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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白云（国画） 田占峰

♣ 叶剑秀

春 韭

诗路放歌

♣ 李 毅

宝庆赵家的医术，传到赵无游
这一代，真是到了妙手回春的地步。

一般的病，赵无游瞧一眼就能
知道个所以然，开出三服药，没有
治不好的。那些患绝症的，赵无游
只是交代其家人好吃好喝伺候着，
从不开药。有人问他为啥，他摇摇
头：“不能坏了我三服药治好病的名
声。”“赵三服”的名声从此传开。

然 而 真 正 让 赵 三 服 名 声 大 震
的，还是另一件事。

那日，赵三服上山采药。原本
太阳高挂的天空忽然飘来一朵大乌
云，接着吹过一阵大风，下起大
雨。那雨来得突然，比豆子还大，
一串串，直泻而下。赵三服用手遮
住头，四处寻找避雨的地方。他看
见一间土砖房，扔掉背篓跑了过去。

走近了，赵三服听见哭声。一
个中年妇女正在屋檐下烧衣服，一
边烧，一边抹眼泪。赵三服知道，
这是给刚去世的人烧去阴间穿的衣
服，他上前低声安慰道：“大姐，节
哀！”说完，瞥了屋内一眼：门板上
摆着一个老人，光着脚，一个年轻

人正给他穿寿鞋。赵三服吃了一
惊，连忙跑进屋说道：“这人还没
死！”外面烧衣服的妇人连忙跑进来
说，没气了，怎么没死？

赵三服也不解释，取出他随身
带的一个布包，二根银针扎在老人
的脚上，三根扎在头上，施完最后
一针，老人的脚动了，眼睛缓缓睁
开。那一家人擦干眼泪，抱着老人
笑了。赵三服看看门外，雨停了，
大步向门外走去。中年妇女抱着老
人好一阵，才想起赵三服，问一旁
的年轻人，刚才那位先生呢？年轻
人摇摇头，可能走了吧。

有 人 把 赵 三 服 传 得 比 神 仙 还
神，能把死人医活，你说谁有这本
事？有一次，还有人问他，我爹死

了一个月，我很想他，能不能救？
赵三服笑了。

赵三服的医馆每天都挤满了人，
他却在这时候把医馆关了，离开宝
庆，背起背篓四处游走。他说：“世上
药材太多，我认识的还不足十分之一。”

一天，赵三服背着背篓走在一
条大道上，后面来了一顶轿子，轿
夫急得很，像是家里着了火。轿子
在赵三服身旁停下，下来一个白胖
胖的矮子。矮子满脸堆笑：“赵神
医，我可找着你了。”

原来，矮子近几天得了病，总
是手心冒汗，看过几个大夫也不见
好。赵三服看了看，让矮子取纸笔
来，写好药方后，将它折叠好送给
矮子，又在地上抱起一块十斤左右

的石头，一并交于矮子，并嘱咐
他：“抱着石头去城里取药，路上不
可私自看药方。”

矮子一头雾水，一边跑着一边
想，这石头是干吗用的？他跑到药
店，喘着粗气，还是没能想出来。
矮子掏出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
着：回家洗个热水澡就好了！

矮子有种被捉弄的感觉，但还
是回家试了试。让他想不通的是，
那么多中药没治好的病，抱着石头
跑几里路，洗个热水澡，竟然好了！

赵三服古稀之年，做了一个惊
人的决定：回宝庆开义诊。大家都
不懂，开义诊是怎么回事，赵三服
说就是看病不要钱。大家伙一下子
明白了，这是个好事。没几天，赵
三服门前总是排着长长几队人。

那天，赵三服看完最后一个病
人，觉得有些头晕，在桌上趴着。病
人担心他着凉，把自己衣服给他披着。

第二天早上，昨晚看病的人发
现赵三服还在那趴着，觉得有些不
对，去探探鼻孔，吓了一跳，竟然
没了气息。

神医赵三服
♣ 赵登科

微型小说

三弟撑起一根带铁钩的竹竿伸
向空中，约是要去摘头顶那朵云了。
立在院落的香椿树下，随着三弟撑起
竹竿的方向把眼光抬向树冠，一片飞
着云朵的晴空被香椿的芽叶遮掩，青
白相间，如一块展开的花布。这时

