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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一隅，一男一女，
相聊甚欢。他们一直不停地
说着，似有说不完的话。男
子说到兴处，辅以手舞足蹈，
引得女子格格发笑，不时附
和。忽然，男子停了下来，似
乎是刚才那个有趣的话题讲
完了，一时又没有找到新的
适合的话题，女子看着男子，
欲言又止。

两 个 人 就 这 样 你 看 看
我，我看看你，又慌乱地把眼
睛瞥开，骤然陷入沉默。仿
佛整个世界，都寂静无声了。

男子几次试图再张嘴说
话，不知道为什么，又咽了回
去。女子笑笑，仿佛若无其
事的样子。空气中弥漫着怪
怪的咖啡味。

沉 默 ，死 一 样 的 沉 默 。
因为这突然而至的沉默，两
个原本聊得甚欢的人，脸上
都露出掩饰不住的尴尬。

不知道是该说的都说完
了，再也无话可说了，还是忍
受不了这难堪的沉默，两个
人最终起身，离去。

而他们的邻桌，坐着的，
也是一对男女，样子既像是
一对结婚已久的夫妻，又仿
佛是一对熟稔的老朋友。两
个人品着咖啡，偶尔说几句
话。更多的时候，男的似乎
在发呆，而女的用小勺优雅
地搅拌着咖啡，呷一口，抬头
看着男的，她就那么看着，不
说一句话。男的收回目光，
与女的目光相撞，会心一笑。

他 们 就 那 么 安 静 地 坐
着，也许要说的话，已经说完
了，也许他们压根就不是为
了找个地方说话的，他们来，
只是为了坐一坐，喝一杯咖
啡，瞥一眼窗外，倘若忽然想
到了什么，就偶尔说一两句
话，其他的时候，他们沉默，各
自安静地想着什么，或什么
也不想。他们丝毫没因为沉
默，而感到尴尬，亦或沉默，

倒是他们此刻最大的享受。
沉默是最好的试纸。一

个人，与另一个人，关系到底
有多融洽，或者有多和谐，不
是看他们在一起时，有多少
话可说，也不是看他们在热
闹时的表现，而是当他们沉
默时，是否因为彼此的沉默
而冷场，尴尬，沉闷，难受，手
足无措，甚至觉得窒息。

有人说，关系的理想境
界是什么？好的关系，连沉
默都舒服。

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
不对视，只是发呆，走神，或
各忙各的，各想各的，却不觉
得无趣，也不觉得难堪，没有
不自在的感觉，而是放松，舒
服，坦然，这说明，这两个人
若非亲人，就是夫妻；若非老
夫老妻，就是心心相印的情
侣；若非情侣，就是知己，真
正的朋友。

连沉默都让你舒服自在
的人，是真正懂你的人。

我的岳父母，都快 80 岁
了。他们在一起，厮守了大
半辈子的时光。记得刚退休
时，他们整天在家里说话，似
乎要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话，
抓紧说完。有时，说着说着，
因为观点相左，还会发生激
烈的争执。

现在，他们的话，却越来
越少了。

一天中，他们大部分的
时间，是在沉默中度过的。
他忙他的，她忙她的，或者，
他晒他的太阳，她晒她的太
阳。他们习惯了他（她）就在
身边，却并不一定要说点什
么。到了中午 12点，她会从
药盒里分好药，一杯是他的，
一杯是自己的。而他已经准
备好了温开水，一杯是她的，
一杯是自己的。他们做这一
切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
他们已经习惯了各自的，这
温开水一般的沉默。

（1951）散 花 坞
花开富贵

刘安民/作

有一天早晨，去一家私人超市，看见废
弃的垃圾筐里有一根稻草绳，比胳膊细一点
儿，一米来长的样子，瞬间被它吸引——麻
花辫一样的草绳，即便被抛掷在垃圾筐里，
也不掩它的幽光……心里自是异样，立刻把
它拾起来。

拿这根草绳做什么用呢？我想了一路，
还是没能把它排上用场，但我绝对不会把它
丢掉，拿回去先挂在露台上再说吧。这个世
间，不该对任何事物以“有用”或“无用”来权
衡——甚或，无用之用，才是最大的用处。

