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真的没想到，主办方安
排的饭店竟然离岳庙如此近，下
去一面缓坡就到了。

说到岳飞，我是听着刘兰芳
的评书、看着小人书长大的，岳母
刺字、枪挑小梁王、大破“拐子马”
等都曾是我耳熟能详的情节。我
幼年时家中有一台“红灯牌”半导
体收音机，一块长砖般大小，装上
电池拧开就能发声，是当时唯一会
说话和唱歌的娱乐工具。它慰藉和
充实了我的童年，而《岳飞传》等评
书则是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待我读
到初二，仍然痴迷于它，母亲怕影
响我学习，有一天中午生气将它掼
在阳台的水泥地上，从此它成了中
看不中听的摆设。

我瞻仰岳庙，天色晦暗，飘着
雨丝。这雨已下了大半天，我来杭
城便赶上了，虽不大，却因是冬
天，也添了几分凉意。从树上不时
响亮地滴沥下来的寒鸦鸣叫，更
加重了我内心的凄凉。

在岳庙，忠与奸鲜明对峙，善
与恶尖锐冲突。奸与恶和它们的
化身无处藏匿，也无法遁形，以永
远下跪的姿势，以冰冷的铁的质
地，时时刻刻地锈着蚀着，忍着受
着时光的漫漫酷刑。有幸的不仅
是青山，还有坚贞不屈的精忠柏
(实为“硅化木”)；无辜的不仅是白
铁，还有被激烈肢解的桧树(人称

“分尸桧”)。这儿遍地写着“天日昭
昭，天日昭昭”，太阳照在岳王坟

上，离离青草岁岁枯荣，雨中金黄
的菊花倔强怒放。

大殿前那些高大遒劲的樟
树，自明清活至今日，阅尽朝代更
迭、世事变幻，已是不可盈抱的古
树。世间椿树因气味不同，有香椿
叫椿，臭椿曰樗。但对于樟树，香
樟是别名，臭樟也是，说的是同一
种树，浑身散发的是同一类气息。
叫香樟者众，唤臭樟者寡，我不知
道还有没有其他树像樟树一样集
香臭于一身，也不清楚岳庙为什
么要栽这种树，也许是因为它与
身俱有的香气寓意了某种操守和
品质。

眼前这些樟树纠缠着凋谢的
藤蔓，树干枝条上斑驳着明时苍
苔清时地衣，我观它们如岳飞的
一生。自背上深深刺下“精忠报
国”四个大字开始，忠君与爱国的
种子便在岳飞心头萌芽，渐渐长
成一棵参天樟树。岳飞弱冠之年
从军，投身效命抗金战场十六年，
从绍兴四年收复襄汉六郡到绍兴
十二年遇害，一直是南宋抗金执
牛耳者。随着笼络利用岳飞等良
将安内攘外、坐稳皇位目标的实
现，宋高宗满足于偏安一隅醉生
梦死的现状，处心积虑地打击和
束缚岳飞乘胜北伐收复中原的念
头和手脚，他曾在岳飞出师前下
手诏告诫岳飞只需收复伪齐所夺
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
人，否则定要严惩；等到颍昌大捷

后，岳飞正踌躇满志地对部下说：
“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高
宗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召他班
师，同时下令其他各路军队撤军，
这无疑是釜底抽薪的一着，就算
岳飞抗命继续北伐，但孤军深入
敌地也胜算渺茫。我们常听说“将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类话，其
实都是评书和小说演绎出来的，
将帅即使跑到了天边，身上也永
远牵系着一根看不见的皇权之
线，就像一只风筝飞得再高再远
也难逃来自手中的操纵。高宗扪
准了岳飞的脉，在君命和形势的
双重夹击逼迫下，岳飞一次次地
抑制住北伐的强烈念头，勒住向
着中原仰天长嘶的战马，面对百
姓怆然泪下说：“吾不敢擅留。”

没有野心的岳飞一心想的是
北伐，也以自己的方式抗拒过。绍
兴七年，高宗为与金人和议出尔
反尔，取消让岳飞兼统淮西等军
北伐，岳飞一怒之下自行解除军
务，上了庐山为母守孝。今天我们
通过这一对君臣拉锯似的来往文
书可以看到，高宗再三好言抚慰，
岳飞反复推辞不就。在高宗眼中，
岳飞之举分明有“要君”之嫌，但
为继续利用岳飞只有忍气吞声，
一旦岳飞复职请罪，他立即引用
宋太祖“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
话警告岳飞，言语之间杀心初露。
岳飞唯有诺诺。这是惨剧酿就的
渊薮，也是岳飞的宿命。

