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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国勇

贴梗海棠

是清明前后，雨棚瓦檐上，有沥沥
水声。有个人躺在木板床上，听到声
响，一骨碌翻身下床，顺手拿下门后的
斗笠蓑衣，哗啦一声，拉门而去，消失
在烟雾水墨里。

——这是谷子的雨。那个人听到
声响，把沟渠里的水，引到嗷嗷待哺的
田地。

谷，得雨而生。《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说：“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
今又雨其谷于水也。雨读作去声，如雨
我公田之雨。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
下也”——只有农人听到这雨声，用一
种端庄虔诚的方式去承接。

雨，是云中君。屈原《九歌》中，有
一群芸芸众生，扛着耕犁农具的厚土
小民，对天顶礼膜拜。谷子的雨，打在
谷物上，呈一朵花状，飞珠四溅，也溅
在农人身上，细雨沾衣。

雨水在云头积蓄蒸腾，云中君在云
之端。有一条胖头花鲢，嘴里叼着一瓣
落红，在桃花春水里一上一下地凫游。

天空的云朵，有些像狮子，有些像
骆驼，它们被镀上金边，在头顶散步。

我在微信中问远方的朋友，春天
的茶山是什么样子？对方说，雨水是
什么样子，茶山就是什么样子。茶山
上生长着谷雨茶，一场大雨把春天的
茶山浇成活泼泼的样子。

少年的我，在春天的一场雷电大
雨后，跑到松软的池塘边，去观察那些
被雨水浸泡，原先土中被风吹来的鱼
子，是怎样从一粒子，变得针尖大的游
动小鱼。

也曾观察一只刚从蝌蚪转变而来
的小青蛙，躲在一簇蒲草根底，它在为
一场雨水到来而欢欣鼓舞，呱呱鸣
叫。彼时，春水初涨。

在我的家乡，2000年的流光空间
里，曾经生长过一种红粟，色泽微红的
粟米，先民们用大锅煮饭，侍桑弄麻，筋
骨强健，我虽没有吃过热气腾腾的红粟
饭，鼻息却有着一种古老的水意芳香。

在春天的夜晚，半夜下起了雨，我
能明显感觉到雨水顺着植物的茎秆滑
落，是一个人在暗夜里触摸它的存
在。雨水是专为谷物准备的，幽深的
旷野，有谷物遇雨后，散发古意浓郁的

清香。
这是麦子、蚕豆的呼吸，在这个农

耕的城里，气息如兰。城与谷物融为
一体，谷物的呼吸，也是城的呼吸。

我在一个清亮的早晨，坐上一条
船，在雨中出行，便可抵达江南。天空
中那片谷子的雨云，将隐隐后退的谷
物、桥、树和房子，点染成一片迷蒙，我
觉得最风雅的事情，是坐船到江南，去
寻谷雨茶。

在温润的雨中，孔尚任写《桃花
扇》。戏里的《桃花扇》这样唱道：“乍暖
风烟满江乡，花里行厨携着玉缸，笛声吹
乱客中肠。莫过乌衣巷，是别姓人家新
画梁。”谷子的雨，浸润着谷物，也浸润着
文人的心。文人是需要谷子雨的，他们
的文字，洇着烟霭，也洇着水汽。

恍如一株谷物，我在这个雨水充沛
的老城，生长了几十年。老城的瓦楞
上，雨水顺着青瓦流泻，如线。看古代
谷子的雨，我在一处明代的老宅里，从
那些古树缝隙里向上仰望，看它湿漉漉
的样子。老宅里，不见谷物，它们曾经
在墙外的咫尺田园，在雨水中瓦鼓而

歌——我见到的，是明朝的谷子雨。
谷子的雨，适宜烹茶。那些从瓦

檐、水槽跌落下来的水，明晃晃地汇到
一口大水缸里，所以，郑板桥老先生喜
欢煮瓦壶天水菊花茶，农人也喝谷雨
天水茶，农人和文人一样风雅。

谷子的“谷”，细雨的“雨”。微闭
上眼睛，就可以想到谷物和雨，在这个
季节的形状。麦地生青芒，像古戏里，
一个老生的胡须，只是老生的胡须是
花白的，麦子的胡须是青的。青即墨，
这是一株谷物，在雨水的浇灌下，旺盛
生长的胡须。

