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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名家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拙政园的荷
走过若干次苏州! 也叩访过举

国闻名的拙政园"""中国园林艺术

的一粒硕大的明珠! 但哪一次也不

像那次这般有趣#

去年立秋! 仿佛逃跑般自京城

奔出#北京这一年苦夏!大热中蒸腾

着暑气! 北京城变成了一间巨大的

桑拿蒸气浴室!略一行动!便一身的

毛汗# 因此闻说苏州拙政园举办荷

文化节!这消息已具爽意!及至一到

苏州!踏入拙政园的那一刻起!便落

入荷的包围中! 荷香丝丝! 荷风飒

飒!荷花婷婷!荷叶翩翩!若手持一

个蓬蓬头 ! 分明变成宋朝玉雕人

物"""执荷童子!雅极!美极 #剥食

莲子的刹那!有恍若梦中之感#

拙政园内游人如织!男女老幼!

中外嘉宾!为美丽的园景所沉醉!在

小桥流水和亭堂楼榭中穿行! 在夹

竹桃灿烂的花下留影# 在与金鱼们

的对视中找到莫名欣喜! 在同荷花

们的邂逅中感受$香远益清%的古典

情致! 我们则由拙政园的建设者引

领着!观雅石&赏盆景&辨荷色!一阵

不请自来的江南雨! 江南的立秋雨

也来凑趣!淋湿了石径和花木!雨从

芭蕉叶上滑落!把$雨打芭蕉%的浓

浓诗意迅速传导开来# 此刻撑一把

伞行在拙政园! 你分明变成一朵行

走的莲蓬!雨打芭蕉!有音乐的叮咚

和天籁'雨打荷叶!又有$大珠小珠

落玉盘%的俏丽#听江南秋雨一声声

叮咛!你的心立刻酥软了几分!也柔

润了许多#

一位朋友为我们讲荷! 用她的

糯且甜的苏州话! 吴音软语中透出

学识和见识# 于是我第一次知道荷

有三百多个品种!且分塘荷&盆荷和

最小的碗莲#塘荷种植在水塘中!高

大粗壮'盆荷种植在水缸中!较塘荷

略小!但可随意搬动'最小的品种是

碗莲!一碗清清水!两朵白莲花!可

助谈兴! 可佐茶趣! 属于荷花中的

$迷你型%! 是人们精心培育出的品

种#

荷花又称莲花!此外还有藕花&

水芙蓉&芙蕖&菡萏等别称#为多年

生水生花卉!叶大而圆!翠绿如盖!

花分红&白二色#我国民间以农历六

月廿四日为荷花生日#在(瓶史)月

表*中把荷花称为$六月花盟主%#中

国传统文化中荷花占据极重要的位

置!佛教中佛陀所坐的为莲花宝座!

哪吒三太子是莲藕身躯! 荷花具有

多种意蕴!$出淤泥而不染%!喻其气

节'$灼若芙蓉出绿波%! 状其动人'

$我有银瓶秋水满! 君心不似莲心

短%! 指情谊深厚!$白藕作花风已

秋!不堪残睡更回头#晚云带雨归飞

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这首宋代女

诗人王氏的诗! 以秋雨中的荷花自

喻自怜! 使当时一位鳏居的男诗人

赵令畴!德麟"读后折服!与之结亲!

于是传为$二十八字媒%!其实真心

的还是$花为媒%!荷花媒#

宋人范成大! 暮年归隐苏州石

湖!曾专门写过苏州的荷花!最有名

的一首是 (立秋后二日泛舟越来

溪*!诗曰+

西风初入小溪帆#

旋织波纹绉浅蓝$

行到闹红无水面#

红莲沉醉白莲酣$

红&白二色的荷花!拙政园中比

比皆是!且分单瓣&复瓣!最可爱的

是碗大的荷花在似开未开之际那一

种娇羞!那一种嫩红!你感到天地间

的灵气全聚集在这颤颤的花瓣上!

而细密的雨丝呢! 是为这绝美的花

传递宇宙间的信息!在润花的同时!

也催促&叮咛着什么#

五百年的拙政园! 历尽岁月的

沧桑!迎迓历史的变迁!此刻以几池

秋水红荷为我们贺秋! 与范成大相

比!我们早了两日!踏秋拙政园是一

种人生的幸运! 而拙政园的秋色因

$红莲沉醉白莲酣%的点缀!更加具

有审美的意蕴# 何况东道主以清香

甜美的莲蓬相赠! 一粒粒剥食莲籽

的过程! 便是品尝拙政园的荷意与

秋韵的机缘!这机缘!该是多么难得

一遇呵,,

复杂的故事
#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侯学宾

我们经常在农村看到截然不同

的现象#整个村庄变得更为现代化!

