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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猛， 是我初履人世的土

地。当记忆形成时，她成为我离
开最早的地方。 如果说生活犹
如创作一部四十多万字长篇小
说《曙光》的话，那么，老家塘猛
村无疑是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前
言。

十多岁离开老家塘猛村
（现改为文塘村）。 在这几十年长河中，尽管
在塘猛村生活仅有十多年时间，但是，这十
多年，是我儿童时代最为难忘的岁月，也是
为我展翅高飞打下良好基础的岁月。 之所
以难忘，因为塘猛村印象单一而持久，或许
是因为十多年的生活步子缓慢的缘故吧！
对此， 在我印象中， 才显得十分深刻与难
忘。

家的后面是塘猛岭，前面是塘猛塘。 有
山有水，山水兼备，这是个好地方。

然而，为何称为塘猛村？ 这里传颂着一
个美丽的传说。 很久以前，后岭上居住着一
对勤劳的夫妻。他们生下了兄弟两人。大的
名叫塘子，小的名叫猛子。 十五岁那年端午
节，他们兄弟俩偷偷提着捉鱼斗下山，来到
山脚村下一口小池塘捉鱼。 一整天，他们都
没有捉到一条鱼， 感到十分伤心失望。 傍
晚，当兄弟俩灰心丧气拿起捉鱼斗，上岸准
备返回后岭时， 突然， 鱼塘里有一只鲤鱼
精，从水中跃起来亲昵地叫：“哥哥，我在这
里，来啦！ 我等着你……”兄弟俩听到是女
人叫喊声，立即转头回望，只看到一条大鲤
鱼正在水面上弯弯打滚。 于是，兄弟俩便提
起捉鱼斗重新下池塘捉鱼。 可是，当他们走
到时，大鲤鱼一下子翻身打滚就不见了。 兄
弟俩不甘示弱，继续在鱼塘寻找捕捉。 料不
到却陷入了鱼塘深坑， 再也上不来了。 本
来，鲤鱼精只是想与兄弟俩开个玩笑，改改
平时的寂寞无聊状况而已， 不料到这一玩
笑竟断送了兄弟俩的生命。 她心里感到十
分愧疚与痛苦。 于是，她翻身一跃出水面，
变成一口大鱼塘，鱼（塘）头在东边，鱼（塘）
尾在西边，像半月牙一样围绕着山脚村。 然
后，再一跃而起，变出无数的大鱼小鱼在塘
中漫游，让山脚村乡亲们每年端午节捕捉。
这样， 每年端午节， 乡亲们都要下鱼塘捉
鱼，人人都是满载而归。 为了感谢兄弟俩的
功劳， 乡亲们从兄弟俩的名字中各取前面

一个字，将山脚村改为塘猛村，把后岭改为
塘猛岭，把池塘称为塘猛塘。

传说是动人的。 这个美丽的传说，不仅
给塘猛带来繁荣，丰衣足食，乡亲们日子过
得一年比一年红火。 同时，也给我的人生增
添了无限的生活色彩。

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后返乡，接受贫
下中农再教育。 返乡第二天，生产队长就派
我去十多公里远的外乡参加水利建设。 我
是独生子，从没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
还不满十六岁。 对此，一向把我当作宝贝的
父母，感到十分心痛和焦急，担心我干不了
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 于是，父亲向生产队
长提出请求。

父亲哀求说：“孩子刚十五岁， 还是个
小孩子，从没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 何况，
他才刚刚从学校回来，请你另换一个大人，
好吗？ ”。

队长毫不客气地说：“怕艰苦？ 人家十
三岁都干了。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你儿
子十五岁了，为何就干不了！ ”

父亲见到这位队长态度如此强硬，没
有一点商量余地，连个情面都不给，心里感
到委屈， 眼眶含着泪水默默无言地返回家
中。

我看到父亲回来，急急地走上前去问：
“我不去参加水利，行吗？ ”

父亲眼睛里充满泪水，十分疼爱地说：
“孩子，委屈你了。 ”说着，紧紧地抱着我，眼
泪掉落下来。

父亲对生活从来没有低过头， 也没有
流过眼泪，是一位十分坚强的人。 不论工作
有多艰苦，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千方百计去
克服。 因此，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流过眼
泪。 此刻，父亲紧紧抱着我，眼泪掉落在我
的衣服上。 我明白了，队长不同意父亲的请
求，也许严厉怒斥了父亲，才这样刺痛父亲
的心，使父亲如此这样伤心落泪。

高中毕业后， 大队附中邀
请我任语文课与音乐课老师。
这期间， 我还带领附中宣传队
参加学区文艺汇演比赛并取得
好成绩。 可是，返校后不久，因
我家庭是中农成份， 大队辞退
了我。此事，也给父亲与我带来
很大的思想打击与痛苦。