我一边走，一边把这根草绳拿到鼻子前
闻嗅，草香，阳光的馨香，相互渗透，令荒如
枯井的肺腑瞬间苏醒，足以把人一路送到童
年的意境里。

所有的童年都是甜的。一个早晨，因为
遇见一根草绳，我的童年一霎时复活过来。

小时候，隔三差五地跟着外公去到一个
叫作“周冈”的小镇。他在小腰篮底层铺一
层稻草，再把家里积攒下的鸡蛋一个一个装
进去，然后在鸡蛋上面盖一块旧布，拎到周
冈。一个鸡蛋五分钱，全部卖掉，再拿钱买
些粗粒盐回来。或许还有余钱，外公就去肉
案前，割一刀猪肉。屠夫按照外公的指点，
把肉片下，称好，一斤望重的样子，迅速在肉
上戳一个洞，串起几根稻草，递到外公手上。

肉，一元二角钱一斤，二十四个鸡蛋换
一斤肉！

印象里，外公买猪脚的时候多些，他并
非不喜欢吃肉，而是猪脚便宜得多。或者
呢，肉也不买，猪脚也不买，外公只买一条
鱼，鲢鱼，非常便宜的鲢鱼，几角钱而已。称
完鱼，鱼贩子也是用几根稻草穿过鱼嘴递给
外公——当一老一小，拎着一刀肉或者一条
鱼，穿过田畈——如若春天，仿佛一万亩油
菜田的蜜蜂都追随着我们了。

实则，我最喜欢跟着舅舅或者小姨去供
销合作社买日用品。

合作社里飘拂着一股股奇异的味道，纷
繁复杂，进深曲折，至今无与伦比，简直万花
筒一样的气味：红糖的味道齁甜齁甜，固本
牌肥皂的气味是咸的，芦西酒的味道辛辣芳
香……乡下有一个酒鬼，总是偷自家的米换
酒喝——他站在巨大的酒缸前等待着，售货
员用长柄竹勺舀上一勺酒，倾倒于他双手捧
着的蓝边碗里。他桩一样站在酒缸前，生怕
移动一小步，碗里的酒全部倾出来似的，他
小心翼翼，像捧着他的命，默不作声地，咕噜
咕噜一气活下去了……至今忆起，其人作
派，颇有仙风道骨的气质了。等他的婆娘遇
见这个醺醺然的挨千万的人，为时已晚，她
没有什么法子想，许是绝望了，一屁股坐在
门前地上痛哭，一边嚎啕，一边咒骂，一边把
手掌重重拍在地上……哭着哭着，婆娘忽然
想起什么了，一骨碌爬起，疯子一样冲进供
销合作社，仿佛找到了所有罪孽的根源，对
着售货员痛骂，众人纷纷上前好言相劝，方
才把她架回去，街上又恢复了安宁。

不出几日，酒鬼仿佛忘记了曾经尊严扫
地的难堪，故态复萌。女人每一次的咒骂与
痛哭，仿佛初次一样的新鲜，也没见一个家
从此破碎，日子还是照常过下去了。

当秋天的风，一日比一日寒，吹到脸上
犹如刀割，冬天就到了。

冬天到了，小姨要去供销社买雪花膏，
她恋爱了。恋爱中的女子都喜欢涂雪花膏
——永远地来自上海的百雀羚，打开扁扁的

小铁盒子，膏腴盛雪，芬芳铺天而来。盖子
与雪花膏之间覆着一层锡纸，小姨把沾在锡
纸上的雪花膏全部抹到了手上。我拿着她
废弃不要的锡纸闻了又闻，有一点恍惚，渺
远……所有的寡淡荒寒，都被 70后的童年永
远珍藏了。我和外婆用买蛙壳油——小手
被冻裂，一抹蛙壳油，几天便收口。多年以
后，当第一次在超市看见蛤蜊，方猛然醒悟，
原来小时候的蛙壳油就是用这蛤蜊壳来装
的，扇型的表层被机器打磨得何等温润，有
光泽，仿佛自带包浆。那个年代，即便是一
只小小的蛙壳油，都是以匠心戛戛独造出来
的，真要令人叹一口气。如今，超市里仍有
百雀羚售卖，去年，曾买过一盒，打开，再也
不是昨日的味道，颇有刺鼻感，工业化的流
水线上出来的，不好与往昔比了。

彼时，正值煤油灯时代，家家备有好几
只灯盏。

那个年代的灯盏，可真是艺术品呢。高
脚细腰的模样，玻璃印花的质地，圆形底座，
袅袅而上，忽然在中间鼓出一块圆肚子，盛
满煤油，漂一截灯芯，划一根火柴，黑屋子瞬
间亮堂了，火焰上方配一只玻璃罩，让屋子
更亮些，微微地泛了幽光……

