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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
裘国松

“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是一

条古训，也是许多现代人的人生

信条。

当代著名作家池莉，在她那

篇流传很广的励志散文《一生只

做一件事》开头便写道:“一个人

一生可做的事情很多，但世上不

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做好一

件事。”这既是对如何为人的一个

设问，又是对“一生只做一件事”

观点的铺垫。

散文中，池莉结合自己的亲

身经历，对奉化籍上海著名园艺

家黄岳渊“一生只做一件事”这个

信条，生发出深切的人生感悟。

黄岳渊的祖上住萧王庙黄

家 村，到祖父那一代移居溪口

镇下跸驻村。下跸驻，地处剡溪

上游，为“剡源九曲”之二曲。黄

岳渊专事园艺后，就为自己取了

“剡曲灌叟”这一别号。

1909年，黄岳渊辞去清政府

的总巡之职，在上海真如松浜桃

溪购地 10余亩，经营起“黄氏畜

植场”；1912年夏，他彻底弃政归

田，潜心研究园艺，整日与花花草

草混在一起。

当年，黄岳渊经营的上海真

如“黄氏畜植场”，被上海市民叫

作“黄家花园”，并称他为“黄园主

人”。1929年，他出任上海市花

树同业公会会长。抗战之前，黄

家花园举办过大小菊展 10余次，

屡获中外金银奖牌、盾杯。因此，

当时上海有“不识黄园菊，枉为上

海人”之说。日寇侵占上海后，真

如黄园被日伪霸占，黄岳渊无法

释怀，便在法租界择地另建了一个

新黄园。

1942年，黄岳渊、黄德邻父子

编成了园艺专著《花经》，但受战乱

影响，直到 1949年初才由上海新纪

元出版社印行。1985年，黄岳渊这

部园艺著作由上海书店再版。它深

受那些爱好花草的知识分子青睐，

在当代影响十分深广。女作家池莉

便是再版《花经》的读者之一。末

了，才女有感而发，写了这篇《一生

只做一件事》。

“年将三十时，黄岳渊先生想：

古人曰三十而立，我该如何立人

呢？他想，做官要应付人家，做商呢

又要坑害人家，得做一件得天趣的

事才好，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于

是，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他做什

么呢？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

鹃、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

挚友。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

明，养出了人间知己，养出了《花经》

这等好书，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

这才叫做一生只做一件事！”池莉在

散文中如是写道。她最后顿悟：我

该像黄先生一样，人的一生最好只

做一件事。最后，她自己断然丢掉

花铲不种花，就专做一件事——写

作，以武汉风情浓郁的诸多小说，引

动了全国读者的心绪。

是的，天资高者“一生只做一件

事”，心无旁骛，终有大成。黄岳渊

和池莉，他们分别成为事功卓著的

园艺家、作家。如果说一座金字塔，

他们只是为数不多的金字塔顶端，

那么作为塔基的一层层垒积，又呼

唤什么样的人呢？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焦虑与

浮躁成为当下社会的“通病”。许多

人无法忍受“一生只做一件事”，匠

心意识和坚守精神被置于脑后。如

此，急功近利变为他们成功的“拦路

虎”，朝三暮四终成他们理想的“绊

脚石”。我们宁波有句民谚，叫做

“三百六十行，行行勿落档”，指的就

是这类浮躁的人。

由此我想到，这个时代，不仅需

要天资高者一生只做一件事，成为

塔顶，更需要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

生只做一件事——在人生“小成功”

中获得“小快乐”。还算好，我们周

边的普通人中间，一不小心就把一

件事做了一辈子的人，依然有。

雪窦山有个“高山上的花园

村”——三十六湾村，清末民初以

来，山民们靠培植花木发家致富，有

“中国五针松之乡”之誉。去年，该

村五针松培植第二代传人之一、88
岁高龄的傅苗良老先生，积十年之

功写就村史，还托人嘱我校订书

稿。村史印行后，很有心的老先生

专程下山，为我送来一棵他最得意

的五针松。

我与老先生聊起他的园艺同行

——黄岳渊先生。“民国时期，三十

六湾村的五针松就是从上海黄家花

园引进的。当年黄先生见到故乡奉

化的花木名村来了人，热情地接待

了我阿叔傅福如，并精心选剪了 3
个五针松接穗相赠，这才诞生了我

们村的第一棵五针松母树，而我阿

叔呢，后来也就有了‘五针松之父’

