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版

散 花 坞
2019年5月29日 星期四 www.huangshannews.cn

第7版

散 花 坞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www.huangshannews.cn

歙

南

老

湾/

作

散
花
坞

（2034）

我 是 猫
□ 张芷宁

说起来有点怠慢，远定在春
天的时候就把他出版的新书《山
水之遇》送给了我，可我一直没有
安排时间把它读完，看了一下前
面李平易兄为它写的序言和附在
后面的几篇评论，觉得都写得很
好，我即便读完，怕也想不出更多
要说的话，这样就把书搁下了。9
月的时候，接到远定的电话，他说
他已经离开了原先供职的县政府
某机关，自愿到了一所乡村的中
学，重操中学语文老师的旧业，这
让我颇有点吃惊。他解释了这样
做的一些原因，包括家庭方面等
等，但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希望工
作能够单纯一点，能够有些时间
多读点书、继续从事一点他喜欢
的文学写作。这让我感觉这倒挺
不简单，身上至少还有着一份难
得的情怀。作为同样是文学爱好
者的我，理当要对他的选择加以
鼓励，于是又找出他的《山水之
遇》认真地读了一遍，并写下了一
些感想。

正 如 书 名 所 写 的“ 山 水 之
遇”，整本书稿表达的都是作者对
家乡——徽州山水的邂逅、相处
和眷恋，采用的是散文诗的体裁，
整个文字清丽而娟秀，也许初读
之后你会觉得这些文字出自一个
男性作者的笔下未免有点纤弱，恰
似远定本人给人的印象，但这恰恰
给人一种本色和真挚的感觉，我当
然希望作者能增添一点粗狂和豪
放，但那是要在他性格本身增添了
这些气质之后，而不是着意为此反
而失去了他的本真。

遇见徽州的山水，从而产生
诗意的遐想，这本来是很平常的
事情。但这种相遇却也会出现或
者如走马观花的浮略、或者如身
在庐山的茫然，真正能达到“金风
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
境界，却需要相互的理解、感悟和
契合。作者选择散文诗的形式来
记录这一切，就意在表明他并不
满足于表面的描述性的观感和那
种千人一词的赞叹，而更看重自
己内心深处的触动和体验。一个

生在徽州、长在徽州、在徽州的灵
山秀水之间成长的心灵到底是如
何在这片山水的熏陶和哺育之下
领会山之仁厚、水之睿智、生之艰
辛、活之况味，为此，他走进新安
之源、登上月华之巅、踏访朱升故
里、寻觅东源足迹，所有的相遇都
是一次精神的筵宴，所有的面对
也都是再一次心灵的洗礼。作者
挚爱这片山水、敬仰留下了创造
业绩的先贤，他用他流自心底的
诗句向他们致敬，也向他们报告
着一个后生对家园、故土和亲人
的眷恋和忠诚。这些年读到了太
多关于徽州的文字，即便有不少
都是出自本土作家的笔下，然而
总让我有一种“隔”的感觉。这种

“隔”大抵是指缺少一种来自灵魂
深处的体验，没有真正触摸到徽
州的温度和底蕴，而太多表面的
浮光掠影。

在本书当中，其实我们也发
现作者笔下不同的篇什也有着这
种体验的参差不齐，但那些较好
的作品，特别是涉及家乡休宁的
一些篇章，却给我们留下很深的
印象，在表达上作者似乎也找到
了自己最希望和理想的方式。像
写横江、白岳、龙田的那些文字。
李平易先生在为该书作序中写
道：作者“一直保持着少年时的虎
虎生气、气韵饱满——某种程度
上也保留了些许青涩”，对此我深
以为然，“少年生气”正是该书最
为可贵之处，也是远定为人的可
爱之处，他对文学的虔诚其实也
正源于他的这份“少年生气”，既
充满真诚、也不吝投入。至于“些
许青涩”则正表明他的写作还有
着极大的提升空间，这种提升体
现在好多方面，比如宏观上视野
如何更加开阔、微观上眼光如何
更加独到和深入。

