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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菊花

又見柿子紅

張安民
清冷的秋風無情地
剝去了
大地的濃妝與艷麗
留下了
一抹的枯黃與殘敗
但卻有
一種花兒迎風開放
綻放出美麗的笑顏
那就是野菊花
瞧，原野上
那金黃色的野菊花
是多麼的嬌艷
迎風舞動的姿態
又是多麼的美妙
這些美麗的野菊花啊
似乎以一種
勝利者的姿態在宣示
只要不懼嚴寒，不怕險惡
你就是強者，
你就能讓生命
綻放出美麗的花朵

宋東濤
傍晚，我在公園裡散步，發現湖心島上
有幾棵柿子樹。樹上綴滿了亮晶晶的柿子，
與天邊的晚霞交相輝映，蔚然壯觀。望著這
片艷麗的紅霞，幼時在院裡摘柿子的記憶突
然鮮活起來。
那是多麼溫馨的一幅畫面——秋高氣爽
的午後，抬眼可見瓦藍的天際，暖暖秋陽
似薄毯，照到哪裡，披到哪裡。院裡高大的
柿樹上掛滿了笑盈盈的小柿子，一個個紅彤
彤、晶瑩剔透的招人喜愛。樹上幾隻小鳥，
樹下一群頑童，那自由的鳴叫聲和著快樂的
嬉笑聲，迴盪在童年的天空。
秋色醉人的午後，堂哥會帶上我們和鄰
家幾個小夥伴一起摘柿子。男孩子會在堂
哥的指揮下爬上柿子樹，小點的和女孩們站
在樹下撿拾掉下來的柿子。待男孩子像小猴
子一樣爬上枝頭，找到合適的樹杈間站定，
高個兒的堂哥就會遞上事先綁好的長竹竿。
竹竿有二三米長，頂部有一個鉤子用來摘柿
子，鉤子下邊有一個敞口的布袋，盛放摘下

來的柿子。那些熟透的根本夾不住，稍稍一
碰，就叭唧掉下來，摔得稀巴爛。每當這時
樹下得我們很惋惜，蹲下身，遺憾地瞧著糊
狀的柿子泥躺在地上，嘴裡立刻會泛起甜甜
的味道。
硬點的柿子摘起來雖然費勁，進入布袋
的成功幾率卻很高，即就是掉下來，也不
會摔破，最多蹭破皮。這些柿子顏色已經變
紅，卻還沒熟透，如果忍不住咬一口，甜中
帶澀，口味稍差。放上幾日，待它們變軟，
吃起來綿軟香甜，回味無窮。運氣好的話，
能摘到熟透的柿子，不待撕掉皮，輕輕咬破
口，小口嘬吸，用手慢慢擠壓，絲滑的柿子
泥慢慢滑過舌尖、喉嚨，一直甜到心頭。
摘柿子是一件美妙的事。
掉進布袋的柿子就像進球一樣，迎來孩
子們「哦——進了哦——」的歡呼聲；如
果掉到地上，就會呼啦衝上前伸手去撿；萬
一掉下來摔了個稀巴爛，大家會拖長音調
「嗨——喲——」歎息一聲。隨即，仰起
臉，興奮、期待地盯著樹上的柿子，目光隨
著男孩子手中的竹竿，一起一落，快樂洋溢
在每張稚嫩的臉上。樹上的男孩子，會越爬
越高。這時，堂哥站在樹下要把控大局，否

遠嫁的姑娘，請珍重
秋香
李志超
春天裡栽下的茶苗 啜飲多少陽
光、雨露和清泉 吹過幾回山風 熬過幾
個寒冬 才能在秋天里長成 漫山遍野的
芬芳 採茶姑娘背簍裡的嫩芽 歷經曬、
晾、搖、炒、摔 揉捻、包揉、解塊、
烘乾 才變成這一壺 金黃的瓊漿 幾個
好友月光下品茶聊天 偶然談起，一個
名叫秋香的 鄉下女孩，屢遭磨難 卻溫
暖了都市的夢鄉 有人為她終身不娶 有
人為她遁入空門 更有許多人把她的名
字 偷偷地寫在日記裡