的美名。”老先生说，如今，全村五针

松已达千亩之广。

傅老先生说，山里人没什么飞

天本事，一辈子也就摆弄五针松而

已。而黄老先生不一样，他培植花

木搞出了大名堂，当年在上海滩成

名成家，人人皆知。

临别时，傅老先生说我文字有

功底，为这一本村史修剪了多余的

“枝蔓”，还细心培上了很多“新

土”。我打住了他的话锋。我说，比

我有文字功底的人太多，我真的别

无长物，大半辈子也就喜欢摆弄文

字，日复一日将几千个文字的位置

摆来弄去。其实你我都一样，也就

是一个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普通人。

上世纪 80年代，我曾是一位狂

热的文学青年，梦想着成为池莉一

样的著名作家。快到不惑之年，我

才猛醒：自己根本不是造就“著名作

家”的料子，即便被张爱玲不屑的来

得晚的痛快，也是无望享受。从此，

我很少提笔写散文之类的东西了，

研读和笔触的重点方向，开始转为

家乡的民国名镇溪口镇，还有佛教

名山雪窦山，一门心思关注名山名

镇的前世今生。

20 年沉寂之路慢慢走下来，

自己所著所编的开本各异、厚薄不

一的11本读物，竟有8本是溪口镇

与雪窦山的题材；今年 9月底行将

脱稿的那本新书，依旧是《雪窦行

旅》；明年还将根据领导设想，以

民间对历史名人的种种传述为素

材，为各地导游和游客编集一本参

考读本……

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一生真

的只需持之以恒做一件事，努力从

极简做到极致。这一件事，假如还

像黄岳渊先生那样“自认为得天

趣”，那敢情更完美，既能赢得人生

“小成功”，也获取了人生“小快乐”！

一生只做一件事

唐晓伟
前段时间忙得身心俱疲，似乎

忘却了青山秀水，忽略了夏去秋来，

赏山玩水、吟风咏月的雅兴亦湮灭

在迎来送往觥筹交错之中。某日，

友人提醒：我们该去野外亲近一下

自然，否则只有等到明年了。

邀约几位知己，驱车来到野

外。一路上只见青山渐褪绿衫，林

梢扮上彩妆，田野里贮满成熟的金

黄，果树梢头串成彤红的朝阳，几个

钓鱼场依山势而排列、靠小溪而串

成。我们选择了一处斜倚山胛、小

桥流水、绿柳庇荫的鱼塘停车。有

喜钓者早已按捺不住，车未停稳便

推开车门冲了出去。塘边早有 3位
老者一字排开，一位凝神静气紧盯

水面鱼漂；一位站在塘边，紧握手中

钓竿，竿梢弯成弓形，银线紧绷，鱼

上钩了，他正在溜鱼；而另一位则手

拿抄捞网，伺机相助。

“有鱼上钩，开门利好！”钓鱼高

手杨兄高声说道！

此时，一线银光伴着“哗啦”水

声跃出水面，众人聚拢。“好大的一

条大鲤鱼啊！”