古 人 言 ，一 灯 如 豆 ，该 有 多 么 诗 意 静
谧。七十年代末期的乡村，依旧保留住了古
中国的气质，幽秀，舒缓，宁静，寒瘦，寡淡，
这些正是构成古气的必要元素，沉厚的，流
淌的，生生不息的底蕴——那才是夕阳西下
羊牛下山狗吠驴鸣的中国。

除了灯盏，还有一种叫作“马灯”的照明
物，乡下人走夜路时必备的物件，拎着它，走
到哪里，亮到哪里，火焰因为有玻璃罩，不必
担心被风吹灭——万籁俱寂的夜，比亘古还
要幽寂深邃，马灯微小的亮，远看像萤火一
样移动，行路的人不晓得可害怕？

至今，外出居酒店，总是情不自禁将酒
店提供抽烟的火柴收集起来，珍重地放在旅

行箱里带回家。孩子不知道是什么好玩的
东西，总是怀着好奇之心。我不厌其烦，教
他怎样划亮火柴——拿小红点点在火柴盒
侧面轻轻一擦，刺啦一声，瞬间有了光明，有
如魔术。他非常喜悦，一次次试验，乐此不
疲，家里久久飘荡着磷与硝混合的味道。

这一点点橘红的光明里，藏着一个妈妈
整个的童年。

我们烧灶的时候，划一根火柴，刺啦一
声，草把瞬间被引燃，塞进锅洞里，一桌饭菜
次第烹熟。深秋的风凛冽，一日日里把荒野
的草悉数吹枯。我们本没有什么事情做，悄
悄从家里拿一盒火柴，去到荒野背风处，轻
轻划一根，火苗瞬间蔓延开来，燃烧很久很
久才慢慢熄灭。坐在地头，望着那一大片漆
黑如夜的灰烬，心下怅然。

实则，我最喜欢闻煤油的味道。
煤油装在供销社一只只硕大无朋的圆

铁桶里，桶上一角安了一个压力泵的装置。
不晓得为什么？每次打煤油，都要排很

长的队，从供销社里一直排到外面去。买几
斤煤油，售货员就压几下，亮汪汪的煤油汩
汩而出，倾于煤油壶里。每每如此，小姨等
在队伍里，我早早挤到屋子里，死死抓住柜
台不撒手，为的是让煤油奇异的味道更多地
进到我的鼻腔里——无比羡慕售货员姐姐，
她不花一分钱，天天都可以免费闻见那么多
煤油的味道，太富裕了。

夏天的时候，供销社里还买海带。海带
被搭在铁丝上，晾衣裳一样的齐整，悄悄散
发出幽深的气味，或许就是大海的味道了
吧。自小，我们与曲折弯曲的河流生活在一
起，不晓得大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难道比
外婆门前的白荡湖还要宽阔吗？我是活到
三十二岁那年，才去到厦门看见大海的，水
天相接处白雾茫茫，浩淼无垠，直如童年的
夜空那么深邃。默默坐在海边，到底还会忆
起被隐秘地珍藏了多年的海带的味道，是那

种并不难闻的咸腥味。
供销社的一面墙上，挂了各色花布，也

挂毯子。后者都是上海牌的，浅粉底子上织
绣着一对展翅欲飞的凤凰，凤凰周围开了大
朵大朵红牡丹绿牡丹黄牡丹，都是鲜花怒蕊
的，逼真得不得了；或者密不透风的红梅丛
里蹲了两只翘尾巴的喜鹊，叽叽喳喳的模
样，声犹在耳；也有芙蓉锦鸡图。长大后才
明白，原来这样的芙蓉和锦鸡，就是宋徽宗
勾连了一辈子的画呀，一纹一皱里都是细致
工笔，简直可以将一个心如废井笔如枯椿的
人的心思荡漾起来的吧。

一个幼童所能领略到的五彩斑斓的世
界仅仅止于供销合作社那一方小小天地。

前阵，网上有人贴出上海牌毯子的图
片，问：可还有谁记得小时候睡过的这种老
式毯子？望着那一幅幅毯子图片，真是热血
上头，怕也只有 60后、70后还记得了的。到
了八九十年代，这样美观耐用的毯子逐渐式
微，渐趋被三件套、四件套所取代。

