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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疾 □ 范方启

和两脚兽的家居生活 □ 卢海娟小说世情

非常文青

流年碎笔

编辑手记

香蒲草
□ 董国宾

书生也能打胜仗 □ 许群兄

修炼成湖
□ 王金龙

读史札记

一起上车的友人用胳膊肘捣了捣
我，低声说，瞅见没有，整整一车眼
镜蛇。眼镜蛇？就在我蒙圈外加犯怵
的时候，朋友一脸坏坏的笑使我明白
过来，她所说的“眼镜蛇”想必就是
指一整车都戴着眼镜的人吧？这的确
有些不可思议，三十多号人，居然人
人的鼻梁上都架着眼镜，这还算是正
常的人类吗？这么多人，也就她不属
于她所说的“蛇类”，自豪感还不得
爆棚呀。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
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
大小小的书……”这是我读初中时接
触到的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中的
肖像描写，那个时候，眼镜似乎就是
有学问的象征。假如我身边出现了一
个戴眼镜的人，他必然不是一个普通
人，我会对他或她莫名其妙地肃然起
敬。眼镜，似乎就是有学问有地位人
的道具，普通人即使眼睛有问题，也
得力克万难，不能随便给自己配上一
副眼镜并旁若无人地戴起来。

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只有一
位从城里来的女老师戴着眼镜，年
轻，漂亮，眼镜戴在她的鼻梁上，简
直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眼
镜，她显得分外地与众不同。但是她
却不常戴，只有在上课和批改作业的
时候，她的脸上才会出现道道金光。
她教我数学，是一位使我对数学产生
兴趣的人。

我工作的第一所学校，无论男
女，没有一个戴眼镜的，我当时竟然
有些失望，觉得与我共事的都是些学
识平庸之辈。后来的接触中，也印证
了我的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十来个同
事，几乎都没有看书的爱好，说他们
是与书本打交道的人，不过是上课铃
声响了，拿起一本书进了教室，下了
课，批改一下作业什么的，他们最大
的乐趣是邮递员的到来，一份文摘
报，这个争，那个抢，如此手忙脚
乱，无非是获取一些什么新奇的消
息，以此滋润一下寡淡的生活。我不
想加入这种阵营，看书成了我的精神
依托，只是视力每况愈下。我在视力
上闹出的笑话也理所当然地越来越
多，明明只有两只大白鹅，在我看
来，分明是一大群；袜子本来就在不
远处的架子上放着，我却视而不见要
到处翻找；有时候，我得像一个盲人
一样，眼睛看不清，就用手来帮忙。
有一次，正在洗澡的妻叫我拿沐浴露
给她，我因没有看清，随手递给她一
瓶灭蚊虫用的喷雾剂，妻子从洗浴间

出来后，不无担心地说，你这眼睛，
还怎么骑摩托车呀？还是早点戴眼镜
吧。在妻子的不断劝说下，我到眼镜
店配了一副，却不敢戴出去。妻子取
笑，看你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原来
都是装的呀，是安全重要，还是别人
的闲言碎语重要？也是，一旦因为视
力问题出了无可挽回的事故，后悔就
来不及了。终于，横下一条心来，把
那副在口袋里捂了好久的眼镜架到了
我的鼻梁上，并且大着胆子走了出
去，走到了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中
间，走到了我的单位。

跟我预料的一样，同事看到戴着
眼镜的我，就像看动物园跑出来的某
个怪物一样，不过，他们爱怎么说怎
么笑，我全然不理会，我就是我，没
必要活在别人的谈论之中。我的一位
上司，看见了以这副尊容出现在他面
前的我，立马像平时下命令一样对我
说，拿下，拿下，装什么装。我才没
有装呢，这个，不归你管。我当时就
是这么想的。那时，我觉得我还算得
上勇敢的人。我有几个年轻的同事，
视力其实已经糟糕到了一定的程度
了，但也跟我一样心存许多顾虑，不
敢戴上本该戴上的眼镜。我一哥们，
就在眼睛上出了岔。那天，视力模糊
的他，驾着一辆摩托，只看到了对面
的农用车，没看到车上捆绑得不结实
的钢筋，结果，一根钢筋穿过了他的
头盔……跟死神打了一个照面后，他
不得不戴起眼镜，这起悲剧直接震慑

了我。
戴上了眼镜后，我发现，我身边

戴眼镜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难道是受
我影响？当然不是，我哪有那么大的
影响力。仔细打量那些戴眼镜的人，
成分可不是一般的复杂，木工、瓦
工，开拖拉机的，街头卖油条、卖耗
子药的，应有尽有。