受老者钓上鱼的鼓舞，大家选

好窝子、打开渔具、抽出鱼竿、测量

水深、上好鱼饵——一场钓鱼比赛

就要开始了。

说心里话，一行人中只有 3位
是垂钓的正规军，渔具专业、动作娴

熟、有章有法——而我们几位则是

游击队员，没有设备没有竿。但看

着蓝缎一样静谧幽深的池水，不觉

心痒手痒，更禁不住池中不断跃出

水面的鱼儿勾引，见池塘边柳树上

斜倚着几把钓竿，便取来照葫芦画

瓢像模像样地坐在塘边，当起了“钓

鱼翁”。

“开竿有奖，开竿有奖啊！奖什

么保密。”杨兄大声宣布钓鱼比赛开

始。于是，大家也不管专业与否，都

把自己弄成木头人状，紧盯着鱼漂，

期盼着鱼儿早点咬钩。10分钟过

去了，半小时过去了……除了逗钩

的，大家没有一点收获，而池塘对岸

的老者却接二连三惊呼着收获。我

们的队伍里开始有人急躁地走动换

地方，有人抱怨：是不是这儿的鱼认

生啊？是不是吃惯了苞米面的钓饵

不适应我们的颗粒钓饵啊？

人急鱼不急，急了也没用。钓

鱼就像练气功，需抛开一切杂念，聚

精会神盯紧那浮漂，浮漂一沉，抬竿

甩钩，动作连贯方能奏效。早了鱼

没咬牢，晚了就会脱钩。就像人生

一个道理：做好准备静静等，机会就

会悄悄来。

“呀！上钩了！”静思间，听闻旁

边杨兄一声喊。一条鱼，一条开竿

鱼便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摇晃在众人

眼前。

“晦气，怎么是这样一条小鱼

啊！”轻轻摘钩，俯身把小鱼放到水

里。“放你一条生路吧，虽小，但毕竟

是开竿鱼啊！”杨兄的举动和话语引

来众友善意的戏谑，水中的鱼儿仿

佛受了感染，比赛似的不断跃出水

面，又像在示威：快来钓我啊，开竿

鱼没指望了，还是钓几条大鱼吧！

1小时后，池面飘荡起接二连

三的欢呼声。对垂钓颇有研究的刘

哥钓到了 1公斤多重的一条香鱼，

不过出现了两次竿梢被大鱼折断、

一次钓竿被拖到池中央的“意外”。

以至于他在惋惜之余连呼过瘾，就

连我们几位业余钓手也或多或少有

了一两条收获。可自打放生了那条

开竿小鱼后，杨兄的业绩榜上依旧

是零，众人劝他换个地方试试，可他

的倔脾气上来了，非要在原窝子钓

一条不可，大有“不达目的誓不休”

的气概。

时间流逝，对岸的老者已收竿

歇钓，我们也有些倦怠。看杨兄，他

依然执着地钉在原地，两眼紧盯鱼

漂，仿佛凝固成了一尊雕塑。

“有了，一条大鱼。”果然是一条

大鱼。尽管杨兄弓着腰用力往岸边

拽，可池水中只有一条线在左摇右

摆，那钓竿如一弯新月快要点到水

面。众人皆知是大鱼上钩了，跑来

相助。就在此时，只听“嘣”的一声

脆响，竿梢折断，水面上鱼漂及一截

竿梢快速滑向池塘中央，渐渐下沉。

可惜可惜，众人嗟叹。

“上钩脱钩，是鱼的宿命，也是

钓者与鱼的缘分，缘来鱼来，缘去鱼

去，一切皆由缘定。”杨兄才华横溢，

说了一番颇有禅意的话。

喜欢钓鱼并非就爱吃鱼，他们

只是在垂纶的过程中体味生命的快

意罢了。

时近中午，水平如镜，青山倒

映，白云悠游。塘中的鱼儿仿佛是

在午休，浮漂定格在青山白云间。

已有一个小时未见收获了，有几位

友人早已耐不住这寂寞的等，去山

脚的池子里钓小鱼了。而我们几位

坚守阵地者也换了窝子，以期在午

饭前再有收获。

自从跑了那条大鱼，杨兄的窝

子再无起色，哪怕连逗钩的也没有，

在集体挪窝时，他也动摇了信念，转

移到一个新窝子。

摆好架势，又是新一轮静默。

不知何时，乌云占据了蓝天，塘面溅

起点点水泡。下雨是最佳钓机，因

为下雨时水中缺氧，鱼儿又会活泛

起来。几位忘却了困顿，振奋精神，

打起伞，在细雨蒙蒙中垂钓。

“杨兄，你怎么用两个漂钓鱼

啊？真有才！”来送伞的王兄盯着杨

兄垂钓的水面发出惊叹。

“对，是我的漂，是刚才那条大

鱼，它还在钩上。”我们一阵激动，顾

不上细雨淋身，跑来观看。

“是那鱼和你有缘分啊，给你把

漂送回来了，想办法拽上来看看。”