“咯喳咯喳”的剪裁声从树冠传来，我
说不准三弟的所为，是在给香椿布设
劫难、实施灭顶之灾，还是在为香椿
剪裁季装。

我弯下腰，拾捡着一丛一丛自树
冠落到地面上的椿芽。芽的浓香一
股股扑入心脾，就觉得自己的心被春
味浸染统治，成为春天的俘虏。

在家乡的村落，正当春时，各种
草树萌芽拔节，初发嫩绿。村人的鼻
子被草树萌芽的味道牵拽着，他们提
着篮子、编筐等容器，扛一把镢头或
带铁钩的树竿（村人称脑钩），在他们
熟悉的沟边岸头、坡地山涧，来来回
回搜寻扫描。那些个对日常疾病有
些疗效的药草，那些个对日常饮食有
调味充食作用的树芽甚至花朵，都会
被采集摘取去。对有疗效的药草，他
们极细致地分类筛选、晒干收储，以便
身体遭遇头痛脑热等小病时服用；对
可用作填充肠胃的草树浓芽，经过蒸、
煮、调、拌一番料理后，一日三餐的碗
里就有了春色有了春味，身体里有了

季节的通彻渗透。然而，那独特的浓
郁的香椿像是永久地寄生在肠胃里，
霸道着味道首席，每每回味总先是它。

儿时的春季总是空荡荡的，粮
囤、面缸空荡荡的，哗哗作响的沸锅
空荡荡的，咕噜乱叫的肠胃空荡荡
的。拿什么来填充？那一树的萌芽
嫩叶，一地的花花草草，无辜被村人
盯上，他们像遍尝百草的神农，冒着
中毒的风险试吃，确定无碍后肠胃大
开。出家门口是一十字路口，一日三
餐大家必在此吃饭聊天，村人称“饭
市”，说话间常有人一手端碗一手端
盘走过来，专门插到人多处，碗里的
大米白面偶尔有之，谁也不可能去夹
一筷子。哪盘“就吃”（也即是小菜），
大家就不客气了，三下五除二几筷子
下来所剩无几，就会有人品味:还是
人家调的香椿有味。端过来香椿的
人很会顺势：大伙觉得可口，俺下顿
再给你们端一盘。味道成为往事的
一个记忆容器。眼下，很多的城里人
往乡野奔赴，采挖野菜，其中不乏有
人真正是为一种乡村情结而往回。

家乡的一个村落藏在远山，久未
人识，偏偏在春季时，一坡一沟的香
椿禁不住暖风拂弄，萌芽生香，借着
风将味道传入山外。事情来了，先是
当地豪门官员上门来采购讨要，自己

消享，之后又把香椿当作礼品到处奉
送，连皇宫里的人都吃得上瘾，毫不
客气地把香椿列为“贡品”。那一坡
一沟的香椿树一下子身价陡增，成为
香蛋蛋。只是苦累了香椿树，他们一
茬茬长出来，有些还没有充分展开，
便被扒去，落得体无完肤，痛彻心扉，
像是谁从她的怀中掠去了正在吸吮
乳汁的幼子，“扑达扑达”的眼泪淌湿
全身。这样痛苦的代价，换来的是一
个特产品牌——某某香椿。盛产香
椿的村落，若有客来或探亲访友，总
会以香椿待客馈赠。送者自难感知
香椿之痛。倒是香椿胸怀宽量，为了
两相成全，忍痛割爱，借着春势长了
一茬又一茬。