分到一所新的学校后，进入教
室，全班四十几个学生，竟然有半数
以上戴起了眼镜。这个发现让我惊讶
不已。越往后，我发现戴眼镜的年龄
越来越小，才上一年级，就有人加入
了“四眼”的行列。人类的眼睛到底
怎么了？怎么越发不管用了？真的是
进化的结果吗？当然不是，我们来到
这个世界，父母给了我们一双明亮的
眼睛，这双明亮的眼睛后来不明亮
了，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不加爱护造
成的。不要去抱怨手机、电脑和电视
的问世与普及，要怪还得怪我们自
己，是我们自己慢慢地损坏了我们原
本明亮的眼睛。

如今再看戴眼镜的人，再也找不
出什么儒雅和学问的感觉了，所能看
到的是健康失常的残疾，这样的残疾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递增。我忽然滋生
出一个新的愿望，哪天不用戴眼镜了
该多好！而这，也只是自己的一厢情
愿罢了，对于身体的器官而言，一旦
毁坏了，想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何其
不易！珍惜，爱护，才是最有效的保
护。

乡下的泽塘边，遍生着一种
水草，乡下人称之为蒲草，它还
有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香蒲。不
管称蒲草还是叫香蒲，在乡下生
活过的我，一点都不陌生。其
实，它就是长在水边极寻常的
草。

冬天一过，大地敛去寒冷，
原野上有了青亮的色彩，来不及
眨眼，春意便充溢四方。在乡
下，春水开始回暖，泽塘水面尚
没有遮拦，蒲草却在水底悄悄地
发芽，过不了多少日子就钻出地
面。春色浓时，蒲草的叶尖毫
不羞涩地从水面昂出头来，那
汪汪一碧的春水，便展现出无
限生机。这个万物萌生的季
节，各种植物都在各自的园子
里抽芽吐蕊，渐次开花长叶，
樱花开的时候，蒲草就按自己
的方式发芽和生长。春天的泽
塘一点也不热闹，进入夏季，
蒲草长成狭长的叶子，个子高
大起来，一簇簇在泽塘里随风
摇摆起伏，远望去，像一片有
波浪的海。这个时候，蒲草便
看出一些兴致来。兴致浓时，
它们也会很霸道，一片片蒲林
毫无争辩地占据整个泽塘的浅
水边，宛若一道幕帘矗立塘
边，成为水鸟的乐园。这自然
的节奏，真是宁静又喧闹。

蒲草长在浅水里，水深处
不多见。不像芦苇，直秆刺向
天空，蒲草的茎却不明显。蒲
草的叶子一片抱着另一片往上
蹿，水上部分就只见蒲叶，蒲
茎大都潜在水中不作声。蒲草
水下为白色，近水部分颜色较
浅，它长得比人还高，呼啦啦
涨满泽塘，一片连着一片将泽
塘染尽绿意，却远不如芦苇荡
有气势，只在泽塘露一下脸，
或作一下点缀。不过，蒲草也
有一点动人之处。蒲叶柔韧且
修长，宛如一柄柄绿剑，凛凛然
透出一种侠义之气，让人满生敬
畏和欢喜。

热闹的夏天，蒲草虽茂密苍
郁，却也不能捉迷藏，一些时间
就只有了沉静。日出，在薄晨中
安静地散发绿意。日落，便陷入
沉思。不过，乡下的小孩子自有
他们的喜好之处。蒲草和其他植
物一样夏天也会结出果实，起初
是指头粗细的一根细棒，色泽浅
黄，映衬着碧青的叶子，这是蒲
草的肉穗花序。乡下人依据形状
称作蒲棒，还形象地称为水蜡
烛。小孩子从泽塘经过，会蹚到
浅水里摘一些上来。蒲棒拿在手
里很好玩，还能入口，其实只是