从青涩到成熟固然是人人都
必然经历的过程，但我希望并且
相信，作者有朝一日必定能向读
者奉献出成熟的果实，而那时候
的远定，其文字和心灵依旧仍是
少年！

心致远而行愈定
——读汪远定《山水之遇》

□ 黄立华

我是一只猫。
出生时，我是姐妹里最漂亮的一个。

活泼健康的我在毯子上蹭掉身上的血迹，
母亲也用它那宽厚而温柔的舌头舔舐我，
使我褪去新生猫的窘态。我蹒跚学步，像
一团柔软的雪球，显现出美丽可爱鲜亮。
正因如此，我最先离开了慈爱的母亲，被
主人一眼相中后轻柔地抱走。

幼稚不知事的我，对新生活充满了好
奇和些许畏惧，由于过早离开母亲，我未
能习得猫的基本生存技能，仅有的一条
命，我倍加珍惜。

那时主人是位单身男语文教师，住在
学校。起初他待我很好。他是爱猫人群
中的一员，房间的墙壁上贴着很多漂亮的
猫的图片。他用一个编织竹篮为我做窝，
在上面铺上一层又一层毯子保暖。但我夜
晚不怎么在那睡，因他怕我着凉，总把我抱
进他的被窝，顺着我洁白而柔顺的毛抚摸
我，当我舒服得喵喵叫时，他也很高兴。

在母亲那里我叫“喵喵”，而他叫我
“团绒”，仿佛我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后来
我经常听到“毛茸茸”这个词，这可能是人
类语言里我的样子，而饭团是一种美味的
食物，我是“美味”的？不管在人还是猫的
世界里，取名都是一种赋予，所以取了名
字便是要负责到底的。

我是一只聪慧而美貌的猫。我知晓
他起初喜欢“老舍”和“丰子恺”，我知道他

们是有名的人语作家，并且都喜欢猫。可
我不知道的是：他们更喜欢小孩。要问我
怎么知道的？因为他常抱着我，念一些我
听不懂的段落，边念边深情地看着我，对
我欢喜地又亲又抱。他是很受学生欢迎
的，他的学生爱屋及乌，见我也是又亲又
抱，夸我多么毛茸茸，可爱极了。后来我
才知道，和猫喜欢的猫一样，人喜欢的人
也是又白又漂亮的。

我发现我的青春和生命都很短暂，也
没有人所说的九条命。几年后我就猫到
中年，纯真与可爱逐渐退去，有了一副成
熟的模样。主人对我已然厌倦了，他和别
人一样娶了老婆，又白又漂亮的。可人对
女人还有别的要求，是“贤惠”和“能生小
孩”。主人开始阅读“鲁迅”和“爱伦·坡”，
我恨这两个作家，因为他们，主人对我越
来越冷淡。当我像从前那样去蹭他的裤
脚，渴望得到他的爱抚时，他就把我一脚
踢开。女主人爱干净，讨厌我掉毛，整天
洗衣服、扫地、做饭忙个不停，主人很高
兴，待她像从前待我那样。

自诩高尚的人类和动物其实没什么
区别，他们生小孩也会嗷嗷叫，只是不叫

“喵喵”罢了。后来他们就有了又白又漂
亮的小孩，没有人再关注我。我睡在冰冷
的地板上，只能吃残羹冷炙烂鱼骨。终有
一天，发烧使我难受得喵喵叫，他们嫌我
耽误他们小孩睡觉，暴躁地把我逐出门

外。我可怜巴巴地敲门祈求，主人只说
“滚”，然后“咣当”一声把门关上。

我坠茵落溷的际遇呵！为我取名的
人抛弃了我，我知我已被流放，成为了我
曾嗤之以鼻的校园脏兮兮不懂文明的流
浪猫的一员。可生活还要继续。我孤身
一猫来到校园的人工湖边，对着湖水看