同为椿族，从春到冬，椿树无人
肯动它一片掌叶，苍老的桑树至今
对它还仇怨满胸。这已是它们年轻
时的事了。桑说：“那次王郎撵刘秀
撵得无处躲藏，刘秀急中生智爬到
茂盛的枝叶里，跟虫子似的贴到我
的身上，躲过了王郎的刀剑之灾，刘
秀做了皇帝后，处于感恩之心要封
我为树中之王，可恶的刘秀手下办
事不力，传口谕时错把椿树这厮当
成了我，把椿树封为树中之王，你说
这急不急人！那椿树也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窃取功名，小人之举呀，就

该臭名昭著！”
听了桑树的冤屈，才懂了那椿树

独立在那儿，原来不是什么所谓的清
闲优哉。它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承载
着千古骂名，每一天都在承受着世人
的谴责，枉对一身正直之躯。听老人
们常说，那椿树满身臭气，内心虚空，
一般人家修盖房屋都不选它。做了
亏心事，落了个千古罪名，该受报
应！难怪家乡人都称它为“臭椿树”。

倒是满身香溢、被人扒了一茬又
一茬香芽的香椿树，招人待见，让人生
敬啦！不知道它的所为能不能为椿族
正名增辉，但它却在这个季节独特地
呈现着。宋代苏轼曾在《春菜》中写
道：它如吾蜀富冬疏，霜叶露芽寒更
茁。以此来赞美香椿历苦寒奉献青春
的精神品质。对香椿有着特殊情结的
金代诗人元好问，在家乡山西州时就
植椿为林，视香椿为美味，客居林州黄
华山时，不仅自己亲手种植香椿，还传
授附近山民种植技术。他曾诗云：溪
童相对采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想
是近山营马少，青林深处有人家。

春林深处，南坡之上，明媚春光里
藏满诗情画意。我家乡的那个地方，
那个沟坡那处庭院，又一茬的椿芽爬
上了枝梢，它以顽强的状态准备着推
举着，把独特的自己奉献给这个春天。

♣ 傅 敏

人与自然

香 椿 吟

20世纪 30年代，苏联一位不成
才的肖像画家受到当局指派，删除
官方照片和艺术作品之中的异议分
子，而头一个对象就是他的弟弟。
于是，他做出了“将自己弟弟的脸
孔画入每一幅经他审查的图片中”
的决定，其后的数十年，因为这一
决定引出了无数串联的故事。一幅
名为“午后空旷的牧野”的油画和
一位肖像画家，一位传奇芭蕾女伶
和她的曾孙女，一位失明的文物修
护师，一位金盆洗手的帮派分子，
一位在因地雷爆炸痛失妻儿的鳏

夫，还有一位在战争中葬身在画中
同一片牧野上的士兵……有多少人
的生命，会因为一幅画而改变？在
破碎而悲怆的生命最后一刻，要怎
么说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一切。

这是一曲大时代、小人物的命运
悲歌。作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笔
下人物的故事，而是采用多重叙述的
方式将四代人的故事娓娓道来。该书
如 《笑忘书》《二手时间》 一样厚
重，像 《追风筝的人》一样悲情。这
无疑是一部大胆、充满野心，且无所
畏惧的作品，值得好好品尝享受。

《我们一无所有》
堪比米兰·昆德拉《笑忘书》的一部作品

♣ 安 琦

新书架

明明··李日华诗一首李日华诗一首（（书法书法）） 张晓林张晓林

常常感动于韭菜的生存能力
和坚韧品行。在乡村，寻得一处空
地，无论土质肥瘦，只须稍作整理，
即可撒种，亦可移栽。韭菜像乡村
的土长娃儿，性情洒脱，野性十足，
耐风耐雨，对生存环境从不挑剔，给
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水分就疯长。
种植韭菜省心省工，只需一次性栽
种，便可一劳永逸，坐享其成。从春
天吃到暮秋，一年三季，任其采割。
韭菜勤勉倔强，矢志不渝，永不服
输。割一茬又一茬，越割越旺。它
笑对苍生，蔑视刀锋，像无畏的勇
士，无视伤痛，从无幽怨，或许它生
命的意义就是无私与奉献。