王調忍
曾經以為遠嫁是尋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詩與遠方，但真正過起
煙火日子，才知道，遠方那陌生的環境，聽不懂的方言，不習慣的
水土，其實一點也不詩意。
從小吃大米長大的我，從來沒有見過玉米，第一次來他家，看
到玉米糊糊，我詫異了，這個怎麼吃？心裡有一百個問號也不好意
思問，硬著頭皮吃了一口，食物在嘴裡打著轉，最終也沒能下嚥。
飲食習慣可以慢慢適應，但要真正融入另一個家庭，是何等
的難。家人閒坐，燈火可親，而我卻是個局外人，那種孤單感是種
窒息的痛。大年三十，他們一家親切地聊著家長裡短，因為語言不
通，我猶如聽天書，尷尬至極，只好逃回房間面壁思過，想著遠方
的親人，不知不覺淚濕了衣襟。也讓我陷入了沉思，遠嫁，真的值
得嗎？
距離除了產生美，更多的是一路風塵的艱辛。生二胎時，沒人
照顧，老公在外地工作。
是爸爸媽媽帶著大包小包從千里之外趕來，其中還帶有好幾隻
活雞。要知道安檢是不能帶的，我能想到媽媽是怎樣低三下四地求
人，這一路他們又遭遇了多少艱辛，只為讓他們的女兒能喝到鮮美
的雞湯。
如果當初我不那麼自私的遠嫁，他們何苦受這份罪呢？我的家
鄉習俗，月子裡要多吃雞湯補身子，婆家沒田沒地自然沒雞。而這
些雞都是爸媽在山上養的，他們認為是最好的東西，所以一路跋山
涉水跟著來了。
爸爸在我生完第二天就返程了，媽媽則留下照顧了我整整一個
月。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吃不慣，住不慣，話說還聽不懂，出門又

不知道去哪裡。我在屋裡躺了一個月，她陪著我悶了一個月。
有時公婆也會和媽媽聊天，說話就像雞同鴨講，他們都是講
了一輩子方言的老實人。說話的人用自學的普通話加手勢努力的表
達著，聽的人則絞盡腦汁連估帶猜還是一臉茫然，往往一場談話下
來，像是經歷了一場戰爭，雙方都精疲力盡。
遠嫁，我成全了愛情，成全了自己，唯獨委屈了父母。
雖然現在交通方便，想去哪裡都不難。但對于遠嫁的姑娘來
說，回家的路依然何其漫漫。
小寶三個月的時候，百天要回娘家，兩個確實帶不了，老大只
好原地待命，我獨自帶小的坐火車回家。當自己一手抱著孩子，一
手拎著行李，徹夜未眠地趕路，那種無奈和心酸也許只有經歷過的
人才懂得。
好不容易折騰著回到家，本想好好呆上個把月，誰知才住半個
月，一紙通知我去考試，又急匆匆地左手抱娃，右手拎包往回趕。
遠嫁的姑娘，注定了風塵僕僕。
最難的不是自己的舟車勞頓，而是父母那不捨與落寞的神情。
每次離家，媽媽都堅持送我上車，列車開啟了，媽媽還不停地邊跑
邊喊邊揮手，風吹亂了她的白髮，也吹散了她的呼喊，但吹不斷血
脈相連的親情。
從口型上我知道，她在說：照顧好自己，多保重！看著站台上
越來越小的身影，淚水早已模糊了我的雙眼。
相見不如不見，每次想家，心中就升起一股執念，短暫地相聚
後，就是各種花式的離別。
一次次讓父母追隨著我遠去的身影，一次次讓她心碎的那麼
的徹底。每次想起這一幕，心裡都隱隱作痛，充滿了對父母的愧疚
感。
遠嫁的姑娘，前方是陌路，身後卻沒有退路，往後餘生，請珍
重！

歷盡104年人生風雨 孔子第77代嫡孫女孔德懋逝世
中國僑網報道 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孫女，
襲封三十一代衍聖公孔德成之胞姐，至聖孔
子基金會孔垂長會長之姑祖母，全國政協第
六屆、七屆、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孔德懋女
士，因病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8時50分在北
京逝世，享年104歲。在孔子故里濟寧市，多
位作家與孔德懋老人有著多年交往、對孔府
有深入的瞭解，他們向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
者講述了這位孔子後裔經歷的百年風雨。
銜著「金湯匙」出生從小家教很嚴格
「孔府的每一代主人稱為衍聖公，明清
時期為正一品官員，上朝時身穿麟袍玉帶，
列文武百官之首，地位十分顯赫。孔府裡的
小姐們長大以後，也都嫁給皇親國戚。」著
名作家楊義堂這樣寫道。楊義堂是中國作家
協會會員、濟寧市政協文史委副主任、出版
長篇歷史小說《大孔府》和歷史專著《祭孔
大典》，他對孔府有著較為深入的瞭解。
應該說，孔府裡的公爺小姐都是銜著
「金湯匙」出生的，但命運並沒有過多垂青
孔德懋姐弟們。孔德懋1917年出生于曲阜孔
府，她是第30代衍聖公孔令貽的二女兒，她
的姐姐是孔德齊、弟弟是第31代衍聖公孔德