但周遭的环境却日益恶化'手机&微

信和广场舞在乡村四处可见! 但是

烧香拜佛和跳大神也是日常现象#

这让人困惑的现象是整个农村

的缩影! 这背后的更大问题可能涉

及到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方向!折

射着乡村蜕变中诸多问题的复杂

性#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 我的家

乡水脉丰富! 村里的小河和池塘随

处可见#但是由于缺乏耕地!人们的

生活水平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 上游开始修建水

库! 火力发电厂和玻璃厂等企业也

开始大量抽取地下水! 整个生态环

境开始发生改变!河流开始消失!地

下的泉水开始干涸! 芦苇荡被改造

成耕地! 耕地的增多逐步解决了人

们的温饱问题# 各种乡镇企业为村

民提供了更多务工的机会和更多的

收入! 但是这些企业也不断地排放

废水和废气# 不过当环境污染还没

有迫在眉睫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接

受眼前赚钱的机会#

我经常问村里的小学同学和左

邻右舍!现在好还是过去好!大家往

往在沉默一会儿后! 还是坚持不愿

意再回到从前! 不愿意是一种态度

和立场!沉默是对现在境遇的不满!

这种复杂的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乡村

生活中的欢喜与悲伤#

农村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外部

的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 还有村民

内心信仰的改变#

如今的乡村地区! 庙宇和教堂

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开始蜕变并

发挥出乡村社会中新的社会功能 !

而信仰之间的冲突也开始成为乡村

中的新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

末期!基督教信仰在乡

村快速传播!在周末的

时候!教徒们开始聚集

在一起唱圣歌做祷告! 很多原来信

神的人也开始皈依基督教#于是!我

们会看到同样是贴春联! 基督徒家

的春联都是在感谢主的恩典#

在华北农村! 庙宇供奉的神灵

五花八门!并没有一定的神仙体系#

这些神仙的存在也许虚无缥缈!但

却被乡民所敬畏!头顶三尺有神灵!

敬畏那种单纯的因果报应! 不断地

告诫自己要做好事# 尽管这种自然

崇拜显得功利! 但是却用另外一种

形式在约束道德失范后的人心#

在公共生活日渐缺乏的乡村 !

这些庙宇为村民聚会活动提供了场

所#庙宇广阔的外部场地!成为年轻

人聚会的场所! 也成为广场舞的热

闹场地#

基督教和本土信仰的兴盛传播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两个不同信仰

的家庭在联姻的过程中就冒出很多

的麻烦# 开明的父母会将对子女的

爱转化成一种容忍! 也许他们也不

懂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生活

经验让他们生发出这种朴素的信仰

自由和容忍#

乡村社会的发展总是显示出顽

强的生命力! 不管人们是赞同还是

反对!是乐观还是悲观!它在自身的

运行逻辑中不断地回应着这个社

会!在不断地蜕变着自己!这个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海外劳务输出者的命与运
$

山东大学药事法规讲师 左根永

我的父亲在世时说过一句话 !

$在村里!没钱!被人瞧不起'有钱!

被人妒忌%# 就我从小到大的观察!

这种心理机制一直控制着每一个村

民的$命%!而国家政策&市场上的机

会等这些$运 %!则帮助他们寻找突

破这种$命%的机会#

近十年来!最大的$运 %就是海

外劳务输出或者说是出国打工#但

是! 海外劳务输出可以改变他们的

$命%吗-

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主要是

为了生存# 我的姨夫几辈人一直在

!

村!生活压力大#正好有公司招工

到以色列工作! 我姨夫就成了海外

劳务输出的第一代探索者# 他们所

创造的财富是令当地人震惊的!一

个当地人工作一辈子所挣的钱!可

能不如海外劳务输出者一年所挣的

钱# 这种巨大的利益导致了第二代

海外劳务输出者的出现#

他们开始不限于穷苦家庭 !向

收入在本地相对不错的家庭扩展!

也开始出现女性劳动力出国打工#

我堂哥的女儿以留学的名义到美国

从事足疗&按摩等服务行业#然后!

再借助当地华人的帮助获得美国长

期居留权#堂哥女儿出国没有几年!

家中就开始有了起色! 新房子就盖

起来了#

"#$%

年中秋节!我堂哥女儿

和在美国认识的同乡人成婚! 婚礼

很隆重#

"&$'

年! 村里街道全部铺上了

水泥! 村里人的意识! 也开始城市

化# 这不但没有停止海外劳务输出

的步伐! 反而进一步加快了这种步

伐#

"&$(

年春节回家! 和村里的亲

朋好友聊天过程中发现!第三代海外

劳务输出者已经演变为全家出国#

我的发小陈某先是在镇上的小

学当公办教师! 后来当上了这所小

学的教务处主任# 石家庄市进行教

师绩效工资改革! 陈某工资比改革

前减少比较多!于是筹划出国打工!