“正月葱，二月韭”，每年农历
二月是吃春韭的黄金时节。无论
男女老少，喜食春韭，皆因味道鲜
美，品质俱佳。韭菜是百合科草本
植物，属辛温助热蔬菜，食用韭菜
有祛阴散寒、补肾温阳、益肝健胃、
行气理血等功效。医术高明的李
时珍先生有言：“乃菜中最有益
者。”足见韭菜的营养价值。民间
谚语云：“种块韭菜，祛病消灾。”不
仅表述了众人对春韭的喜爱，更是
寄托了乡人的心理藉慰。

春韭的味道诱人。初春的阳
光融融，暖风拂来，胃口便有了欲
念。尤其春韭各式各样的做法，饱
含着家人的温润和馨香，成为我们
心中永久的符号。用春韭炒鸡蛋，
那是绝配佳肴，既互补，又味美；春
韭与猪肝共炒，补气血，益肝脏，堪
称美食；以春韭鸡蛋为食材包饺
子，鲜嫩营养，健胃滋阳；最令人难
忘的当属春卷了，以春韭鸡蛋作
馅，用面皮反复裹卷，放于笼内熟
蒸，食之满口生津，弥散溢香。

食用韭菜是有讲究的。《本草
纲目》中载：“韭菜春食则香，夏食
则臭，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尤
忌。”民间俗话中也说得明白：“春
韭香，夏韭臭。”韭菜虽好吃，但要
谨慎食用。初春时节的春韭品质
俱佳，晚秋次之，夏季最差。夏季
胃肠蠕动，功能降低，食用韭菜，不
易消化吸收，多食会引起胃肠不适
或腹泻，故有“六月韭，驴不瞅”的
民间谚语。连驴都懒得看一眼，人
就更是不便食用了。

据传，西汉末年刘秀讨伐王
莽，在一次大战中，刘秀兵败，官兵
死伤大半，百姓用乡间一种野菜救
助，终使刘秀兵将元气恢复。后来
刘秀称帝，天下太平，忽一日想起
救命之菜，便命人前去采割，并令
御厨炒用，觉得味道鲜美，便封地
千亩，专门种植这种野菜，送皇宫
食用。后经御医反复琢磨，原来这
种野菜具有清热解毒、滋阴壮阳等
多种功效。刘秀大喜，忆念旧恩，
赐名“救菜”，后将“救菜”更名为

“韮菜”。后来的儒士为书写方便，
又将“韮”简化为“韭”，便是今天的
韭菜。原本帝王御用之菜，也逐渐
进入寻常百姓家宴。

韭菜的栽种历史在我国可谓
悠远，古老的史书《尚书》中“正月
囿有韭”的记述，说明韭菜栽培在
我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诗经》
中有“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一
语，可见早在春秋时期韭菜在众多
蔬菜中无以替代的位置。

《周颙传》里说，周颙清贫寡
欲，终日种菜。惠文太子问他：“蔬
食何味最胜？”周颙回答：“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春韭生在春寒料峭
之际，秋菘生在秋气肃杀之时。它
们没有艳丽的花朵和丰硕的果实，
但它们面对严酷的环境而自强不
息，故集天地灵气于一身，凝乾坤
美味于一体，在平凡中见出伟大。