能吃而已，味道不是很好。那一
点点碎末会沾满嘴角，也会弄到
脸上去，若照一下镜子，会让人
忍俊不禁。泽塘边，一群小孩子
一边戏耍，一边啃吃这好玩的东
西，个个都是这模样。夏去秋
来，硬邦邦的蒲棒会变成软绵绵
毛茸茸的身体，轻轻一按就会
凹下去。耿直的蒲棒，季节一
变就温软成了另一个模样，还
真是挺有趣。若拿来搓一下，
眼前立刻飘满缤纷的蒲棒花，
成群的小孩子都会吸引过来，
饶有兴致地玩上一阵子。这像
蒲公英又像柳絮的绒毛，风一
刮，满天满地都是，泽塘染尽
一层白色。干燥的蒲棒还有更
好玩的，可以当灯点，小孩子
很随意地唤作蒲灯。以前的孩
子们当作玩具，在夜间拿在手
里一闪一闪的，像流动的小星
星。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一个接
一个地点蒲灯，很晚不回家睡
觉，大人就过来叫我们。小伙
伴个个兴致不减当然不作罢，
大人硬是把我们拉回家。

蒲草是乡下寻常的植物，秋
天叶子黄了，乡下人收割下来编
成蒲席、蒲扇和蒲包，还做成蒲
鞋和蓑衣。这些常用物品，以前
的乡下家家都离不开，蒲席和蓑
衣更是常见。有行人头戴斗笠，
身披蓑衣，缓缓从雨中走过，雨
点打在身上又滑落下去，这穿蓑
戴笠的情形极具诗意和情趣。蒲
席柔软舒适，更适合人的身体。
蒲棒软绵的蒲絮作枕芯，还能让
人安眠。

蒲草乃乡间俗物，不曾想还
饱含诗意。《孔雀东南飞》有
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
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
移。”宋代道潜有诗云：“风蒲
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
洲。”这些名篇佳句更增添了我
对蒲草的喜好和认同。

从前，乡下老家临塘而居，
塘面宽阔，有蒲草在泽塘里丛
生。春上，欣欣然亮丽成一道景
观。夏日，便是孩子们的乐园。
秋天，泽塘边的小院里，颀长的
蒲叶在母亲手里不停地穿飞，一
个个蒲篮和一把把蒲扇变戏法似
的就编成了。那个年代，我家的
一些用品都是用蒲草编织的，用
了一年又一年，伴随我们走过了
一段难熬的岁月。现在生活好起
来，蒲草和童年的一些趣事都湮
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但我常常
怀想那童年的泽塘和又叫作香蒲
的极寻常的蒲草。

那家伙一边絮絮叨叨，一边把老板椅
移开，把椅子上的珊瑚绒小毯子搭在扶手
上，笑盈盈地看着我，不断地拍打着暄软的
坐垫，柔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白了她一眼，
看在这个笨家伙还算是个明白的，知道我
想要啥的份上，我就不跟她计较了。

我慢条斯理地走过去，轻轻一跃，跳到
椅子上，顺势靠着椅背伏卧在坐垫上。从这
把老板椅进门那天起，我就看上了它，它有
好闻的皮子的味道，伏卧在上面有十足的
安全感，这个，我喜欢。

我把自己调整得更舒服一些，不满意
地白了那家伙一眼，下一步该做什么她又
忘了，直到我狠狠地瞪了她，她才蹲下身
来，抚摸我的脑门、脸颊、捏一捏我的耳朵，
再对我的后背和四肢作一番按摩，这个两
脚兽何时能长进一些呢？该做的事，老是拖
拖沓沓，我是不是该好好训练训练她了？

而且，这个不识趣的家伙还老是趁我
不注意坐上我的宝座，她把身子伏在写字
台上，对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地打

字，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可不管她写
什么，坐了我的椅子，我就得吼她。她要是
不滚下来，我就挤到她身后，凭我的功夫，
只要让我挤进去，我就可以背对着她，手脚
并用蹬住椅背，跟她拼一拼耐力，通常，她
都会败下阵来，把椅子推开，搬个小凳子乖
乖坐好。

小凳子也就三十厘米高，是给小孩子
坐的，有些肥胖的她蜷缩在上面感觉有些
滑稽。她坐在小凳子上，目光跟电脑屏幕正
好平行，这一点对眼睛有利。不过好像不太
舒服，坐得久了，她起身的姿态就很丑陋：
腿是弯的腰是弓的，像耄耋老人，一副浑身
僵硬抽抽巴巴的样子。有一个问题我天天
想也想不明白：两脚兽这是得罪了谁，为什
么从出生到老死要有这么悬殊的变化？小
的时候何其乖萌粉嫩，老了，又何其颟顸丑
陋！像我们，即使老到掉光了牙齿，老到快
要死了，容颜和身材仍然美颜如初，这才是
一个生机勃勃的动物应该有的样子，一生
之中，由鲜嫩娇艳到衰朽老迈要有天壤之