我有时也模仿谷物，触摸自己的胡
须。我的那些年少时浓密的胡须，没有
掩藏浓得化不开的思想。我曾经就是
谷雨天里，一株被湿润着五脏六腑，内
心也畅快清新，喜欢雨水的简单谷子。

雨天，去小镇上拜访朋友，他不曾
出门远去。我爬上他家的屋顶，看一
条船，从桥的一端，飘过另一端，很快
便滑向细雨霏霏的油菜花丛深处去
了。在那个被雨水浸润的空间，水声
哗然，布满整个谷物的生长姿势。

谷雨落 万物生
♣ 王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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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在等待外孙女降临的神
圣日子里，我和夫人在郑州高新区
的莲湖公园散步，第一次见到贴梗
海棠。那是一排排低矮的荆棘，分
布在公园的小径两侧，上面落满了
皑皑白雪，一枝枝干枯的荆条刺破
了宁静，从雪中钻出来，随风干舞；
风吹过来，一块块的积雪落下，露
出了雪下的一片片青青叶子，给莲
湖公园增添了不少的生机。

我对夫人说：“这雪中，还是大
叶女贞顽强，依然翠绿。”

夫人说：“这不是女贞，是贴梗海
棠，在等待春天的花开时刻。”

我在绿博园里看到过海棠，在
紫荆山公园里也看到过海棠，都是
高高大大的树木，怎么会是匍匐在
路边的荆棘？回到家中，我查了一
下辞书，才发现果然是贴梗海棠，属
于蔷薇科植物，果实可入药，有舒筋
活络与和胃化湿的功能。原是温带
树种，贵州、云南、广东的贵族，却因
为适应性强，被我们郑州人“请”来
做了绿化的植物，装点公园的花朵，
慢慢地就成了郑州的土著花卉。

春天来了，再到莲湖公园散步
时，贴梗海棠已经开花了。

高新区的莲湖公园小巧玲珑，
如扬州城里的小盘谷，有着小中见
大的蕴涵：有小桥流水，有假山楼
阁，有苍松拥翠，有曲径通幽，可见
园林方家的功夫。春天还没有过
去，迎春花就已经残败了，一两朵
稚黄的花隐藏在一簇簇黛青色的
枝条中，羞羞答答；小桥流水慢慢
有了生机，开始潺潺流动，早早萌
发的荷尖刺穿了水面亭亭玉立，不
见蜻蜓飞来，只见随风摇摆。木桥
之上，有三三两两的情侣走过，偎
偎依依，卿卿我我，惊羡我等世间
俗人，却被桥下鱼视若无睹，伏在
水下，佁然不动，享受着春日里的
宁静。

是贴梗海棠花，让沉寂了冬季的
莲湖公园热闹起来。卵形的萼片非
常厚实，如鸡血石雕琢而成，红得耀
眼，红得灿烂，让人不由得俯下身来
去抚摸一下，探究生命的冰凉或是温
暖。花蕊是黄色的，同样是纯净的
黄，不染一丝的杂色，如同火中的焰
苗在红色的花瓣中飘逸。贴梗海棠
花很小，小得不起眼，但是，一朵朵的
贴梗海棠花集合起来，就燃烧了整棵
的贴梗海棠。这些燃烧的贴梗海棠
红彤彤地开放在公园曲径的两侧，犹
如点燃了的两条火龙，在莲湖公园里
蜿蜒曲折，染红了莲湖公园的景色，
恣意了莲湖公园的张力。

贴梗海棠花开了，莲湖公园里
就有了生命的喧哗。

上周六上午，女儿女婿带外孙女
去医院体检，顺便去了一趟莲湖公
园，回来后把贴梗海棠开花的消息告
诉了我：“花儿非常艳，就像咱们家的
石榴花，又似你外孙女的小脸蛋，红
彤彤的，美艳无比！”