上海牌毯子可真结实耐磨啊，拿在手上
厚沓沓的，非常有质感，任凭怎样的捶洗都
不易败色，一年一年拿出来，铺在褥子上都
是簇崭崭的新。妈妈们素来喜欢以米汤浆
被子——入夜，一群骨瘦如柴的小身体滚在
毯子上，硬戳戳，痒酥酥的，异乎寻常的舒
豁，总归是不复再来的永生的童年。这样的
毯子早已幻成了一只琥珀，她把我们的童年
终生供养在里面，不沐风雨，不着灰尘，永不
老旧，哪怕一辈子过完了，我的童年依然新
如往日，似乎闻得见昨夜的乳香……

供销社里的售货员皮肤白皙，是大队书
记家的女儿，永远齐耳的短发，做事干脆利
落，一双手伸出来，永远那么温存。我喜欢
看她包红糖，简直活在了一幅画里，纵然沐
风浴雨，也不褪色。她拿着盘秤，在巨大的
糖罐里铲一坨红糖，把秤砣撩得高高的，称
好的红糖倒在柜台上铺着的一张褐铜色厚
纸上，她这里拽拽，那里折折，瞬间就把一斤
红糖包好了，特别好看的菱形，拿一根蔺草
绳扎扎紧，末了，打一个活结温柔地递到你
手上。我仰着头望着她所做的一切，简直看
呆了——童年的审美力奠定了一个人一生
的基础，我有所好感的女子，都是有仙气的，
一律她那样的，肤白，短发，歪低了头，举止
温存，天地日月都为之安静下来……

童年是甜的
□ 钱红莉

南方的冬天比日历上的小雪
节气慢了好几拍，漫山满树的秋
叶让雪花根本插不进徽州。大雪
时节仍然有机会看见深秋的背
影，三五倦蝶般的红叶贴在树上，
宣告此时还是秋天的地盘。从戴
震公园爬小华山，从延安路下，或
者相反，这样的路线来回多少次，
我自己都数不清了。树林真好，
把自卑和自负都能湮没。华山的
春花稀少，落叶却不少。到了深
秋，丝丝缕缕黄褐色松针纳鞋底
似的，捂住山林的土地。然后，栗
树、栎树和枫香的叶 子 接 踵 而
来，一层层增加秋天的厚度。

秋天越来越深，树林越来越
亮。斑驳的阳光把树叶熨得五
颜六色。我决定今天要离开石
阶和护栏，钻进树林，让树枝拉
我。摸着树根爬。栖息在树叶
上的松针，调皮地钻进衣领，偷
偷从身后对我哈气。落了叶的
华山消瘦了许多，裸露出嶙峋的
冬 。 是 为 雪 的 来 临 腾 出 枝 头
吗？深一脚浅一脚安排我的时
间，落叶轻一声重一声放大我的
心情。落叶跟着我的节拍喋喋
不休。其实我脚步已经够轻了，
脚尖小心翼翼地朝叶子里挤，它
们还是大声说我踩痛了它们。
头顶落下一两片想起季节的叶
子，在枝丫间曼舞，旋转，落在肩
膀私语。我多么不好意思。起
风了，窸窸窣窣，松针乘乱扎进

我的头发，搅乱我的年龄。急忙
离开树林，回到干净的有护栏的
石阶。秋韵被长长石阶撕开一道
生硬的裂缝，优美的意象被清洁
工清扫得干干净净，真是可惜。

好在华山并不难走。有静
寂的亭子，荒芜的长廊。曾经的
动物园只剩下一片静谧，树叶在
瓦片的缝隙藏了好几年的秋天
记忆。眼前显得有点荒凉颓废，
时间在腐蚀时间。鹿园荒草堵
塞。几声鸟鸣，使我醒悟：这不
是荒芜，是肃穆。仔细看，枫香
树上挂着的，不是枫叶，分明是
一串唐诗。地上铺着宋词。也
许是今天走了不寻常的路，我开
始出汗，眼睛就有了水润。我用
水润的眼睛吸取山林的宁静，把
叶子沉入心底的深潭。

小华山春天碧青葳蕤，夏天
葱茏翠绿，林子深处荫蔽幽深，树
叶茂盛时阳光都不能插足，更何
况我？然而我心又多有不甘，多么
柔软的树林，长在云端里似的。于
是我又钻进树林，离开石阶很远，
把自己挤入树的世界，孤独安置
在废弃的鸟窝。耀眼的阳光拨开
空疏的树枝，泼洒在树根一簇青
绿上。是一团兰花草。原来阳光
真的不会遗忘任何生灵，兰花草
见到了阳光，多么奢侈的相逢。
树木落叶，给兰花草腾出空间，兰
花必回报以馨香。今天才知道，
阳光总会光顾世界每个角落。