别，这不是植物的生命状态吗？怎么两脚兽
们专门要继承这世上生物的缺陷呢？

伺候我的这个两脚兽其实是个挺用功
的家伙，除了上班挣钱回家做家务之外，她
每天睡觉前都到书房写字，我因为常常睡
在她身后的老板椅上，她写了什么，我都是
知道的。我有时瞄一眼电脑屏幕，那上面的
文字倒也算一片赤诚，只是，太缺少才华。
这个家伙脑子里满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
每一天，她努力把内心里黑暗的、焦躁的浮
尘按住，用文字告诫自己也修炼自己。这个
笨家伙，她不知道，我就是上苍派来的使者，
她要是沉静如我、简单如我，她要是有我一
半的功力，也就不用劳驾我老人家整天围着
她转，为她操碎了心——— 真的，我最怕她去
卫生间，那个脏兮兮的地方总是会有水声哗
哗，我真担心有一天她被水冲走。

我常常歇斯底里地叫她，谁让她那么
笨，我的轻声细语她总是听不懂。夜里，我
睡在她身边，她常常喊我枕着她的胳膊，我
不忍心看她失望，就勉为其难睡在她的胳

膊上，只是，等我睡着了，她却要把胳膊抽
回去，说我把她的胳膊压麻了，这个两脚兽
真是多事。我一生气，直接蹦下床，任她千
呼万唤，就是不回去——— 我怎么会和这样
一个笨家伙生活在一起呢？

好在我有定力，懂得随缘。既然遇见
了，也不能丢下她，她得好好活着，好好工
作，因此我其实很怕她有什么意外，水是个
大问题，我必须常常提醒她；睡觉也是个大
问题，她总是睡得跟死猪一样，我有时大半
夜也不敢睡，坐在她身旁盯着她看，我得看
看她有没有呼吸，真怕她一睡不醒。

两脚兽吃的东西，我真是不敢恭维，她
看来是不懂得选择的，像我，除了专有的粮
食，除了鸡胸肉鲍鱼螃蟹大虾，其他的食物，
我是一概不吃的，饿死也不吃。两脚兽希望
我像她一样杂食，她吃的东西，一定要让我
闻闻，闻闻就闻闻吧，闻了也是不屑一顾，
哎，她这么胡吃海喝，真怕哪一天被毒死。

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养着一个让我
操心的两脚兽，真是累并快乐着。

建文元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任山
东参政的铁铉负责北伐军的粮饷供给。然
而，虽说铁铉的物质保障工作无可挑剔，
而北伐的李景隆却被朱棣打得四处乱逃，
从而导致山东诸多城池失守。

燕军包围济南后，济南城上下一片慌
乱，而铁铉更是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作为
留在山东最高的长官，他知道保护济南城责
无旁贷，但自己是一介书生，吟诗作赋可
以，冲锋陷阵却不行。于是，他主动去找同
在山东的参将盛庸，两人歃血为盟，约定死
守城池。

在铁铉和盛庸的召集下，济南城上下
众志成城，很快抵抗住了燕军的疯狂进
攻。朱棣攻不进去，于是想，硬的不行，
就来软的。他让人写了劝降书，射进济南
城，劝铁铉认清形势，赶紧投降。没想
到，铁铉却让手下写了篇《周公辅成王
论》射进燕军军营，表明自己宁死不降，
让他死了这条心。

无奈，朱棣又强行硬攻了三个月，可

惜的是，依旧没有丝毫进展。急于拿下济
南的他，决定来个鱼死网破。他命人拦坝
筑堰，将济南城郊的各条河流汇聚起来，
准备用大水来灌淹济南城。得知此消息
后，济南城里的十万人口全都惶惶不可终
日，而铁铉和盛庸也是焦头烂额。

铁铉知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
出击。于是，几番思虑之后他决定以诈降之
计来诱杀朱棣。他一边让将士暗中在城门上
装上千斤闸，一边让守城的士兵哀嚎大哭：

“济南城快被淹了，我们都要被淹死了……”
之后，铁铉还精心挑了1000多个能装

会演的人出城，让他们跪在地上向朱棣求
饶：“你是高皇帝的亲儿子，继承皇位理
所应当，我们也愿意做你的臣民，只是我
们都是些平常百姓，一直害怕打打杀杀。
你们大军压境，我们诚惶诚恐，深怕会被
军士无辜杀害。若大王你能退师十里，单
人骑马进城，我们一定拍手相迎！”
朱棣一听，大喜过望，以为自己早已深

