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文艺副刊
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许平 美术编辑：沈兰 电话：021-67812062 E-mail:sjbsxp@163.com

■每周二、三、四、五出版 ■广告电话：021-37687187 ■投递热线：021-57814852 ■本报法律顾问：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潘峰：13512129634）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印刷（电话：021-37212888）

方
存
双

书

天马山上有奇观。一是斜而不倒的

古斜塔，二是枯而不死的古银杏。

早先，我一见古斜塔就心生恐惧，也不

敢靠近它。因为浑身斑驳的塔身只剩下三

分之二的塔基，高耸倾斜的样子似乎随时

就要轰然倒塌。但时间一长，我不仅敢立

于其下仰视它巍然屹立斜刺青天的高昂雄

姿，而且经常与伙伴们在残缺不全的塔基

内钻进钻出，也经常在焦枯皴裂虬枝兀然

的银杏树上爬上爬下。而一些神秘动听的

传说也更加促使了我与它们的亲近。

传说，古银杏是龙的化身。今天不论

从哪个角度观看，它确实就像一条鳞甲斑

驳威风凛凛的巨龙，枯而不朽苍奇峥嵘的

枝干屈结向上，穿透岩石的根脉似如刚劲

的龙爪，牢牢盘绕着仅有的塔基，才使古

塔经历无数磨难斜而不倒。又说银杏是

妻，古塔是夫，夫妻恩爱形影不离。还说

银杏是山神，古塔是神剑，山神紧握神剑

护佑一方山水。也有相传，银杏与塔之间

的古井里有位美丽善良的“井娘娘”，她为

了给百姓光明，毅然将嫁妆的夜明珠放置

塔顶普照百姓。因其不愿嫁给河妖而被

罚以终身守井。银杏和塔怕她孤独就左

右相伴。所以现今的古井依然水清如镜，

银杏、古井和古塔彼此牵系互相厮守。

据记载，北宋元丰年间天马山上有寺

院，名中峰寺。门前有井和银杏，院内有

七层八角佛塔，塔顶放有五色舍利珠而起

名护珠塔或护珠宝光塔。每逢月夜，舍利

珠折射月光美丽耀眼。乾隆某年，百姓祈

福燃放烟花不幸引发大火，毁了寺院和塔

基木件，树冠如盖的银杏也只剩下焦炭般

的躯干。后来，有人发现塔基砖缝内夹有

宋代钱币便拆砖寻觅。结果塔基一角被

毁导致塔身倾斜，故又名斜塔，并成为斜

而不倒的惊世奇观。

其实，惨遭大火烧灼，历经风雨袭侵

雷电霹雳的古银杏没有死。1972 年我初

见时不知它叫银杏，还奇怪地问父亲：“这

死了的老树咋不砍了当柴火呢？”父亲正

正军容说：“它是银杏，也叫白果树，是地

球上最古老的树种，因为生命力顽强，才

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父亲又抚摸着体无

完肤裂痕纵横的树身说：“从古到今几百

年了，别看它树枯枝残，可它灵魂不死，一

定会有发芽长叶的那一天！”尽管父亲的

神情和语气无比坚定自信，可我仍然觉得

不太可信。再说已是初夏了，山林葱茏山

花烂漫，而老朽古怪的银杏却无一丁点的

绿意，光秃秃的枝干焦黑如炭，两人合抱

不及的树身也依然烧痕斑斑苍古萧索，像

是出土的千年文物。然而多年后的一天，

我惊讶地发现干枯的树身根部竟然神奇

地暴出一段青幽幽的枝杈，枝头上还次第

生出翠绿色的扇形小叶子。而每一片灵

动的叶子和勃然的枝干仿佛聚足了几百

年的精气，势不可遏地要在瞬间喷薄而发

浓荫一片。

又过了数十年，当年暴出的那段枝杈

已长成郁郁葱葱气势磅礴的参天大树。

它的周围还旁逸出几株粗壮拙朴的分支，

它们一律紧偎着已是编号 0022“一级保

护”的古银杏。更欣喜的是这些分枝从一

开始就是笔直的倔强的，它们显然是要追

回沉睡几百年的损失，也显然是要与古塔

看齐，时不我待争先恐后地茁壮向上。它

们犹如手挽手的子孙温馨地呵护着仙风

道骨的老人，又像是肩并肩的战士，护卫

着苍苔点点的历史丰碑。其超然的景象

和蓬勃的气势，不禁让我想起了父亲说

的：银杏！灵魂不死！

春天如同美丽的新娘，而柳就是春天

的眉。如果没有柳，春天是缺乏风采和神

韵的。有了柳的春天，神采灵动，含情脉

脉，轻盈美好。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当春风

拿起温柔的画笔，首先着眼于春的眉目。

在我看来，春花是眼，春柳是眉。

柳是春天的眉，难道不是吗？从宏观

上说，柳色新新，装点着春的娇媚，让春天