落 叶 与 阳 光
□ 谢光明

沉默是最好的试纸
□ 孙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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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秋意落下一棵树的
心情。一种特有的色彩，与
大地分疆。

一片金黄的秋意，纹路
清晰如画。阳光下，映衬一
片落叶的脸庞。多冷。一片
秋意如风，吹散了行人，落下
一页页孤影。我捡起一片秋
意，重温很多失去的美丽。
庞大在细小里伸缩。一片秋
意绵延一条溪流的渴慕。堤
岸驻足。一个人的手心紧握
着秋意，这是默守一片土地
的内心。

你欣赏路边的风景。风
景仅是素描的秋意。从荷花
池到梅林，从城市中心到郊
外，然后步行数公里，尾随落
叶落下一行行大地的私语。
倾听落叶的声音，或许这是
大地之上唯一艳丽而静美的
秋意。

你行前行。行走休屯同
城的边缘，一辆公交车载不
动一片秋意，却承载着一个
归心似箭的路人。

你象征性地游走，窃取
在边缘夹缝里深沉的呼吸。
而谁能发现你的脚印，替代
了 1路公交的延伸路径。

山河秋意渐浓。大地黄
昏 孤 影 。 路 口 落 下 一 地 残
叶，悄无声息地潜入你阳光
下如水的梦境。

一部书，散发一个写作
者的体香。

一个书房，散发一个家
族的体香。

一座图书馆，散发一个
时代、一个民族的体香。

一片柳叶，沉默不语，它
以一枚新绿守望心灵的净土。

一条河流，淹没浮华，淹
没喧嚣，沉淀如水的诗词。

一行飞鸟，掠过高空，在
苍茫的宇宙中肆意雕琢。昔
日 ，太 白 钟 情 蔚 蓝 色 的 诗

歌。那苍穹的本色，汪洋大
海的碧波，停歇于短句的抑、
扬、顿、挫。蓦然回首，我们
窥见了他的归途，正是盛唐
的返乡之路。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苏轼服膺摩诘之才情，

书生的意气悄然盛开，水墨
中轮回春秋。

春寒。料峭。是谁敞开
了二月的心扉？

油菜花在田野歌唱。
金黄的花瓣像一阵风，像

一场雨，迎接大自然的失语。
春天，躲进小楼，却见天

香国色。
轻轻地拉开纱窗，姿态动

人的女子行走于朦胧的夜色。
风情蘸满笔尖，泉涌的

文思在书卷上倾情诉说。
于是，厚厚的夜被搁浅，

于无声处细细打磨，也愈显
稀薄。

书生指点星空，激扬翰
墨，思绪无影无踪。

一滴滴汗水浇灌春花，
一本本唐诗滋养秋月。

书生们，皓首穷经培育
文明的圣果。

听琴——
悲！欣！
弘一大师的交集，像一

部悠扬婉转的音乐剧，展示
出声色俱佳的宏阔人生。

书香淹没月光，深藏地
下的渴望。

耕读传家的农人，翻阅
每一片土地。

无边的稻穗，偷偷绽露
了笑容，点亮汉语的星空。

每一枚文字，窥见她们
的柔弱，像弯曲的岁月蛰伏，
遁隐。

书生的意气流淌于深深
浅浅的墨迹，端坐远古的时
光里，邂逅心中的仓颉。

底 色（外 一 章）

□ 汪远定

书生意气

火热的火，荆棘的棘。
只有在冬日，在这矮小而成丛

莽的灌木枝头之上，你才能看到那
亮着的灯盏。

已是大雪节气，虽然风声并不凛
冽，暖阳和温度一如早春，没有雪来，
久违的天蓝一直在渲染暖冬的氛围，
但放目望去，路旁多数树木的树叶已
全部落尽，只有光秃秃的树枝挺立在
风中，地上的枯叶卷曲得难以辨认，
却在明确无误地昭示着冬日的威严，
将肃杀的气氛显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在路中间的隔离带里，有
一丛丛这样的灌木，在遒劲的枝条
上，在越冷越绿的叶片里，透出火一
样的激情，在满眼寂寥的气氛中格
外显眼。那绿叶中橘黄色至深红色
的果实，经霜不落，俏立寒枝，让人
欢喜，叫人怜爱。尽管果实只有豆
粒般大小，但精神饱满，一串串、一
簇簇，密密匝匝地紧挨一起，灿朱凝
丹般，随着树势高高低低，错落有
致，聚集起来，便形成了一种气势，
仿佛整个枝条上燃起了火，使寒冷
的冬天显得温暖。