苟安偷生于半壁江山的高
宗，本无意北伐收复中原，甚至没
做过统一的梦。岳飞等在抗金战
场上连连奏捷，只是为他与金朝
和议提供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和筹
码。愤而辞职、建议立太子、坚定
不移地抗金是岳飞的“三宗罪”。
金兀术也送书给秦桧说：“必杀
飞，始可和。”高宗与秦桧目的一
致，除掉岳飞，和议既可以顺利进
行，又能杀一儆百，震慑其他敢于
挑战皇权的武将。岳飞在战场上
赢得的胜利越多越大，就离死亡
越近越快。因此岳飞必死无疑，死
于他毫不妥协的抗金立场，死于
他是和议的“绊脚石”，死于他的
宁折不弯、忠心忧愤，死于他的廉
洁正直、独善其身，死于他不爱钱
也不好色……

岳飞像极了诸葛亮，一生牵
挂和忙碌的唯有北伐。他的悲剧
在于既想北伐恢复中原，又要忠
诚于只想通过和议偏安偷生的高
宗，而一直在酝酿实施的和议来
自以高宗为首的最高利益集团，
时时掣肘着以岳飞为代表的北伐
群体，当岳飞成为和议的“绊脚
石”，屠刀就高高举起了。忠君与
爱国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它们
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岳飞身上，像
一盘严丝合缝的磨，沿着既定的
轨道，反反复复地转动着，折磨着
他，消弭着他，就像眼前这些樟
树。

初冬的天，总是冷凝心情的，
但即便再怎么冷或寒，都阻止不
了突然的沸腾。深秋往初冬过渡
的前几天，一个傍晚，铁哥们儿来
电话，想让我第二天回趟老家，有
几家人想搭伙杀羊，问我愿不愿
意参与。

既是铁哥们儿邀约，我自然
不会拒绝的。村子不大，关系好的
人家一起杀羊吃是常有的事，忙
了一秋天，乡亲们好不容易才从
疲累中缓过劲来。难得的清闲日
子，聚在一起杀只羊分享。留下部
分汤和肉，几个忙活了大半天的
人围坐一桌，喝上杯酒，吃吃菜，
拉拉呱，甚是惬意。

工作太紧，我实在抽不出时
间。不过，下午下班后可以赶回
去，只是回去得晚帮不上什么忙，
也赶不上场，只能在家里美美地
喝上一顿羊汤了。我跟铁哥们儿
说花多少钱没问题，几家一起均
摊，算我一份。

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合
伙杀羊的事，让父亲到时候去端
几斤羊肉。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下午

三点钟，羊肉就分回家了。我白天
没回去，铁哥们儿就把父亲叫过
去帮忙，几个人忙活了大半天。回
到家，见羊汤正在锅里翻滚。羊肉
汤催开的水花之上，腾腾地冒着
微白的热气，溢着浓浓的羊汤的
香味，正宗的老家羊汤的味道！

之所以搭伙，因是铁哥们儿
联系我的，又因很久没喝羊汤了，
加之父母累了一个秋天，被树上
熟透的水果催着，饥一顿饱一顿
的，也该好好改善下伙食了。就我
而言，虽然也很想喝顿村里的全
羊汤，怎奈前些日子得了胃炎，怕
不易消化，即便喝，也不敢多喝。

不一会儿，邻村的妹妹一家
也赶到了。与妹妹家相距不足三
里路，母亲常喊他们来家里吃饭。
杀只鸡、炖锅排骨啥的，总不忘告
诉妹妹。妹妹家分了羊汤、割了
肉，也常送给父母一起吃。路不
远，又有车，带上两个外甥，来一
趟只几分钟的事。村里的羊汤，比
各类羊汤馆的羊汤好喝许多。除
肉质鲜嫩和泉水清甜，木柴的功
劳也不小。一大家人围在一起吃
饭的氛围，更是别处没法比的。

父亲说中午吃得晚，没再喝
羊汤。母亲忙里忙外的，我们快吃
完饭时才肯上桌。四斤羊肉一锅
汤，还剩下一些，还够母亲吃的。
羊汤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物，毕竟
不是顿顿吃。在我们家，父亲习惯
说不想吃，母亲则总是找各种借
口不肯多吃。那天，我和妻子一再
强调，得一顿喝光，剩下了占着盘
子碗的太膻！

儿子喜欢吃孜然羊肉和羊排，
真让他喝羊汤，却喝不多，肉也不
太想吃。两个外甥边玩边吃，也吃
不几块肉。刚得过胃炎的缘故，我
尽量少吃，只吃了一小半碗肉。但
妻子、妹妹和妹夫吃完后，锅里剩
下的肉就已经不多了。等我和妻子
送妹妹一家出了门，回来时母亲已
经喝完，正在收拾碗筷。

次日早晨，母亲早早起来做
饭。等我们洗刷完，两小碗热气腾
腾的羊汤已经端上桌。很显然，母
亲昨晚没喝。因是早餐，妻子没敢
喝，我喝了一小碗。锅里还剩下顶
多两碗汤，不到半碗肉。我留话说
让父母早饭时喝光，便和妻儿一
起匆忙离开。