多出几分柔情和温暖。而柳树的新叶状

如细眉，形态美观，也符合眉的特征，所谓

柳叶之眉。所以说，柳是春天的眉。眉目

生动起来，春天的姿容才能亮丽惊艳。眉

需要细细描摹，才能展现春之美丽。

春风巧画眉，柳丝善解意。春天柳色

的变化过程就是春色渐浓的过程。最早

的一缕春风涂上柳梢，人们看到的只是一

层柳烟在萌动。隔河看柳，看到的是一层

鹅黄，等走近了看，那层鹅黄又不见了。

柳条似乎依旧保持着冬天的缄默，可如果

你捏一下那千万条垂下的柳条，会发现它

们已经变软了。春风浮动，柳条舞动软软

的腰肢，开始了一段柔美的舞蹈。过不了

两三天，柳树上的鹅黄变成了浅绿色。柳

树是极易生长的树木，坡地、河堤、湖畔、

山脚，到处都有柳树的踪迹。渐渐地，春

天的画笔终于找到了一种酣畅淋漓的感

觉，柳绿变得清晰而醒目，逐渐成片成阵，

把春天装扮得姿态万千。

“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清风无限

情。”依依袅袅，说的是柳树的情态。这两

个叠词，写尽了柳条的美与柔。而美人的

眉不就是这样的吗？舒展开来，眉目如

画；微皱一下，别有风情；低眉婉转，柔情

尽现；蓦然回首，一笑倾城。柳枝与春风嬉

戏，动态十足，无限风情。春天的眼角和眉

梢，透出欣喜和生机，透出美丽和风采。

柳是春天的眉，无柳不成春。记起幼

时，我与伙伴们奔跑在春天的原野上。邂

逅一棵柳树，成了最快乐的事。远远看到

一棵柳绿在小河的对岸，脑海中即刻冒出

这样的诗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一阵风来，柳条披拂，河水中柳影婆

娑，宛如临水照花人。我和伙伴们冲着柳

树飞奔而去，有的折下柳条编成柳条帽，有

的用柳条做成可以吹响的柳笛。春风拂

面，柳枝荡漾，柳笛轻响，快乐的时光在与

柳树的嬉戏中流逝。后来我读到席慕容的

诗句：“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

月亮的夜晚响起。”看到这样的诗句，总让

我想起柳笛的声音。柳笛声虽然不如真正

的笛声那么清越悠扬，但却是故乡的土地

上最热烈的呼唤。每当我在异乡看到春天

的柳树，总要怀想一番故乡泥土的芬芳。

柳是春天的眉，可以传情达意，表达

最幽微和细腻的情感。古人喜欢折柳送

别，我觉得这种做法真的是太诗意和贴切

了。没有什么比故乡的柳树，更能充当故

乡的代言人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柳树表达挽留的情感，折取柳条，寄托欲

说还休的情感，表达浓浓的离愁。故人远

去，柳烟朦胧处，空留柳边送行人。

柳是春天的眉，让春天变得美丽多

姿，让春天变得有情有义。眉眼盈盈处，

最是情浓时。

在我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张旧火车票。

每次看到它，就想起我春节回家的一段记忆。

十几年前，大学毕业的我，一心要闯天

下。带着简单的行囊，在父母不舍的目光中

南下，到广东东莞加入务工的潮流。因为没

挣到什么钱，连续两年我没回家过年，想省几

个车票钱。第三年临近年末，看着工友们拿

着火车票激动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了，特别

地想回家。于是，和朋友一起赶紧买火车票。

那时大约是腊月二十几，人多票少，偌

大的火车站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购票的人

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我和朋友轮流排着

队，连吃饭都站在队里吃，生怕错过了买票。

我们从早晨排起，一直到下午5点左右才买

到一张票，还是站票。不过，我还是觉得非常

幸运，毕竟票到手了，回家就有希望了。我把

车票揣在衣兜里，生怕弄丢了，有空就拿出来

看看。看到上面“东莞-武汉”的字样，心底

就生出阵阵温暖。到了武汉，离家就不远了。

腊月二十七的傍晚，我开始上车了。

我预料到人很多，但多得超出了我的想

象。前后的人都簇拥在一起，我是被后面

的人推上去的。寒冷的冬天，却挤出了一

身的汗。过道里也是人满为患，根本没地

方插脚。列车踹着粗气向家的方向驶去，

我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但不敢吃东西，

不敢喝水，因为厕所也被乘客们“占领”