父亲的眼泪， 在我心灵上带来了很大
的创伤，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从那天起，我
暗暗下决心， 决不能给父母带来痛苦与无
奈。

塘猛给我带来了创伤， 也给我带来了
奋进的动力。 高考恢复后，从此，我带着无
限的悲伤， 离开了那令人伤心而且令人难
忘的地方。

塘猛，究竟是生我养我的塘猛。 她犹如
一个人一样，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也免不了
有过错的时候。 但是，她并没有抛弃我，依
然把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以自己的
奶汁把我喂养长大。 没有她的过错，也没有
我今天奋志成才的日子。 塘猛，我心中的塘
猛。 我爱你，几十年来都没有厌弃你。 在我
的心里，依然是老家塘猛，依然牵挂着的塘
猛……

进入新时代后，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秋
色宜人的日子，我有幸参加作家采风团，回
到阔别几十年的出生地塘猛采风。 唐代诗
人杜牧在《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中，有描
绘江南秋色的一名句：“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 ”这句诗描绘江南的秋色
迷人。 是的，如今的塘猛， 时过境迁、 今非
昔比， 秋色迷人， 处处赛江南。 在全国建
设美丽乡村的东风吹拂之下， 结束了昔日
分田到户小拼小闹的贫穷日子， 走上社会
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成为全社第一
个实现美丽乡村的典型。 此刻， 当我在村
中干净宽敞的水泥大路上走时， 再也看不
到往日的泥泞小路了； 当我看到村中建起
一幢幢洁白的小洋楼时， 再也看不到往日
破旧不堪的小泥土房子了； 当我走村串户
深入农家采访时， 再也看不到乡亲们那张
愁眉苦脸的脸孔， 而是一张张甜甜蜜蜜的
笑容。

啊！ 老家塘猛，你已成为我取之不尽的
创作源泉……

生我养我的塘猛
王之之

1992 年， 我受同事的影响开始收藏烟
标。 为了收藏到好的烟标，我厚着脸皮跟人
要，有时到处去地上捡，实在不行就自己掏
腰包购买。 那时我了买很多香烟，但我自己
又不抽烟，只好把香烟分发给同事和邻居。
当时我一个人住在青果巷，父母不在身边，
没人管我， 每天一到晚上我屋里就聚集着
很多邻居，他们都是来抽免费烟的。 他们偶
尔也送我一些新奇的烟标， 或是他们小时
候藏在那里的老烟标。 日积月累，我收集的
烟标达几千枚，以硬壳为主，有国产和进口
的，但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解放前
的很少，主要集中在软壳，真正具有收藏价
值的烟标没多少， 不过我却从收藏烟标中
学到了很多知识。 在这期间， 我还收藏门
票，如今我家里有几百张全国各地的门票。

1994 年，一位远亲送我一套线装本《御
纂医宗金鉴》，于是我又开始藏书。 那时每

逢休息日， 我就会乘着火车孤身一人前往
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地的古旧书店淘
旧书，还去新华书店淘影印本的古籍。 十几
年中，我收藏了几千册图书，其中有些古籍
善本已身价不菲。 收藏这些书很不容易，其
中的艰辛不可言语， 每搬一次家都要被父
亲臭骂一顿， 以至于现在家里只得定做几
个大书柜，才勉强把所有的书装进去。

1996 年，我开始购买低于面值的 6 角、
8 角、1 元的邮票。 由于买的数量多，而邮市

又不景气， 被套牢的邮商急于回笼资金亏
本卖给我的，而今这些邮票已增值了。 我还
经常参加各种有奖活动， 获得很多极具收
藏意义的邮票、电话卡、上网卡，如《中国结
邮票专集》、 运河新改线见证新发展邮票、
扬子晚报珍藏纪念电话卡， 中国电信纪念
卡等， 同时我还珍藏着很多报社、 朋友寄
给我的信封、 明信片、 首日封， 光信封就
有几百个。 同时还珍藏了几百张刊登我文
章的各种报纸和杂志， 如今这些收藏品已
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将永久珍藏着
它们。

我通过收藏丰富了自己的知识面，更
提高了自身的修养， 还结识了很多收藏界
的朋友，有朋友知道我爱好收藏，把多年收
藏的古钱币赠送给我，令我非常感动。 俗话
说， 盛世搞收藏， 我将一如既往地收藏下
去，争取退休后举办一个收藏展览。