三天后，周五晚上，我们回家
送儿子，没在老家吃饭。星期天晚
上回家接孩子时，母亲把正在锅
里沸腾着的羊汤端进屋，一看就
是几天前剩下的那两小碗羊汤。
父母知道我喜欢喝老家的羊汤，
竟然把第二顿剩下的那两碗羊汤
又放进冰箱里，冻成了冰疙瘩。

周五回家送儿子，母亲把冰
疙瘩从冰箱里拿出来，又放回去。
周日晚上回家接儿子，母亲把冻
在冰箱的两碗羊汤再次拿了出
来。错过周五的饭点，母亲时刻记
挂着。知道我们星期天在老家吃
晚饭，她就掐准饭点，提前把羊汤
冻成的冰疙瘩拿出来化开，等我
们驱车到家时，正好把羊汤烧开。
看着已端上桌的还在沸腾着的羊
汤，我竟然一时语塞。

静默片刻，犹如被深秋的夜
色裹住了心窍的我，才勉强挤出
一句心疼的话，“怎么还没喝完
呢？”母亲不多解释，催我们快点
吃饭，边把切好的香菜也端上桌。
其实，那两碗羊汤总共已不到小
半碗肉，我喝时特意用筷子夹起
来，用润湿的视线，看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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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史》记载，南朝宋庐江
潜县人何尚之升任吏部郎后请假
探亲，满朝官员都到码头为他送
行。到家后，父亲何叔度问他，听
说你这次回来，惊动了朝廷，能有
多少人？何尚之回答说，大概数百
人。父亲笑着说，这是送吏部郎
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何叔度不过是说了句大实
话，转述者却在文后加注说“千古
名言”。何叔度也曾在朝做过尚
书，对官场那点事心知肚明，所言
透彻见底。他对儿子说，东晋时期
大将军殷浩回乡省亲，送别的人
多得很。及至罢官流放东阳，他的
船停靠在征虏亭码头好几天，就
连亲朋故旧也不再来看他了。

就此看来，何叔度不仅是过
来人、聪明人，而且是明白人。明
白人都是聪明人，但聪明人不见
得都是明白人。聪明是个合成词，
本义是耳聪目明。明白人就不同
了，不仅要耳聪目明，还需明心见
性，具备洞明世事的眼界和眼力。
三国时的杨修极为聪明，智力超
群，且每每都能猜中曹操的心事。
可悲的是，杨修聪明过了头，屡犯
曹操大忌，三十四岁那年，被借惑

乱军心之罪杀了头。
要做一个明白人，既不能违

心苟合世俗，也不能任性招致祸
端，更不能逞强殃及大局。左宗棠
棋艺高超，罕逢对手。进军新疆途
中遇一老者摆摊竞技，号称“天下
第一棋手”。左宗棠颇为不服，于
是下马对弈，接连完胜三局。左宗
棠心想，你这“天下第一棋手”的
招牌该撤了。及至左宗棠收复新
疆班师回朝，途中却见“天下第一
棋手”的招牌仍然竖在那里。为让

这位老者彻底服输，左宗棠再次
与其过招。没想到这次摆开阵势
后却一败再败，绞尽脑汁也赢他
不得。左宗棠大惑不解，只好求教
玄机。老者说，上次将军要领兵出
征，我若挫了您的锐气，于战事不
利；这次您已凯旋，我也无需谦让
了。什么叫明白人？这位老者当之
无愧。

需要界定的是，明白人不同
于自恃聪明的圆滑与狡诈之辈。
圆滑的人精于世故，见风使舵，投

机取巧；狡猾的人心术不正，趋炎
附势，两面三刀。这两种人只能得
势或得计于一时，终有一天要落
败。明白人未必才华横溢，也不见
得锋芒毕露，可以不是满腹经纶
的哲者，也可以不是位高权重的
尊者，但却是洞彻人生的智者。

《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个从贫
困土壤中挣扎过来的乡下老妪，
却对贾府的内情揣摩得一清二
楚。王熙凤绝顶聪明，到头来却
不得不托孤于她，尽管我们不能
由此得出“卑贱者最聪明”的结
论，但从三进荣国府的过程中我
们不难看出，刘姥姥也算是个明
白人。

黄永玉应邀为一家晚报读者
题词，写下的却是这样一行字：做
一个明白人不容易。看得出，黄老
这句话是有感而发的。有人将“难
得糊涂”书成条幅挂在墙上，却不
一定洞晓这句话的真意。郑板桥
所谓的糊涂，是超越聪明的大彻
大悟大明白。否则，怎么能说“聪
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
更难”呢？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这个
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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