得人心，而现在不需一兵一卒就可轻松夺得

济南，何乐而不为？于是，他立刻让军士移
营后退，而自己只带了几名护卫，打算进城
受降。

然而，在城门打开，朱棣走向城里的
一瞬间，突然一块大铁板从城门上重重地
砸了下来，砸到了朱棣的马脑袋上。朱棣
大惊，知道中计，急忙换上随从的马匹，
调头就跑。这时埋伏在吊桥边上的守军赶
紧去拉吊桥，以切断朱棣的归路，谁知因
为太紧张，吊桥竟没拉起来，而朱棣也在
这一片忙乱之中跑了出去。

愤怒到极点的朱棣一回军营就下令全
体将士昼夜围城进攻。他们运来火炮，对
准济南城没日没夜地轰打。一时间，济南
城危在旦夕，而铁铉更是急得团团转。突
然，他的眼光落在了“志从孝道”四个大
字的牌匾上，计从心来。

铁铉知道朱棣一直口口声声称自己是
个孝子，而他这次也是以“维护祖制”的
名义起兵的，那么，我现在就来考验考验
你，看看你是不是口是心非？

时间就是生命，铁铉赶紧命人找来一
块长形的木板，并在上面写上“高皇帝神
主之位”几个大字挂到城头上。燕军将士
本来还是一门心思只管开炮，可一看到城
头上挂出来的木板，傻眼了。因为那是高
皇帝的神位，谁敢轰啊，轰了就是乱臣贼
子，就是十恶不赦。而朱棣更是直接傻眼
了，他怎么都没想到铁铉会来这么一计，
而他纵使再大胆也不能如此“大不敬”，
无奈的他赶紧下令：停止开炮。

铁铉见这招灵验，赶紧召集了将士和
老百姓过来。一方面，他让老百姓站在城
楼上大骂朱棣和燕军，骂他们大逆不道，
滥杀无辜。一方面他又派遣济南城里的壮
士出其不意地去骚扰和袭击燕军。朱棣和
燕军打不敢打，骂又觉得理亏，很快陷入
了被动之中。

三个月之后，朱棣下令撤军回北京，
而济南战役也以铁铉的胜利而告终。所有
人都对他这个“书生”另眼相看，他甚至
还被百姓称为“城神”，而备受爱戴。

微山湖迎来了盛夏旅游的旺季。那么
多的船，大型的运煤船、运沙船，中型的滚
装船、游船，小型的冲锋舟、带柴油发动机
的渔船，和人力划桨的小渔船，交错在大运
河与微山湖汇流的宽阔水面。最喜还是古
老的小渔船，一桨一桨划入万亩荷塘深处，
深绿的荷叶之上是莲花染就的万点粉红，
间着的还有花瓣落尽之后莲蓬绽出的嫩
黄。这片号称亚洲第一湿地的水面，任由古
老的莲类植物四季轮回、生生不息。划桨的
老者年届70，是水生水长的湖民，皮肤是那
种有别于土地劳作的光滑的黝黑，那种比
城里人故意晒出来的更健康的黝黑。说起
他的高龄劳作，他指指另一条船上划桨的
老者：“他83岁了，划船比俺都快。”我心下
不由感佩：除却生活的压力，这样的身手，
让未老先衰的城里人情何以堪？湖边停靠
着鳞次栉比的渔船，既是湖民的家，又是湖
民的船，船与陆地拉上一根绳子，几个小娃
娃牵着绳子在水里嬉戏。年龄稍大一点的
几个男孩，头上胡乱抹上几把肥皂，从船头
扑通扑通跳进水里，猴子一样灵活。久违
了，这样无忧无虑的童年！