岂止是贴梗海棠花开了，莲湖
公园里还有很多花儿开放了。

你看，绕湖而立的山楂树奉上了
粉红色的花朵，和贴梗海棠花遥相响
应，让贴梗海棠花的红色在莲湖公园
有了层次，慢慢地和天上的云彩融合；
和贴梗海棠花相匹配的，是一树树洁
白的桃花，春风吹来，落英缤纷，为热
烈炫目掺进了几许的温柔；在桥头的
岸边，种植着两棵繁华的紫荆花，没有
青枝绿叶的陪衬，满树是紫红色的花
朵，不管不顾地开放；当然，还有高高大
大的白玉兰，孤傲地伫立，花瓣儿掉落
在树下的格桑花海里，就有了轰然之
音，让满园的春光无不为之动容……

生命如此美丽，如此的蓬勃！

一场大火让有“法国国宝”“法兰
西的灵魂”之称的巴黎圣母院遍体鳞
伤，耸立了 800 多年的哥特式尖塔轰
然倒塌。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法兰
西流泪，令世界痛心，也让我回想起拜
谒巴黎圣母院的情景。

上中学的时候，我读过法国著名作
家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后来又看
了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那迷
人的传奇故事，精美的经典建筑，在我的
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巴
黎，看到行程安排中有巴黎圣母院，我充
满了兴奋，充满了遐想。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著名的文化遗
产，中国人熟悉它，多是受小说和电影
的影响，我那时候看小说看电影，看的
是新奇，从没想到其中的文化元素。
通过巴黎圣母院感受法国文化，使我
有了新的收获。

我是从塞纳河上乘游船去巴黎圣
母院的。塞纳河将巴黎市区一分为二，
波光粼粼，充满浪漫色彩。巴黎和塞纳
河相依相伴，河中心的西贷岛和圣·路
易岛，就是巴黎的发祥地。巴黎最著名
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卢浮宫，也
包括巴黎圣母院等，都是沿河而建的，
乘船而行，就像走进了历史，走进了建
筑的时间隧道。

远远的，看到了岸上有一座奇特
的建筑，导游说，那就是巴黎圣母院。

不一会儿，我们就站在了巴黎圣母院
门前不大的广场上，再一次地认识它
的精美，感受它的深邃。

巴黎圣母院位于塞纳河中心的西
贷岛上，规模并不十分大，但却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中世纪哥特式天主教堂，
它精妙绝伦的建筑风格，开创了欧洲
建筑史上的一代新风，也是古老巴黎
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它从 1163 年开
始修建，历时 400年方才完工，整个建
筑用石头砌成，所有的屋顶、塔楼、扶
壁的顶端都用尖塔作装饰，拱顶重量
轻、空间大，一改教堂建筑中拱壁厚
重，空间狭小的弊病，被雨果称作“巨
大石头的交响乐”。

巴黎圣母院建筑群庄重而和谐，下
面是立方形的，从下往上可分为三层，
底层为三个桃形门洞，左侧为“圣母
门”，门洞中间的石柱上雕刻着圣母怀
抱圣婴的图像，拱肩雕刻的是生命的故
事；右侧为圣安娜门，门洞中间的石柱
上雕刻着五世纪主教圣尔马塞尔的雕

像，拱肩上雕刻着圣母和两位天使；中
门比两侧的门洞都要高大，表现的是最
后的审判，门洞中间石柱上雕刻的是天
主耶稣在“世纪末日”来临的时候在宣判
每个人的命运，拱肩上雕有善恶诸神和
圣使徒像。三座门洞的上方长长的壁龛
里，整齐排列着28位以色列和犹太国王
的雕像，人们称之谓“国王长廊”。二层
正中，是一个直径10米左右的玫瑰花形
的圆窗，圆窗上有圣母圣婴和天使的雕
像；圆窗上面是一排细高的雕花拱形石
柱，左右两侧是两座平顶的塔楼。