成。姐弟三人的生母——王寶翠，因為是正
室陶氏的丫環，被父親收納為妾，所以境
況並不是很好。1920年，在生下孔德成17天
後，他們的親生母親王寶翠就因為產褥熱去
世了。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孔府裡的公爺小姐
一定是錦衣玉食、養尊處優、頤指氣使。其
實不然，孔府裡的禮儀規矩很多，孔府上下
對幼年時代的公爺小姐要求很嚴，孔府對幼
年時期的公爺和小姐們要求十分嚴格，他們

訃 告
陳挺港（晉江羅山）
逝世於十一月七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礼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三 樓 3 1 1 靈 堂
(SANCTUARIUM311LILACWH工TE)
出殯日期另訂

董龔惜治
（石獅永寧）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大陸
出殯日期另訂

洪肇懷
（晉江英園）
逝世於十一月十一日
停柩於家鄉晉江龍湖杭邊村本宅
出殯於十一月十六日

陳施秀須
（深滬坑邊）
逝世於十一月十日
停柩於香港
出殯日期另訂

林文賢

龔火欣

（晉江柳山）
逝世於十月四日
於十月七日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樂聖堂
擇訂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卅分奉骸出殯

（石獅永寧）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

郭洪珍智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
停柩於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出殯於十二月四日

黃祺昌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出殯日期另訂

則呼喊聲容易影響爬樹人的判斷力和安全。
路過的孩子們聽到院裡叫喊聲，也會迅
速跑來，興奮地參與到摘柿子的活動中。本
來樹上只有一兩個孩子，後來，越來越多，
樹枝間蹲著的、攀爬的、站著的，有趣極
了。柿子不是稀罕物。因為柿子樹有一生一
世，紅紅火火的寓意，農家的庭前屋後都有
它們的身影，所以今天摘了這家，明天就去
摘他家。雖說是摘柿子，更像一起做遊戲，
只有大家互相配合，似乎採摘的果實才顯得
更加美味。
最後，樹頂上總要留下幾個柿子，這是
規矩。每次奶奶都會站在樹下叮囑：「柿
子不要摘完，頂上熟透的柿子，留給鳥兒
吃。」
這時，男孩們會在勝利的歡呼聲中跳下
樹，採摘的喜悅久久迴盪在院裡，這恐怕也
是柿樹最開心的一天。
夜幕降臨，擎著一盞盞紅燈籠的柿子樹
此刻也隱匿在夜色裡。身處城市的它們，
一年又一年，綠了紅了，紅了落了，無人採
摘，還好有鳥兒相伴相依。而我童年的柿
樹，是一幅充滿童趣的畫，是一代人甜蜜的
回憶。