了。再说，根本挤不过去上厕所。

我呼吸着充斥着各种气味的空气，时

而坐在包上，时而站起来伸伸腰，心底无

比惦记着梦了无数次的老家。火车每到

一站，我就要默默念着站名，估计着离家

的距离。车上绝大部分是回家的民工，大

家南腔北调地闲聊着，打发着无聊的时

光。直到第二天的中午，火车终于驶进武

汉了。下车的瞬间，我使劲吸了一口空

气，感觉好清新。然后辗转坐车回家，到

家时天都快黑了，父母在村口等了半天。

那年我陪父母过了一个团圆年，看得

出来，我平安回家，是父母最高兴的事

情。我给父母带了一些礼物，母亲说以后

什么都别带，我回家就是最好的礼物。从

此，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家陪父母过年。

抽屉里那张发黄的火车票，一直提醒

着我，无论离家多远，都不要忘记回家的路。

古塔与银杏
——天马山印象

刘向东

柳是春天的眉
王国梁

一张旧火车票
赵自力

先吃三口白饭，

这说法出自明代高

濂的《遵生八笺》。

这书说的是养

生之道，却也不尽

然。谈养生，亦是说人生。为什么要先吃

三口白饭呢？是为了“知饭之正味”。食

饭而不知正味的，有几人？

老一辈的人，端起饭碗，下意识的行

为便是先吃几口白饭。吃饭，饭是正味，

菜是配菜。先吃几口白饭，便知眼前这一

餐，何为正味，何为配菜？本末既明，饭为

主食，菜得搭配，两相得宜，一顿饭也就吃

得层次分明。

如今的人，少有这讲究。一坐下，端

起碗筷，第一筷夹的往往是自己喜欢的菜

肴。率性而为，自由自在，亦是时代之进

步。只不过，一顿饭若是不明本源，舍弃

了正味，于眼花缭乱的菜肴之间，难免要

迷了眼，不知从何下筷？

先吃白饭，其实是取其本味，明其本

色之意。

正如一道菜，要做得地道有味，首先

得明白何为主，何为次？主为本味，是一

道菜的根本。次为配料，目的是对于本味

有所裨益。若是不

明本末，一道菜做

出来，大多便有了

喧宾夺主之意，淹

没了本味，让配料

成了主角。

一篇文章，也有本味。写文章，也得

“先吃白饭”。文章的“白饭”，便是人物的

性格与关系的构建，这是“本”。有了这口

“白饭”，接下来的人与事，便如水到渠成，

而作者的笔，不过是顺水推舟。

文章或影视，若有败笔，往往在于没有

先吃几口“白饭”。舍本，弃人物性格与关

系于不顾；求末，以作者个人的意愿决定情

节的发展和走向。结果，显得生搬硬套。

这顿“饭”吃起来，自然与可口不沾边。

人生，也是一顿饭。饮食有正味，人生

有根本。努力的人不少，但成功的人不

多。究其原因，在于很多人过度迷恋不属

于自己的光怪陆离的味道，而舍弃了本该

属于自己的本味。人之本味，各有不同。

但若是连自己的本源都找不到，不明白人生

的正味为何，连方向都已迷失，又何谈成功？

先吃三口白饭，说的是饭，又何尝不

是人生？

先吃三口白饭
郭华悦

倒影咫尺如千寻 杨兵 摄

行走在乡村，我们总能见到一道道

篱笆。

农家屋子的大门前，或有篱笆，多半

是一道矮墙，或土墙或青砖上加块青瓦，

青苔稀稀疏疏点缀其间。村庄边田埂上，

有篱笆，先前是竹棍木棍加草要子扎成；

或木槿栽一排，省事又绿意盎然花儿点

缀，是个诗意的存在。距离村庄近的菜

园，也是有篱笆的，防止鸡鸭鹅去糟蹋。

这些篱笆维护了一片和谐的空间，成就了

乡村安宁的生活。

早年夏天，西瓜成熟的时候，我的家乡

还有另一种篱笆——西瓜棚子，在西瓜田

边临时搭建个简易草棚

子，放一张春凳，供人睡

在上面，西瓜也是要防贼

的。有了棚子的篱笆，西

瓜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放眼望去，乡村里那些路儿是一道道

弯弯曲曲的篱笆，这些篱笆连绵起伏纵横

交织在一起，给大地排版，绘就了大地丰

富的容颜；那一座座村庄也是一个个篱

笆；那一条条河是水篱笆；那一排排树是

树篱笆；那一座座山更是庞大无比的篱笆

……篱笆总是隔开一些东西，又守住一些

东西，维护安全，带来和谐。

乡村就是一个庞大