我站在巴黎圣母院大门前，仔细端
详着精美的雕刻，感受它蕴涵的文化，
搜索着小说、电影中的记忆。当我抬眼
仰望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塔楼时，突然想
到那不应该是钟楼怪人敲钟和居住的
地方吗？它每天灵巧地在上面爬进爬
出，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憨厚可爱的角
色。驻足良久，塔楼上没有出现钟楼
怪人的身影，一群鸽子凌空飞过。

迈进巴黎圣母院，进入庄严的教

堂，里面的光线有些暗淡，刚一进来什
么也看不清，几分钟才缓过来。教堂大
厅长130米，宽 50米，高 35米，可以容
纳近 10000人同时做礼拜。几排高大
的圆柱将教堂分为主殿、侧殿、唱诗房
和礼拜堂几个部分，使教堂看起来不再
显得那么宽敞阔大，也使整个建筑更加
坚牢。教堂的祭坛、回廊、门窗、墙壁等
处，都有精美的绘画或彩色玻璃装饰，
内容大都是《旧约全书》的故事。十七、
十八世纪珍贵的艺术品在这里随处可
见，尤其是主殿两侧的大圆窗的玫瑰花
状的窗台上，镶着公元 13世纪制作的
彩绘玻璃画，描绘着耶稣基督在圣徒及
贞女簇拥下行祝福礼的情景。圆窗像
一双深邃的眼睛，记下了这座富丽堂皇
的大厅里演绎了多少神奇迷离的故事。

巴黎圣母院体现着法国文化。了
解法国文化，不能不了解巴黎圣母
院。离开巴黎圣母院，我又翻开雨果
的名著《巴黎圣母院》，期待着从中得
到新的收获。

一场大火吞噬了巴黎圣母院。法
国总统马克龙站在巴黎圣母院的广场
上宣称：巴黎圣母院“是我们的历史，我
们的文学，我们的想象，是我们历史上
重要时刻的见证之地”“我们将会重建
巴黎圣母院。”但是，建筑物可以重建，
历史和记忆却不可以复制，有些东西一
旦失去了，就很难挽回。

♣ 柴清玉

域外见闻

走进巴黎圣母院

人与自然

近日，豆瓣人气作家、家乡的自然
书写者沈书枝的最新散文集《拔蒲歌》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在乡村
日渐凋敝，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
代背景下，作者用真诚质朴的文字，为
读 者 记 录 下 从 过 去 到 现 在 乡 下 的 生
活。身处城市，异乡人模糊的自我定位
以及与故乡真实的距离，让乡土成了
可供抒情的遥远存在，而沈书枝笔下
的“南方”，也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用
来抵御外部庞杂世界的精神乡土。

沈书枝的文风深受周作人、沈从
文、废名一派影响，又继承了中国古典
的散文传统。其文字平和质朴，字里行
间又饱含温情与诗意。曾有评论比喻她

的文字“如同薄暮时分眺望平原地区的
山峦，隐隐的轮廓轻微起伏，有说不出
的优美淡远”，但是“又别有一种贴近泥
土的沉稳和扎实”。她特别注重在文字
中对童趣的保留，很多文章都是从孩童
的视角出发，使读者亲近。《拔蒲歌》的
书名，来自南朝的民歌《拔蒲》：“青蒲衔
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
湖中。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
拔蒲，竟日不成把。”沈书枝在书的序言
中表达，很喜欢这名字中所包含的情歌
意味，希望那种摇曳婉转的风致能够浸
入书中。可见，《拔蒲歌》一书亦是一首
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写给故乡的动人情
歌！

《拔蒲歌》
一首城市异乡人写给故乡的动人情歌

♣ 欧阳婧怡

新书架

青山缭绕疑无路
忽见千帆隐映来（书法） 行 深

后来吴金玲还经常与宋书
恩打扑克牌。夜里，两个人在宋
书恩的宿舍，盘着腿坐在床上，
打扑克，谁先打完一轮，谁就算
赢一局。赌注一般是吴金玲定，
有时候在额头上贴纸条，有时候
刮鼻子，有时候打锤，还有时候
是请吃饭或是买个什么东西。他
开始很不习惯，但看她并不说
啥，就是聊天、玩牌，慢慢地他
也就释然了。