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呢？
據楊義堂先生介紹，孔府的祭祀和宴
席是極盡鋪張，祭祀是「必豐必潔」，孔府
菜有滿漢全席、燕窩魚翅等，可謂色香味俱
佳。但是，孔府平常的一日三餐卻是粗茶淡
飯，小公爺、小姐和夫人在一桌，普通的
菜，加上鹹糊糊、煎餅、紅薯、鹹菜等。吃
飯時要求很嚴格，不許孩子們挑食，夾到什
麼菜就是什麼菜，不許再放回去。
孔府的子女用的也很樸素，兩個小姐
孔德齊、孔德懋住在孔府內宅前堂樓一間屋
裡，也是十分簡樸的床鋪，用的都是魯西南
農家鋪的藍底白花土布床單，被子是花布被
面。孔府有專門的成衣坊，但是，孩子們平
時穿的與農家孩子差不多，像孔德齊、孔德
懋姐妹倆只穿藍布大褂子，黑布鞋，只在過
年和節日時才能穿新衣服，過節之後就要脫
下來。有一年過完年了，要把新衣服脫下
來，小姐妹倆不願意脫，被大人批評，直到
換上舊衣服才算完。
姊妹婚姻不幸 姐弟天各一方
1934年，十七歲的孔德懋成了新娘，她
嫁給了北京的柯家——著名學者柯劭忞的小
兒子柯昌汾，柯劭忞曾擔任《清史稿》的編
撰工作，在清史館館長趙爾巽死後擔任代館
長、總纂。
據楊義堂介紹，儘管兩家是書香門第、
門當戶對，但迎接孔德懋的卻是意想不到的
淒苦生活。柯劭忞有三個兒子，大兒子柯昌
泗，二兒子柯昌濟，都是著名的甲骨文文字
學家，但是小兒子柯昌汾卻是個既不成器也
不爭氣的紈褲子弟，儘管已經有了一雙兒
女，他卻尋花問柳，吃喝嫖賭。回到家就向
妻子索要錢財，他將孔德懋陪嫁的珍寶都變
賣了。更可氣的是，柯昌汾在抗戰期間還跑
到天津當了偽警察。
「我在《大孔府》中寫道，新中國成立
前孔德懋生活非常艱難，她把金銀頭飾都典
當了，有一個金簪子實在捨不得典當，就一
點一點切下來去典當。為了生存，她自己發
豆芽去賣。沒有收入，她靠給窯工洗衣服賺
點錢。可以說，她已經徹底成為一個生活在
底層的人。」楊義堂說。
孔德懋的姐姐孔德齊命運也非常不幸，
她嫁給北京清末著名書法家馮恕的小兒子，
但這位馮公子只熱衷于追戲子，孔德齊婚後
鬱鬱寡歡，在二十五歲時就含怨自盡，讓人
唏噓不已。1949年，孔德成前往台灣，姐弟
倆從此天各一方……

黃祺昌逝世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本總部
黃祺昌大哥不幸於十一月十四日壽終於加洛

分別四十二年後姐弟異國再相見
山東知名作家李木生與孔德懋是忘年
之交，驚悉孔德懋女士去世，這讓他想起幾
十年間與她的交往，歷歷在目。他回憶道：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孔德懋終于可以體面
地回到老家曲阜，看她家的孔府孔廟孔林。
那時我是作為濟寧日報社記者採訪她，建立
起聯繫。從那時開始，她每年回一次曲阜，
我們都見面，有時是為了寫稿採訪，有時不
寫稿知道她回來了，也去見一面，像老朋友
一樣。」
最讓李木生難忘的一件事是，1990年，
孔德懋73歲的時候終于見到分別42年的小弟
孔德成。
1990年，孔德懋得知弟弟要在日本麗澤
大學進行演講，便于當年11月24日下午，在
日本友人的安排下和兒子專程趕到日本麗澤
大學大講堂，等待前來講學的小弟。當70歲
的孔德成先生講授孔子《論語》的時候，他
怎麼也想不到台下後排正坐著分別了四十二
年的姐姐和外甥。當講座休息時，孔德成才
知道自己的姐姐近在咫尺，姐弟倆久久地抱
哭在一起。孔德成的淚水灑了姐姐一背；姐
姐嗚嗚啕啕，用圍巾胡亂抹著拭不盡的淚。
她在日本與弟弟末代衍聖公孔德成見面後，
李木生又與攝影家孔祥民去北京採訪她，並
寫成通訊在《文匯報》發表。
生活極其樸素 人格溫潤如玉
孔德懋與兒子住在北京甘家口全國政協
宿舍一套普通的住宅裡，過著樸素平淡的生
活。在她家客廳的一面牆上掛著一幅字「風
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落款是「弟德成
于台北」，這是孔德成先生親筆題寫送給姐
姐的。
作家楊義堂說：「值得一提的是，孔
德懋的兒子柯達，一直服侍在母親身邊，悉
心照料，才有老人104歲的高壽，這種孝順
是優良家風的傳承。有人把孔德懋稱為最後
的貴族，並不是說她的財富和地位有多少，
而是對她的操守和修養、溫潤如玉人格的評
價。」
後來，李木生與書法家呂建德合作做宣
紙版《論語》。「呂建德小楷書寫我進行白
話翻譯，由揚州廣陵書局出版，又是孔德懋
女士寫序。2009年，我想為她寫篇人生的長
文，又去北京全國政協宿舍採訪她，便寫下
了一篇《最後的貴族》。」2014年夏，李木
生與孫偉、孫旭、孟強等朋友一起籌劃出版
《濟寧當代文化名人》一書，再次去北京採
訪。還記得她從臥室被兒子柯達攙扶出來，
人未到聲已到：「木生來了……〞今天，孔
老人去，其音容笑貌依然回憶如初。
干市醫院，享壽吉拾六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出殯日期另訂。
本總部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藉
表哀悼，勉其節哀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