有人突发奇想。

杨兄用手中的钓竿轻轻地搭在

水面上漂着的竿梢上，一点一点地

拽到岸边，把鱼线系在钓竿的手柄

处，之后小心翼翼地收紧鱼线，只

听水面“扑棱”一声，水花起处，一

条银白色的大鱼翻了个身，又扎进

水里，鱼线绷紧。杨兄用力握紧钓

竿，随着鱼儿的挣扎游动，在岸边来

回奔走。许是这鱼累了，不一会儿

就被收入网兜，上秤一称，嗬，3公
斤多。

真是缘去鱼去，缘来鱼来啊！

看到眼前戏剧性的变化，不觉想起

鱼脱钩时杨兄那句禅语。

绿树掩映的小木屋里飘出了烤

鱼的鲜味，端起酒杯，我们问杨兄：

钓到开竿鱼的奖品是什么？他说：

就是这个。极少喝酒的他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

柳塘垂钓

裘七曜
我家对面的一溪之隔，那是

阿叔的家。他家门口有一人高的

瓦墙，墙上放了一个盆，盆里的仙

人掌不紧不慢地生长着，寂寂静

静，也不知有多少年。反正，每次

我回家的时候总能看到它在风中

唱歌；我离乡时，它微笑着和我擦

肩而过。

也许，是它感染了另一颗种

子——那颗叫青菜的种子，心甘

情愿地铁了心要在寒冷的冬天与

它为伴。在梦一般的美丽和歌一

般的轻盈之中，寻觅它们最初的

模样。

那天我经过那里，无意间发

现了一株柔弱的小青菜。它的下

面也竖叠了几层瓦片，它偏偏要

在瓦与瓦之间的缝隙生长。从天

而降的雨水只能顾眷它一时，大

地的滋润遥不可及……可它执意

要在那里安家，难道是为了头顶

上的一盆仙人掌？

我总觉得它撑不了多久，想了

想，摇摇头走了。

一个月后我又回乡，远远的，看

到了它，在那里青翠欲滴。如果说，

一个月前看到的它就像一个寂寥无

声的女子，那么现在的它已是光彩

照人了。而墙上的那盆仙人掌，在

我眼里幻化成了气宇轩昂的帅小

伙。它们在那里淡然从容、清雅自

在……和路过的风握握手，和飞过

的蜂亲亲吻。

我觉得不可思议，看着这株青

菜生长在瓦片之上瓦缝之中，但它

竟然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生长，而

且长势喜人。真的是为了和仙人掌

在一起——如山与水两两相对，如

河与城默默相望，如日与月静静相

凝……它们在那里相濡以沫、相得

益彰。

由此，我想起了阿叔的人生。

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是

他父亲和姨妈把他养大。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长大后的阿叔是个“农家

的好把式”，且外形俊朗、厚重端凝、

温和谦逊，多多少少有一些明丽动

人的女子暗恋他。而家境优渥的阿

婶在她年轻的时候，于倚门回首、目

注神驰间，眸子里闪烁出了星光，便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阿叔。阿婶白面

长身、雅致柔和，如六月的水草，百

看不厌。

他们同心相印，如神交已久，自

是一见如故；他们就像瓦墙上的植

株，在岁月里酝酿生命为酒，醇厚而

又芬芳……他们在村里是有口皆碑

的模范夫妻，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

总是情深似海，从没见过他们吵架

或红脸。他们的子女也一样，俊眉

俊眼却又温润如玉，惹人喜欢。

只是后来，阿婶的脸，如仰月的

山峦在风中一季一季地憔悴了，到

医院一查，竟是不治之症。祸不单

行，阿叔又出了车祸，头部严重受

伤。昔日温馨的家在顷刻之间天旋

地转。

那时候，阿叔常在溪边的桥上

发呆，静默而又苍凉。脚下的溪水

流着叹息的泪水，不声不响。一次

我问：阿叔，头部好些了吗？他摇摇

头说，还是头晕。但我知道，其实对

阿叔来说，阿婶的病情才最令他柔

肠寸断。

阿婶最后还是走了，在那个炎

热的夏日，随着时光之水走了。

孩子长大以后，阿叔从此独自

鳏居寂寂而行。有人感慨，这样的

男人为什么一个人过日子？真是太

可惜了。我有时也会跟阿叔开玩

笑，说阿叔您依然那么帅气，如果生

活在开放的城里，肯定会有许多人

向你大胆表白。阿叔低着头笑笑，

脸悄悄地红了。但他不吭声。

如今，阿叔 83岁，还能骑三轮

车。像风一样的少年，撞碎了苍山

倒影，撞碎了绵绵思绪……他在时

光里寻觅爱情最初的模样：或许是

一角衣衫，或许是半枚唇印……就

像一次回望，一生难忘！

瓦墙上的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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