到现
在还是忙忙碌碌，虽然单调却也充
实，唯一的遗憾就是时间过得太快
了，因为单位里叫我小李的人越来
越少了。所幸我不任性，买房、结
婚、生子、买车、换房、评职称......我
总在应该的时间做应该的事，咋一
看也不显得太落后了。

新年回家，我的一个重要心事

就是看看发小们。我还是比较幸运
的，因为天南海北的人竟然聚齐
了。看着他们一个个心宽体胖，我
的心彻底放下了。由于我承担开车
送两位发小回家的任务，就没有喝
酒。世事多变，当时最不能说的现
在做了销售，说话一套一套地。整
个过程，我都静静地听着，只是放肆
地抽了几根玉溪烟。快结束时，涛
哥看着我说：“你小时候可是最能说
的呀！我们其实想听听你在上海的
趣事，没想到他喝了酒就说个不
停。”我说：“教师的生活有什么趣味
性呀？我看你们说得都挺好，让我
知道了很多不同领域的故事。其实
我看到你们身体健康，能吃能做就
放心了！”我最终也没讲出什么趣事
来，因为我真的讲不出来。

陈丹燕在《弄堂的春光》中这样
写“上海人”：经济适用，小心做人，
不过分地娱乐，不过分地奢侈，勤勉
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
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
可也识时务，懂得离开空中楼阁。

儿子那天很生气，因为下雪时
我没有叫醒他。他说下次有雪的时
候，他一定要迎雪跑。

每一次相聚与离别，偶遇与擦肩，

都是生命篇章中最美好的字句，

如珍珠般散见于每个过往的段落。

与诗结缘，与寂寞相伴，

是宿命，是缘分，

不可抗拒，又何必抗拒?

幸福与美满不可兼得，

月圆与月缺都是生活常态，

何不把握珍惜每一次相逢的机遇，

让脚步在岁月长河中驻足漫步、

留下痕迹，

让心灵同频共振，

如溪水涤荡生响、清澈纯净，

让生命的礼花在空中快乐绽放、

自由飘洒。

让这爱和情思啊，

灿若夏花，却不失秋叶之静美；

暖若冬阳，却不失春水之勃勃。

深藏在心底，吟咏成诗行，

淡去，永恒，不朽……

奉贤区庄行镇存古村又名存古
渡，也称“绳过渡”。

存古村有一条向北通往黄浦江
的河道，宽约二十丈，名叫千步泾。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古时，千步泾河上架桥甚少。
存古境内竟无一座，两岸行人来往
不便。尤其是难住了从河东到河西
叶榭镇读书求学的孩子。他们只能
向北走到虹桥湾，过桥折南去叶榭
镇，一个大圈子多走了一半多路。

千步泾河东有个张家宅基，宅
上有一位体魄健壮的张大伯，他心
地善良，乐意助人。见到这种情况，
就把两河滩筑平，建起简易渡口，摇
了自己平时捉鱼摸蟹的小木船义务
为行人摆渡。并立下一个规矩，在早
晨和傍晚则优先摆渡那些在叶榭镇
上的读书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一年又一年，张大伯变成了张
老伯，天天摇船摆渡感到力不从
心。老伴劝他停下来，不能停，聪明
能干的张老伯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
法：从家里拿出一根有锄头柄粗非
常结实的麻绳，分别牢牢地拴在渡
口两岸两颗老槐树杆上，拉紧扎牢，
像缆车绳索一样悬挂在河面上。然
后，他就在岸边指导行人上船站稳，
双手握紧绳索，一步一步往前拉，船
也稳稳地向彼岸行驶。这种自助摆
渡的方法非常好，既安全又方便，也
使张老伯省力了不少。人们纷纷称
赞张老伯助人为乐、心灵手巧。“绳
过渡”名气也响遍了浦江南岸。

乾隆年间的一年春天，大清国
皇帝乾隆来松江府微服察访，在叶
榭镇茶馆里听到了这件事，他龙颜
大悦：“想不到，我江南村夫竟有这
般善良聪明”。即命松江知府前往
慰问张老伯，同时又命他到“绳过
渡”现场勘察选址，由官府出资建造
了一座两墩三跨的木桥，题名“读书
桥”，意喻为莘莘学子勤奋学业架起
了“成功之桥”。

千步泾上建造了“读书桥”，行
人来往更加方便了。人民走在桥上
却仍然怀念张老伯创建的“绳过
渡”。薪火相传，念念不忘，故事一直
流传至今，它激励后人要像张老伯
一样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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