菜犹如此，人当如何？

知味

终于溃败下来，一些东西在赶着一些东西
往前走

风声紧一阵，缓一阵
慢慢变得守口如瓶，守心如玉

夜，仿佛丢失了拉链
到处找不到黎明的出口

而花朵，很轻易就突破了防线
笑着占领春天

繁花
删繁就简。我错误地让春天使用了加法
一加一开始等于三的时候
叶子绿了
万物有了相爱的余地

朵朵热恋。花的孕期又过于短暂
这时的风还在催生
想象和空间

蜜蜂不等你表白就吻了你
不知所措的词语
像断线的风筝一样
失踪在云端

一场雨过后
你清水洗面。而脸红的桃花
却与你，相看两不厌

春风十里不如你
是啊，我有一颗解冻的心。
我的马蹄
驰过。草木葳蕤

远去之事，就欠一杯小酒
敬天上
漂泊的白云。风只留下
极目，耳语

也许，这个梦早已漫山遍野
灿烂无比
香侵你的裙裾

花千树（外二首）

这让陈夏想起了一个普通的
下午，父亲陈金旺去码头扛活了，
她就坐在床沿上，抱着陈山买给
她的收音机听连阔如的评书《全
本隋唐》。陈夏是被一个叫千田
英子的日本女人带走的，听到脚
步声的时候，陈夏咧开嘴笑了，对
千田英子说，两位先生和这位小
姐，你们找谁。

千田英子立即愣了。
陈夏是被千田英子以陈山在

找她为由从家中带走的，当然她并
不知道自己将作为人质。在荒木
惟的办公室里，她安静得一塌糊
涂。荒木惟一步步走了过来，走到
她面前的时候低声说，我是荒木
惟，是日本人。我知道你叫陈夏。

陈夏打断了荒木惟的话，她
说，荒木君，你有心脏病。

我为什么就有心脏病？
陈夏说，因为你的心跳有时

候快，有时候慢。
就在那一刻，荒木惟心中涌

起了千丝万缕的喜悦，突然觉得
陈夏不用死了。他想要让陈夏试
着监听电台。他缓慢地仰起脸，
心中想这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
排，也是天皇陛下冥冥之中的恩

泽。荒木惟开始同陈夏谈天，他
每天都会泡一壶龙井茶，每天都
要边喝茶边给陈夏讲一个钟头。
他主要讲的是大上海一片和谐，中
日亲善，美好如春。如果你的眼睛
能看得见，你出门去看看就知道，
一切都在变好。而一九三七年曾
经响过的枪声，是因为日本人必须
动用武力，才能让大东亚共荣。这
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军队的盲目抵
抗造成的，让中国人和日本人白白
多流了那么多的血。

陈夏一言不发。在她的记忆
里，几年前上海好象确实是打过
一次仗的。那些天陈金旺不再出
工，窝在家里吃一碗老酒。陈山
还是见不到人影，他仿佛比以前
更忙了。如果隔三岔五陈山出现
在家中，也是喝得醉醺醺地回来，
然后陈金旺的骂声就会响起来，
瘪三。陈山从不会同陈金旺争
吵，他当作没听到，然后他会出现
在陈夏的房间里，摸一下陈夏的
头发，把一块力士香皂或者一盒
百雀羚塞在陈夏的手里。

陈夏就笑，说，小哥哥，什么
好东西。

陈山开始吹牛皮，说小哥哥

的好东西多如牛毛。这是人家找
我办事体，送给我的。漂亮女人
才能用。

陈夏又笑，说，我很漂亮吗？
陈山说，我妹妹是全世界最

漂亮的女人，就算你以后要嫁人
了，小哥哥也得给你办最像样的
嫁妆，不能让人家小瞧你……陈
山还没有说完，就响起了轻微的
呼噜，他倒在妹妹的床上睏熟了。

这些记忆跳出来，让陈夏更
加想念小哥哥。她突然觉得，小
哥哥几乎就是她的全世界，有时
候她想小哥哥想得要哭。在这样
的情绪里，她得按照荒木惟的指
令学习监听。果然陈夏的天赋让
荒木惟惊讶，她很容易找到一般
人根本听不见的电波频率，在上
海上空纷杂交错的无线电信号中
找到隐藏得最深的电台。那时候
荒木惟觉得，陈夏比她小哥哥更
适合当一名特工。他决定要找合
适的时机，把陈夏送往日本，接受
最严格的训练。