收 藏
张 宇

秋，
金风玉露寒意莅。
眺山峦，
落叶报尔来。

秋，
天高云淡满目靓。
遛乡野，
清新拂心房。

秋，
黄金铺地丰收季。
田头忙，
来往储运急。

秋，
丹桂醇香米酒甜。
农家乐，
五谷丰登年。

秋（十六字令四首）

涂俊明

记得小时候 ，村
里家家户户都有各自
的菜园子， 一年四季
的蔬菜长年不断 ，特
别是到了夏季， 瓜果
蔬菜多得吃不完。

我特别喜欢夏季
的菜园子， 不但蔬菜
品种丰富多彩， 而且
景色也非常美。 用竹
竿搭起的架子上 ，爬
的是黄瓜、 豇豆和四
季豆的藤蔓， 黄瓜羞
答答地躲在瓜叶下 ，
豆角张扬地高挂在藤
蔓上。 架子下长的是
苋菜， 密密的， 很茂
盛，青苋菜碧绿，叶子
尖尖；红苋菜紫红，叶
子圆圆。 旁边地垅上
种的是青椒、蕃茄和茄子，鲜艳的色彩点
缀着菜园。攀在树上的是丝瓜和扁豆，丝
瓜长长的，扁豆扁扁的，金黄色的丝瓜花
和紫红色的扁豆花相互映衬，非常漂亮；
爬在地上的是空心菜，它越割越长，越长
越嫩，有取之不尽、割之不完的韧劲；种
在路边的是一排玉米， 玉米杆长高后像
篱笆，玉米叶密得像屏障，很壮观，结出
的玉米粗粗壮壮,挂着金色的胡须，特别
招人喜爱；长在墙根的是南瓜，长长的藤
蔓没地方延伸时， 就拉根绳子引导它往
屋顶上爬。 结出的南瓜，有的挂在空中，
有的趴在屋顶， 特别是那种长得像牛腿
的南瓜，很像是顽皮的孩童在玩耍。

夏季家里的餐桌上， 菜肴也比其他
季节多一些。 常吃的有炒空菜、炒青椒、
炒黄瓜、烧苋菜、烧扁豆、豇豆烧茄子、干
煸四季豆、丝瓜汤和西红柿汤等，经常换
着花样吃。 虽然都是素炒, 没有荤腥搭
配，可吃起来仍然很香。尤其是猪油拌蒸
茄子、 虾米烧老黄瓜的味道， 让人忘不
了。 儿时我最喜欢红苋菜汤浇饭， 红红
的，让人看着就喜欢。这个季节最盼着有
亲戚来， 那时就能吃上丝瓜炒鸡蛋或者
西红柿炒鸡蛋了。

南瓜一般是让它长老后用来蒸着
吃，既当副食也当主食。偶尔也用嫩南瓜
炒着当菜吃，或者用嫩南瓜做馅饼。南瓜
生命力极强，对土质的要求不高，好种，
加之味道也不错， 还可以用它来补充粮
食，所以村里人都很喜欢种。

我最喜欢菜园子里的黄瓜和玉米，
自从它们下种后， 就天天盼着它们快快
长大，早日开花结果。看着结出的黄瓜不
断地变长变粗， 看着长出的玉米越来越
饱满，我心里也越来越高兴。 放学后，我
经常会拐进菜园子，摘一条黄瓜解解渴。
嘴馋时，就让母亲掰几颗玉米蒸一蒸。对
儿时的我来说，吃一条生黄瓜，啃一颗蒸
玉米，都是一种享受。

菜园子里的菜多得来不及吃时，母
亲就把它拿到街上去卖。 她经常挑着两
个大篮子，一头装苋菜、黄瓜，另一头装
豇豆和茄子， 再带上一杆小秤和一扎捆
菜的稻草。我对母亲卖菜也有期盼，盼望
能卖个好价钱，好给我和妹妹带点糖果、
麻花等零食回来。

菜园子也是我常去的地方， 我喜欢
看蔬菜的长势，看到它们长得茂盛，心里
也会像大人一样充满喜悦。 我也喜欢看
菜园子里的风景， 各种蔬菜虽然是不同
的颜色，却都是一样的鲜嫩，让人赏心悦
目，怎么也看不够。我还喜欢看菜园子里
的彩蝶纷飞，蜻蜓起舞，看到漂亮的蝴蝶
和蜻蜓，就情不自禁地去追逐它们。父母
亲到菜园子摘菜时， 我也会像跟屁虫似
的去凑热闹。

对农村人来说， 菜园子是劳作的地
方，也是收获的地方；是辛苦的地方，也
是欢乐的地方更，是寄予希望的地方，因
为一家人长年的吃菜， 平时的油盐酱醋
钱，都指望着菜园子。 对我来说，菜园子
还是玩耍的地方，解馋的地方，我深深地
爱着家里的菜园子。

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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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