他爱人率先办好了到美国的手续 !

并成功在美国开始工作# 陈某在一

年后! 也放弃国内公职到美国陪同

爱人打工#

海外劳务输出!解决了出

国打工者的物质生活!但是精

神生活反而更容易显得空虚#

因为财富虽然增加了!但是村

民驾驭财富的能力仍然非常

低级# 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

是在内心中仍然是农民!这种

$命%并没有因为$海外输出 %

的$运%而有所改变#

血脉联系中的年味消解
$

陕西省西安市政府办公厅政法处干部 葛 峰

在临近
"&$(

年农历新年前一周

的一个普通工作日!我得知姥姥已经

溘然离世#和父亲通电话时!我们反

复商量如何把姥姥离

世的消息告诉母亲#电

话那头的父亲怯怯地

说! 我等你妈上楼坐

定!再告诉她吧#

车到楼下!尚未停

稳! 母亲已经拉开车

门!一言不发地径直奔进老旧破败的

楼宇里!而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想

法竟然是!以后过年去哪-

我脑海里年的记忆!时常是姥爷

姥姥家的场景#小院里的树!外公手

间的烟&杯中的烧酒!外婆煮的花生&

煎饼和饺子!当年可供捉迷藏现在却

显得逼仄的小巷! 被油烟熏黑的厨

房!生锈的蜂窝煤炉子&外公的自行

车&外婆的弯拐杖&墙上的年画和对

联!围坐在一起吃的年夜饭!十四寸

黄河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我儿

时关于年的记忆#

时代变迁!习俗与时俱进!离开

家乡旅游过年& 为了空气质量少放

鞭炮都能说明! 旧有的年的传统在

变化# 之所以临近年关很多人归心

似箭!期待一顿翘盼已久的年夜饭!

之所以过年返乡成为很多人一生的

羁绊!只是因为家中尚有老人!年的

意义在于就是家庭团聚! 是血脉人

心的重新凝聚#

在乡村!大家庭的团聚是面子问

题!家里人多热闹!数代同堂!是子嗣

繁盛的表现#每一个小家庭在过年这

天融为一个临时的大家庭!对外展示

家庭面貌#城市家庭则因独生子女政

策!家小人少#一家团聚是难得的家

庭交流和子女尽孝的机会#

说到底!至亲长辈在世!才是当

代过年阖家团聚的理由# 就我个体

经验而言!这一点十分明显#

姥爷是先姥姥一步离世的 !姥

爷离世后!年的味道明显减少#过年

的团聚少了以往忙碌准备过年和规

划家族新年计划的景象# 办完姥姥

的后事! 亲戚们商量了以后过年该

如何团聚#结论是依照长幼次序!轮

流坐庄聚餐#但是!这种流动的宴席

哪会比一大家子人在姥爷姥姥家 !

环坐在他们身边聚餐更有年味#

姥姥过世前后!我时常在梦里回

到父母现时居住的!那个不在农村也

远离城里的家属院#我问自己!那里

可否置放我对年的美好记忆呢-

原先是广阔天地的院子!现在变

得很狭小#原本需要奔跑才能丈量的

院子! 现在走不了多久就遇到四界#

很多发小已经在新的城市打拼!这个

院子已经不属于我#但是!无论在外

漂泊多久!回到院子!心就安静下来!

就像是离地太久!踩到了坚实泥土#

岁月变迁! 院子里熟人越来越

少# 有的子弟已经把父母接至新的

地方安顿! 有的长辈已经想办法离

开这里#同龄人已经各自飞翔!追寻

梦想#提到家属院!大家依然有说不

完的美好回忆!只是大家都清楚!家

属院没了#

年的意义! 或许就是在血脉凝

聚的机会减少中! 在逐渐消逝的家

乡里!逐渐消解#

变化中的养老与养育观念
$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博士 王芳蕾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越来越多

的人背井离乡!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

观或许已悄悄改变#面对亲戚朋友那

些令人无所适从的私人话题! 比如+

什么时候结婚生子&挣多少钱&啥时

候买房#大家内心的想法大抵不过是

$关你
)

事%# 我们希望可以聊聊共

同关心的话题! 倾听对方的故事!无

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开心的&烦

恼的#毕竟!自愿的陈述与讨论总比

强迫的拷问来得轻松愉悦#

然而! 我们终究无法逃脱这种

家族式的关心! 因为传统文化告诉

我们要尊重家长和长辈的权威 #而

随着工业发展! 城市化进展越来越

快!依附于农耕文化的传统$家族%

秩序与伦常也开始遭遇困境#

事实上!在中国!人与土地的联

系早已不像过去那么紧密了# 乡土

文化与乡土情结的分裂! 导致了传

统礼教的衰落! 从家族家法到乡村

民规!约束力都大不如前#

根据中国传统的孝道 !