的篱笆，由许许多多各

种各样的篱笆构成，小

篱笆在大篱笆中，交织

在一起，也融合在一起，

我们身在其中。

篱笆在乡村里，也在城市里。那一条

条公路是一条条篱笆，那一座座小区是一

个个篱笆，那一排排路灯是一条条篱笆

……各种篱笆建构了独特的城市风景，铸

就了城市的物质文化。

大自然中篱笆，不仅是一道道多变的

风景，更是一种大自然规则的呈现，和谐诗

意的存在，构成了丰富多彩大自然容颜。

我们都生存在一定的制度规则中，这

制度规则就是篱笆。我们也生活在道德人

心的篱笆中。我们和谐的生存要扎好自身

的篱笆，守好自身的自由，在篱笆中成长。

篱笆不仅是物质的，更是一种精神的

存在，一种哲学的存在，一种思想的存

在。有了各种篱笆，我们的大自然才五彩

缤纷，我们的生活才能有和谐的自由，和

谐的爱，和谐的成长。

篱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没有例

外，关键是心中有篱笆，有对篱笆的敬畏，用

心扎好自己的篱笆，守住自己自由的时空。

篱 笆
王恩胜

社火队还没到，锣鼓声先传来，就像

从遥远天际滚来的雷声，沉闷悠远。街道

两旁等待许久的黑压压头颅，就像听到号

角般一下子振奋精神。原本垂头丧气的

脑袋如打了鸡血般扯的老长，仰着脖子，

抬着身子，以致那垫起的脚尖恨不能蹿起

来。后面扭来晃去依旧看不见者，便不由

自主地向前挤。这一掀，那一推，密不透

风的人墙便如失了重心的波涛向前涌。

前面受到挤压快要扒下的人赶紧用背扛，

向后顶，两个胳膊用力往后推。

“快看，快看，社火来了。”有人喊道，

所有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原本嘈杂

喧闹的人声也没了，只有铿锵的锣鼓声。

骑在父亲头上的小孩子看得眼睛一

眨不眨。他寻思着，那站在许仙撑起的伞

边沿上的青白二蛇，真是神通广大，法力

无边，竟能在旋转的纸伞上站住脚。虽然

小孩子也知道，这青白二蛇均是由和他一

般年纪的孩子装扮的，但是他怎么也想不

明白，这青白二蛇是靠什么力量在晃悠的

纸伞上站住脚的。还有红脸关公手持的

大刀上，两头竟然各站一个浓扮淡粉的女

孩子，一个手持红缨枪，一个手拿打马鞭，

三人面无表情，看者满脸错愕。

最让人称奇的还是彩车高台上，接连

三层高达数丈的《杨门女将》。高台上佘

太君升帐挂帅，四郎、五郎分立左右。他

们手持长枪，头戴绒盔，背扎靠旗，身穿大

花袍，神情威严。竖起的长枪、迎风的靠

旗上却站立着八姐、九妹。八姐、九妹两

人相交的梨花嵌金枪上竟站着威风凛凛

的穆桂英。随着彩车的颠簸，高台上的人

物一晃一晃的，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

的感觉。观者花容失色，一惊一乍，但高

台上的人物却面无表情，似乎一直沉醉在

自己装扮的人物剧情中。

“这芯子扮得好。”旁边的老者摸着

白胡子称赞道。还没等老人的话音落，

那些踩高跷者已经蜂拥而至。随着咣当

咣当的柳木腿落地声，踩高跷者迅疾如

风。他们头戴凤冠霞帔，脸化戏曲浓妆，

衣着华丽，长袍短褂，金盔铁甲，如穿越

而来。人物有福禄寿三仙，唐僧四徒取

经，铁面无私的包拯，爱打抱不平的花和

尚鲁智深等等。他们或慈眉善目，或凶

神恶煞，或嬉笑怪诞，表情丰富，造型多

样，看得人眼花缭乱。那高耸的身体，在

三五尺高的木棍上异常平稳。偶尔有顽

劣者，突然身体前倾似要摔倒，引起观众

一片惊呼，就在快要倾倒之时，他们又

抬身而起，扮个鬼脸，潇洒走开，惹得众

人哄笑。

高跷之后，便是舞狮子、划旱船、扭秧

歌。一场轰轰烈烈的社火就这样穿街走

巷，人们如风般跟在后面。这一场声势浩

大的社火，将春节的喜庆推向了高潮，真

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礼记·祭法》中载：“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社