这微山湖流淌的，也是长长的时间之
流。由今上溯，这里曾是铁道游击队抗日的
水上战场，微山岛上耸立的帆船型纪念碑
可以作证，王震将军的手书可以作证，纪念
馆里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可以作证：电影《铁
道游击队》里政委李正的原型，原来是杜季
伟、文立正、郑惕等几任政委，其中文立正
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就是现在的
北师大，在游击队中学历最高。时间上溯到
明末清初，几多分散的湖泊经黄河改道的
冲击，才在大运河的这一段形成了今日蔚
为大观的南四湖。康熙皇帝第一次下江南
途经此地，微山岛上一位高考落榜的诗人
叫殷重礼的，负责应对皇上的问答，表现出
色，被赞为“山中宰相”，可见那时的微山岛
可能还不是个岛。殷重礼的一首《一字诗》
流传至今，仍有余味：“一蓑一笠一孤舟，一
丈长竿一寸钩；一曲一歌一樽酒，一人独钓
一江秋。”汉朝时期，微山岛属于张良的封
地留城，那时的微山湖一带还是山峦叠嶂，
留侯张良死后葬于山上，至今还有张良墓，
为三贤墓之一。今天我们说，微山湖水下曾
沉没着一个留侯城，大致是没错的。汉朝再
往上溯，春秋时这里出了个贤人叫目夷，至
今存有目夷墓。再上溯至殷商时期，这里出
了个更大的贤人叫微子，是殷纣王的同母
庶兄，因为是庶出而没有被立为王。他因反
对纣王的暴政而出走，周成王时受封于宋，
为宋国始祖，死后葬于宋国留邑的山上，因
微子墓在而称微子山，简称微山，微山为湖
所围，成就了今天的微山岛和微山湖。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山也不是山，水也

不是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说这话的孔老夫子，据称是微子二弟微仲衍的
第十五世孙。历史混搭的是，1942年日军一度冲
上了微山岛，发现了微子墓，竟在一块墓碑的
另一面，恭恭敬敬地刻上了“殷微子之墓”五个
楷书大字，左下侧刻有“丰田部队长”字样。

它们开得那样漂亮，不可能
没人注意到——— 远远的，轻云一
样落在枝叶间，走近了，才看清是
一团一团爆米花样，粉的，紫的，
名字也好听，紫薇。

有个美国作家说过：看到一
朵小花匪夷所思的结构时，我就
回头望向蓝天，以为一定能看到
上帝。

而我回头，看到的只是一条
热闹的街，车流不息，人流也不
息，很少有人专门停下来，看一看
它们，听一听它们。

实在太吵了，听也听不见它
们说什么，就连它们自己，恐怕也
难听清彼此。

也许，只是我们内心太吵了。
再也听不见一棵蒲公英把种

子撒出去时内心的忐忑和犹豫，
听不见蓝色勿忘我和黄色小雏菊
的色彩大合唱，也听不见你遇见
一棵童年的灰菜时，它对你热情
地问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

大自然是一场生命奇迹，人
只是众多奇迹中的一个。

作家刘亮程说，他可以听到
树上的鸟叫——— 甚至判断出树上
几种鸟叫的不同声音，还有风刮
过树叶的声音，还有一粒尘土落
在地上的声音。在声音中，他可以
捕捉到时间的流动。

而中国文学的起头也是这样
生气勃勃。《诗经》305首诗中，有
135首出现植物，山风里的一呼一
吸、雪雨中的一飘一落、容颜里的
一颦一笑，都带着植物的光。萱草
可忘忧，白芍叫“将离”，蒹葭又为
何物？更有荇菜、蟋蟀、黄鸟……
引出幽思悄然、情不可遏的人间
百态。

植物的世界也像人类的世界
一样丰富多彩。

如果一本《红楼梦》里，剔除
掉大观园里的花木扶疏，算算也
有七八十种，便也没有了那些借
喻相伴，谁是松？谁是竹？谁是芍
药？谁是玫瑰？把人与自然关系抽
空以后，只剩下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那将是怎样无聊、空虚，改名
作艾略特的《空心人》还差不多。

打量一下我们周围，你认识
多少种植物？如果连十种植物都
不认识，是不是有点可怕，其实不
用专门做博物学，只要到处行走
时，带一双眼睛看一看，回去翻翻
书，何况现在那么多好用的软件，
很容易就可以认识一朵花，一棵
树。

除非我们自大，或者麻木，那
样的话，呈现出来的文字只会变
得越来越干枯，最后只剩下那么
几种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植物。

有人说，今天写小说，甚至写
散文、诗歌，都进入了无名时代。
无名时代是什么？就是写不出自
然环境的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
名字，鸟也是不知名的。文章里写
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是不是该
脸红？

诗人辛波斯卡说过，“我何其
幸运，因为我也不是植物学家，我
至今都不太明了光合作用的原
理，只是会近乎固执地钟情于那
最简单的绿，坚信再小的林子里
也会有可爱的精灵。”

对于草木，在百科全书的科
学解释之外，应该还有着一重文
学解释——— 这是写作者的任务，
最起码，知道它们的名字，下次见
了，可以好好打一个招呼。

听听花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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