养老问题是由家庭为主导解

决的!国家与社会更多的是一个辅助

或者监督的角色# 独生子女政策让

$倒金字塔形%的养老困境早已出现#

家庭型的养老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

会的发展!传统的孝道需要与新的养

老模式结合#近两年!父母已经开始

主动聊起隔壁邻居入住养老院的情

形了! 态度已经转变为好奇观望#不

过父母口中的养老院更多的是老年

人聚居地!大家呼朋唤友一起入住#

推动养老院的发展并不是一味

地推卸子女的责任#相反!很多实际

案例告诉我们! 子女依然积极地探

望住在养老院中的父母! 并承担其

经济需求# 进养老院与子女孝顺并

不矛盾! 只是提供老人们一种多元

化的生活选择#

在我仍然徘徊于要不要生孩子

的时候! 今年过年已经有个别小伙

伴开始晒刚生的第二胎的照片了 #

于是$要不要生二胎%成为了今年春

节聚会新的热点# 相对于
*#

后仍

有大把时间讨论!

+#

后尤其是
+#

初

显得更为迫切与理智# 迫切的早就

开始做孕前准备!理智的则说!要是

生二胎有啥奖励与优惠! 就考虑生

一个!不然压力太大#

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的出发!

新修订的人口计生法明确规定提倡

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种提倡与

鼓励不应该是口号性质的!而应当有

切实配套的具体措施!否则就会成为

对年轻夫妇的一种限制#

回乡过年! 慢慢变成了回家过

年#大家族逐步凋落!小家庭纷纷崛

起! 随着家族功能向国家社会功能

的转移过渡! 我们也应当为传统文

化注入新鲜的血液!赋予新的含义#

法律人回家过年：传承与裂变中的乡村
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带着相似又不同的心情踏上了还乡的路"同样奔波在这条路上的法律人也在用他们独

特的视角审视着中国乡村在物质上和情感上的变化与沉浮"记录下了一条并不平坦的归途#

书店看书有靠山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根据国务

院立法工作计划起草了 %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征求意见稿"# 部分人士略有紧张'(我

想去逛街怎么办) 想去找女朋友怎么办)如

果我就是不想阅读#你能把我怎样)*停+仔

细看一下好不好)条例并没有规定个人看书

时间之类的,法律关注的是重点保障未成年

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基本阅读

需求#又如鼓励出版优秀书籍-加强公共图

书馆建设..想起前段时间一段网上疯传

的视频中# 某书店店员对一位看书的孩子

说'(这不是看书的地方#要是不买的话你出

去..* 以后类似情况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吧)

法学专业就业连续五年亮红灯

本科专业中#过去连续五年被亮(红牌*

的专业里#动画-体育教育专业在
"#,%

年转

为黄牌专业#但生物工程-法学专业依旧没

能告别(红牌*,绿牌专业方面#建筑学-软件

工程-网络工程等工学类专业显示出较大优

势,高职高专专业中#过去连续五年被亮(红

牌* 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在
"#,%

年转为

黄牌专业# 但法律事务专业依然没能摆脱

(红牌*, 国际金融由
"#,'

年的黄牌专业转

为
"#,%

年的红牌专业,

作为一个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文科专业#

法学自古以来就在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以至于现在想吃这碗饭越来越难///

因为就没多少饭,看着法学专业连年红灯高

挂#我不禁发出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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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权费去哪儿了

猴年春节#各式各样的0孙悟空*出没于

各卫视频道#好不热闹,因为著名艺术家闫

肃老师的去世#也让%西游记&中的音乐再度

被网友们频频提起#结果引出了不大不小的

料#为
,9*(

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 &创作音

乐的作曲家许镜清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收

到过%西游记&的音乐使用费用#一直想办一

场%西游记&主题音乐会都无力负担,这么说

来#陪伴了好几代中国孩子的暑期档节目可

能是盗版咯)吴承恩是老祖宗#他留下的财

产可以免费使用#可是那些还活着的艺术家

们的东西还是不要伸手就偷的好#这不仅关

乎法律# 而且关乎这些艺术家的生存状况#

最后必然关系到中国文化艺术的生存状态,

$本期主笔 贾娜 李红笛%

每周四晚上" 诗歌爱好者都可以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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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团主持的(检察官读诗)专题节目*迄今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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