肆
陈山进入重庆的旅途显得无

比漫长。春天已然来临，江面上
的春风灌进陈山的身体，这让他有

一种想要打一架的冲动。在轮船
和汽车的百转千回中，陈山始终闭
着眼睛。在每一个落脚的码头，陈
山都能看到遍地疮痍。他突然觉
得他的国家是一个破掉的国家，破
得千疮百孔。他想起自己学了跳
舞，主要学习的是那种叫探戈的
舞，高雅而热烈。教他跳舞的是荒
木惟的助手千田英子。那天在梅

花堂底楼的小舞厅里，英子和陈山
跳《一步之遥》，跳得热烈而欢畅。
陈山身上有了微汗，并且他能闻到
千田英子身上散发出的青草的气
息。这时候荒木惟走进了小舞厅，
他的身后有七个人被几名特工人
员押着跟了进来。荒木惟不说话，
他拔出手枪射杀了六个人。他只
打眼睛，子弹穿过眼睛洞穿了脑
袋。打完以后，他把枪扔给了陈
山，说这是国军在用的M1911手
枪，一共可以装七发子弹。现在枪
里还有一颗子弹。

那天陈山开了枪。在三个月
的训练中，他对着人形靶开过无
数次枪。但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陈山用枪对准第七人的心脏。那
人的眼神无比空洞，仿佛在望向
遥远的一座山。陈山扣动扳机，
喷洒出来的血滴落在他的皮鞋
上。他蹲下身，用一块布擦了很
久都没有擦干净。在他的眼里，
那红色的血液渗进了皮鞋里，永
远也擦不干净了。音乐一直没有
停，《一步之遥》仍然热烈而欢
畅。荒木惟在这样的热烈中蹲下
身来，在陈山的耳边说，别擦了。
再怎么擦也不会擦得干净。我让

英子给你买一双新皮鞋。
现在陈山极力想让自己平静

下来。靠在轮船甲板的栏杆上，
陈山开始在江风中想象一个叫余
小晚的女人。按规定余小晚是他
新婚才一个月就分开的堂客。他
必须先熟悉自己的堂客。余小
晚，25岁，重庆本地人，宽仁医院
最年轻的外科医生，曾参加重庆
红会组织的战地救援突击队……
据说她曾经自己为自己动过一个
小手术并缝合过伤口，还在临江
路上的扬子江歌舞厅被选为了皇
后。还据说，她一般是不喝酒的，
但是喝了就不会醉。

伍
身负重伤三个多月后的一

天，被认为已经牺牲的肖正国居
然从上海回到了重庆，出现在乱
糟糟的朝天门码头。天空中飘着
细雨，陈山在这陌生的重庆气息
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被一名小胡
子直接接走了。小胡子是军统第
六处人事行政科的，按他的说法，
肖正国的船票信息早就被军统上
海区的外勤人员掌握。他有一双
看上去十分有力的小短腿，走起
路来像是装了轮子一般滚动，拎

着肖正国的皮箱一个劲往前蹿。
那天军统局本部安排接陈山的那
辆老掉牙的破车，并没有开往罗
家湾，而是把他带到了局本部设
在磁器口的秘密审讯室。那是一
间废弃的仓库，陈山怅蒙地望着
这间诡异的屋子时，小胡子突然
从背后袭击了陈山。他从背后抓
住陈山的双肩，麻利地把陈山扛
摔在地上。然后一支枪顶在了陈
山的头上，有五个人从角落里冒
出来，他们都用枪指着陈山，把他
团团围了起来。

陈山记得自己被捆在一根柱
子上。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段吊起
来的木头，在他眼里，那是一截睡
死过去的树。有人推动了木头，
那木头就像敲钟一样，狠狠地撞
向陈山的胸口。这让陈山痛出了
一身冷汗，他觉得胸口涌起了一
丝丝的甜，并且想起了曾经断掉
的两根肋骨。他十分害怕这一次
木头把胸骨也给撞断了，如果是
那样，那他将是一个支离破碎的
人。小胡子最后举枪对准了他的
头，说肖科长，你在上海叛变，加
入了日谍组织。你把在
上海的事情讲清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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