这果实，就是火棘的果实，红得
纯正，黄得圆润。我猜想，它的名
字，或许是因为这一簇簇火焰，在刺
骨的寒冬中燃烧。不要说在冬日的
阴冷中，在往日云幔重重、灰蒙凝滞
的天空之下，即便是在这多日未曾
呈现的清朗、安宁、沉静的蓝天之
下，它们依然如同一团团火焰的跃
动，点亮了有点沉寂的正午。这蓝

色天空下满满的火焰，如潮水般漫
涌过来，一时间让人觉得天地间浮
生种种、一切皆云淡风轻。这时，假
如有白雪相伴，是最好不过的了。
火棘的红，瑞雪的白，互为映衬，相
得益彰。比起一枝寒梅傲立雪中的
孤冷，更显得热情奔放。

火棘果，原本是山野之物。它
属灌木蔷薇科，四季常青，枝叶柔
小，叶片蜡质，耐寒耐旱，有着顽强
的生命力。无论是庭前、墙角，还是
水畔、路旁；无论是平原、沃野，还是
沙漠、荒山，它都会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洋溢出别样的神韵。火棘耐
修剪，是常绿植物，可制成曲径通幽
的绿篱，可点缀错落有致的草坪，可
配置在怪石嶙峋的山坡上体现自然
野趣……这野生野长的灌木丛，既
耐得荒野粗鄙，又登得大雅之堂。

在夏日里，我曾经见过它的花
朵。花分五瓣，花柱五个，子房五
室。这花儿，有貌不惊艳的低调小清
新，喜欢一簇簇地开放，堆叠在绿色
篱笆上。它无牡丹之华贵，无玫瑰之
娇艳，无桃杏之芬芳，也无丹桂之幽
香，然而，看到那如雪似玉怒放的白
花，人们的心里总会泛起一丝丝凉
爽。雪样的花瓣落尽之后，绿叶中有
无数个黄豆般大小的青色颗粒。中
秋过后，火棘的叶子由墨绿变为暗灰
色，再由暗灰变为暗红、浅红。在深
秋的阳光下，火棘果颜色由淡黄到深
黄，再由深黄到浅红。在冬日的霜枪
雪剑中，火棘果变得愈加火红，像一

串串火把燃烧着，抗拒着冰雪寒风。
它的果实有些像玛瑙、珊瑚。

张恨水曾经描绘过它：“枝上结天竹
子，累累然如堆红豆，深者丹，浅者胭
脂，娇艳欲滴，尚有些微小叶，作苍绿
色，亦极配合得宜。枝上有刺，攀折
不易。”可惜，张恨水不知道火棘的名
字，擅做主张赐其名为“珊瑚子”。

火棘有许多别名，比如火把果、
红子、红珠、吉祥果、红子刺、状元
红，最多的叫法要数“救军粮”。据
说当年诸葛亮行军路途中缺水少
粮，这火棘果解了其燃眉之急。火
棘果实可以消积止痢，活血止血；根
部可以清热凉血，叶子可以清热解
毒。不仅如此，它的果实还可以生
食，或者加工成果脯，在灾荒之年，
人们采摘来充饥活命。这被称为

“袖珍苹果”“微果之王”的果实，我
没有品尝过。据说，这红中透亮的
火棘果，酸酸甜甜，有苹果的清香。
而且，一颗如珠的小火棘果，其维生
素 C的含量相当于一个苹果。

火棘果，扁圆形，像小柿饼。枸
骨和南天竹的果实是球形的，比火
棘果稍大。但枸骨和南天竹的果
实，不能给人充饥、供鸟儿果腹，甚
至南天竹的果实是有毒的。

隔离带里的火棘，大多被修剪
成圆形或是长条的绿篱，不能毫无
拘束地伸展，少了山野间自由的张
扬。但在瑞雪皑皑、冰霜凋敝的冬
日，枝青叶碧的它们，依然将这红果
托举天空，吸引无数的鸟儿啄果而
食，也让你感受到生命的顽强，让你
树立艰难困苦中仍要崛起的信念。

顾城说过：草在结它的籽，风在
摇它的叶，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
美好。在冬日里，遇见这样的一树树
美好，任何赞美的话已经显得多余，
只需要把目光长久地投向那里……

冬 日 的 火 棘
□ 任崇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