是土地之神，火能辟邪。“因崇拜而思献

媚，假歌舞以祈福佑”。作为中国远古时

的图腾崇拜和原始歌舞，社火大多在元宵

节表演，自从出现后便经久不衰。社火中

最大的看点便是芯子，又称垛子、平垛，是

把四五岁的儿童固定在铁芯上，通过戏剧

扮演、脸谱造型、高难度的动作和严谨的

设计构思，展示惊险出奇、绚丽多彩的艺

术感染力和民间教化。

没有社火的年不叫过年，热热闹闹地

耍一场社火，乡村的年味才像烧酒一样浓

烈火辣。社火结束了，年就完了，一切都

在春风涤荡中开始了新意。

社 火
秦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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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元宵节大多是在爷爷奶奶

家里过的。因为，爸爸妈妈刚过完年就要

上班了，当年根本没有长假。我们兄弟五

个都是在爷爷奶奶家过元宵节。

每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忙碌中的

奶奶，还不忘嘱咐爷爷把家里的石磨刷干

净，留着第二天磨糯米粉。第二天一早，我

和爷爷就一个人磨磨，一个人把头一天浸

了一晚上的糯米舀进石磨的洞里。弟弟们

就蹲在旁边，好奇地看一粒一粒的糯米神

奇地变成水磨粉。

我和爷爷磨粉时有时候说说笑笑，配

合默契，有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又拌起了

嘴。爷爷嫌我一次糯米放多了，我又嫌爷

爷磨得太快了……奶奶来了，说粉磨得太

粗了，让我们重新磨一遍。我们爷孙俩这时

候嘴上虽然不说，但是脸色却是一百个不情

愿。只有弟弟们特别高兴地又蹲下来看水

磨粉从磨眼里再一次神奇地流出来。

粉终于磨好了，奶奶那边的馅也做好

了。黑洋酥、豆沙、紫苏、荠菜肉馅都是奶

奶准备的。接下来就是一家老少围着桌子

包汤圆。

汤圆的包法，就是先把水磨粉搓成一

个圆圆的团子，然后大拇指在团子中央掐

一个眼，其他四个手指摒拢以大拇指为圆

心顺时针转，一会儿一个厚薄均匀的“糯

米小碗”就出现了，再拿筷子挑起馅放进

“糯米小碗”里封口，再搓圆。甜馅的搓得

圆滚滚，荠菜肉馅的捏个尖尖头，吃的时

候好挑选。

每逢元宵节，奶奶总要我们学包汤圆，

哥哥心灵手巧，一学就会。我每次都把“小

碗”弄漏了。奶奶看我发急，就说：“侬做小

圆子，等一歇吃桂花酒酿小圆子。”于是我

就兴高采烈地搓小圆子。奶奶这时候说：

“要搓得一样大，卖相好。晓得伐？”

爷爷已经在老灶头上把一大锅水烧

开，奶奶把一筛子包好的汤圆下了锅，用漏

勺不停搅拌，然后盖上锅盖。待汤圆浮上

水面后，奶奶要再浇三次冷水，一锅雪白香

糯的汤圆出锅啦！不知道是因为从小就喜

欢吃甜的东西，还是因为自己亲手做的才

最好吃，我每次都是只吃酒酿桂花小圆子

和紫苏甜汤圆。后来的元宵节，我们弟兄

几个都会磨水磨粉，拌馅，包汤圆了。

后来，我参军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

击战期间，我们是在海上过的元宵节。我

把从奶奶那学来的手艺露了一手，让水兵

们在远离大陆的军舰上也饱餐到了美味

汤圆。时隔四十多年，每每战友聚会，战

友们总是难忘这个特别的元宵节，夸汤圆

战友情深！

再后来，老底子的房子拆迁了，石磨也

不知道去了哪里。

再再后来，甚是疼爱我的爷爷奶奶也

离我们而去了……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每到正月十五，

各种包装、各种馅儿的汤圆应有尽有，可我

对元宵节的美好记忆依然定格在童年。

不只是因为想念我的爷爷奶奶，更是

因为，那自家包的汤圆里裹进了太多的浓

浓亲情。

汤圆情元宵结
徐根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