他们玩牌也好，谈论也好，
吴金玲表现得异常自然与随便，有
时候她的脚蹬在他腿上，或是附
在他肩膀上偷看他的牌，却没有
那种暧昧，他心里纵是有些想法，
看她那么平静，也就平息下来。

他们也一起看过电影，电
影院里去过，露天电影也看过。
跟吴金玲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是宋书恩最内疚的时候，他内心
充满了矛盾与煎熬。吴金玲跟他
在一起，从来不说他们的关系问
题，也不说何玉凤。

后来他们一起去市里上课
（自学考试辅导课），有了更多的
机会在一起。他们住在同一个宾
馆同一个楼层，一起吃饭一起听

课，一起复习一起讨论。她对他
好自不必说，却从来没有过分亲
热的表示。

他 们 这 种 若 即 若 离 的 关
系，一直持续了近一年。无论他
们怎么相处，始终都没有捅破那
层纸，关系上也没有质的变化。
很多年之后，宋书恩回忆起那时
候吴金玲在他宿舍待到深夜不
走，都能相安无事，就是因为自
己能把持住自己。吴金玲尽管热
情大胆，但那个年代，女孩子还
是少有主动亲热的。孤男寡女，
独处一室，好比干柴烈火，稍有
不慎，碰出一点火星，熊熊大火
就会激情燃烧。这期间，他因为
有何玉凤在心上，任吴金玲如何
敲他的心扉，何玉凤都在那挡
着，也就始终保持着那种微妙的
关系。而他也多次权衡过这其中
的利弊——他真的太为难了。

终于，在他彻底放松警惕
的时候，宋书恩与吴金玲的关系
一下子发生了质变。

1987 年盛夏，吴金玲说服
哥哥吴金春，让她跟宋书恩一起
去省城参加一个供应商的订货
会。这样的订货会，其实就是商

家为加深与客户的感情安排的游
玩活动，吃吃喝喝，唱唱歌跳跳
舞，再拉到景点转转，临走还有
价值不菲的纪念品。这样的好事
一般都是厂长、供应科长，轮不
上主管会计和办公室主任。

接邀请电话的正好是吴金
玲，偏偏供应科长出差去东北，
她就想这是个机会，马上给哥哥
汇报，吴金春对这个从小娇惯的
妹妹也没办法，只好应允。

宋书恩并没有多想，厂长
安排的公差，又带着司机，以前
也经常在一起，这事也根本算不
上什么。

当天下午来到省城最豪华
的中北饭店，报到、安排住宿，
都是吴金玲去联络。

晚饭时候，作为最大的客
户，宋书恩与吴金玲被安排在主
宾席，由公司一把手和总经理与
办公室主任作陪。酒桌是圆形的
十八人台，餐具是考究的白玉
瓷，茶杯、汤碗、调羹、筷子
托、烟灰缸，都是那种温润如玉
的瓷，晶莹剔透，质感柔美；黑
色油亮的筷子要比家用的长一大
截，还用一个金黄色的布套装

着。十二个凉菜已经摆好，素菜
有什香菜核桃仁、洋葱拌木耳、
干炸腰果、美国杏仁、蒸时蔬、
泡嫩姜，荤菜有极品鱿鱼片、卤
金钱肚、大块牛腱、开封筒子
鸡、干炸银鱼、水晶牛鞭。

宋书恩自从到了企业，在
县城也经常出入大饭店，菜跟省

城的肯定错了档次，也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大的酒桌。

客人坐定，和总经理与大
家简单寒暄后，举杯与大家共
饮。酒是五粮液，不喝酒的是鲜
榨果汁。吴金玲要了果汁，又要
了白酒。宋书恩一向喝酒很谨
慎，生怕喝多出事、误事。

晚餐后安排的有舞会。这让
吴金玲非常兴奋，他们虽然不会
跳舞，她却可以跟他有学跳舞的
机会——一定得把他拉到舞场
上，让他牵着自己的手跳一曲。
酒精使她亢奋，但她是清醒的。
她感觉脸上发热，自己脸红了吗？

舞会组织得杂乱无章，供
应商找了二十几个女伴舞，来陪
男客户。宋书恩因为有吴金玲，
当然没有舞伴陪他。

在迷离的霓虹灯下，伴随
着舒缓的舞曲，他们学着其他人
的样子，他右手挽着她的腰，左
手握着她的右手，她的左手放在
他的肩上，开始随着舞曲走动脚
步。也许因为年轻，也许因为他
们有跳舞的天赋，他们跳得像模
像样，一点也不像是第一次。

一曲下来，他们都大汗淋

漓，但很爽快。等下一曲舞曲响
起，她又拉着他走进舞池。他们
越来越默契，越来越亲近，后来
她干脆把左胳膊搭在他肩上，整
个上身几乎贴在他身上。她看他
的时候，发现他也在看她。

她伏在他耳朵上说：“书
恩，跳舞真美妙。”

然后，她就伏在他胸前，
内心荡起一汪一汪的热浪。她的
脖子可以感受到他呼出的气息，
温热而舒服。他的手在她的背上
也有了更大的力度，后来干脆滑
到她的臀部。

她整个人都醉了。在一曲
慢四将要结束的时候，吴金玲在
他的脸上轻轻亲了一下。他也大
胆地用力往怀里揽了一下她。

她说：“书恩，我累了，想
回去。”

他点点头，跟着她出了舞
厅。她说：“书恩，酒劲上来
了，我身子有点软，你扶着我。”

宋书恩听话地扶着她，她
几乎把身体全靠在了他身上。在
电梯里，她闭着眼扑在他怀里，
似乎睡着了。

他扶着她进了她的房间，

把她放在床上，为她脱掉鞋子。
等到他要起身的时候，她伸出双
臂抱住了他……

最终，他们滚烫的躯体贴
在了一起。

从省城回来，宋书恩就知
道，娶吴金玲为妻已经是板上钉
钉的事了。跟她发展到那一步，
想退，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但对何玉凤，他不知道如
何去给她说。

你不是信誓旦旦地向她承
诺吗？你不是下决心要爱她一辈
子吗？在你最落魄的时候，她家
收留了你，她给了你爱，而你，
这么快就背叛了她。

酒 真 是 祸 害 ， 绝 对 的 祸
害。当初，那一次喝酒，惹出轰
动全校的事件，还把自己的前途
葬送了。而如今，又因为酒，自
己一失足把生米做成熟饭，成为
背叛玉凤的罪人。

这时候，宋书恩满心想的
都是何玉凤的好处。他真想心一
横，什么都不顾，对吴金玲理直
气壮地说：“我就要跟玉
凤好下去，你爱怎么着
怎么着。” 13

连连 载载

诗路放歌

♣刘贵高

动感春天（外一首）

翔动的双翅
剪去冬天的寒冷
把温暖和诗意
挂上南方的屋檐

水的歌河里行走
唱着，扭着，叫着
面对时间两岸流动的微笑
将过去的细节收割入仓

桃花艳红，菜花铺金
依歌而居的梦
比风还轻的梦
在大地和水湄悄然生长

碧水柔情，白云帆影
阳光的凝视中
三月，渐次开放
一种不言不语的从容

几处炊烟袅袅
几处紫燕穿门
春天从山坡上长出来了
鸟的声音在枝间访问绿色

青云伴着风筝上天
越来越浓的麦香中
真正的收割
一天天地近了

故 乡

仰望之上。桃花已然红了
悠悠的南方，满目的苍翠弥漫故乡
大片大片的想象
在无垠的旷野上次第跳跃

梦的深处。一只小鸟掠过春天
氤氲的南方，鞭影挥舞故乡
悦耳动听的牧笛
在清澈的河流上不绝地回响

起起伏伏的乡情撩拨着心中的思念
袅娜的南方，涂抹童年的记忆
一声亲切的呼唤
在远地他乡成为永久的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