“暮去朝来颜色故”的自己，有些哀伤。反
思我当年没有接受良好的猫的教育，没能
自力更生，才落得今天的下场。

过路的学生向我扔了几根炒面，我本
不想食嗟来之食，再次丧失猫的气节，可我
实在太饿，生存的本能驱使我狼吞虎咽。游
荡的路上，几只年轻力壮的丑陋公猫盯住
我，把我扑倒，瘦弱的我无力反抗。身上带
着垃圾桶臭味的他们在我身上发泄欲望，尽
管我撕心裂肺地嚎叫求救，愤怒的人和猫本
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路过、旁观，甚
至呼朋引伴地观看。

当一切结束，人们猫们四散离去，被
抓得血迹斑斑的我躺在原地，一阵阵羞耻
袭来。后来当我感觉小猫在肚子里动时，
我克制住自己，不给他们起名字。

两个月后，我躲进隐秘的树丛生下他
们，在我感受那种剧痛时，我想起了母亲，
所有的母亲，我眼角泛起泪花。我想到今
后无法向小家伙们讲起他们的父亲，虽然
他们本身无罪，但也会受到其他猫的无情
对待。比起死亡，我更不忍心让他们活在

凶险的世间。夜里我把他们悄悄埋葬在
小河尽头的一片芳草地，那片我儿时曾快
活地打滚扑蝴蝶的草地，春天会开遍我爱
的栀子。我想他们也会喜欢的吧！我在
那里插上一根木棒，后来木棒被踩倒了，
可我依然记得在那里。猫永远记得他们
埋葬的过去和伤痛，即便表面上不显现。
每当我得到食物，都会把一些埋在这里，
然后喵喵念叨着，和孩子们说说话。我明
白除了血缘，所有情感都会过期，都会成
为虚空。

是的，我知道把食物埋在地下毫无用
处。你们只会看到一只白猫，愚蠢而徒劳
地把吃食埋在一块花开得更繁盛的地
上。可你们一样愚蠢啊，把纸质的东西烧
掉给死去的人，说这是仪式，是精神寄托，
很愚蠢不是吗？你们以为动物没有精神，
就把动物当作玩物，把美丽当做消耗品。

我努力锻炼身体，洗净自己的毛发，
用亲昵和卖萌，垄断了超市门口同情心泛
滥的学生们施舍的零食。可每到假期，学
生回家超市关闭，我就饥肠辘辘，无所依
靠。看在你们当中有一些善心人的份儿
上，我用我的悲惨的猫生告诫你们：接受
教育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你们看到的只是一只衰老的在超市
与栀子地间往返的奇怪白猫。所有人都
只看到结局，所有人都偏爱关心结局胜过
关心一个普通人、普通猫跌宕起伏的人生
历程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我是在今夏死去的，死于一场意外。
不过我也庆幸没有经受晚年病痛毫无尊严
的折磨。那天我躲在一个车轮的间隙间乘
凉，恍惚间睡着了，车主突然倒车，我被轧
成肉泥，我的旧主出来认我，索赔了200块
钱，像他20块钱买我时那样。

现在我在芳香氤氲的栀子地下，和我
的小猫们“雪猫戏扑风花影”，生活多美好。

秋天的颜色，是很丰富的。
天蓝，云白，水清，于是就有了秋水

长天这样的意境。
秋天的颜色里，黄色是主色调，先

是微黄，接着橙黄，再深黄，然后，就落
叶满阶红不扫了。

也有青绿颜色，只是，这个时节的青
绿色有些意兴阑珊，总是不及黄色的势
头。

跟黄色一样抢眼的是红色，乌桕树
像是有人给它们涂抹了胭脂一样，酒
红，驼红。山上，还有一种树木，叫不起
来名字，秋天一到，满树火红，小时候砍
柴，最喜欢它，就叫它红叶子树。

香山红叶红满天，霜叶红于二月
花，一北一南，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姑
苏，都无缘得见。想看红叶，只好到小
镇的东山上去看。小镇东山树木多，红
叶也多，只是这里的红叶也和小镇居民
一样，喜欢散漫的生活状态，不像香山
红叶那样，聚集在一起。

秋日宴，温酒一席舞翩跹，再饮酒
三遍。秋日里，不仅颜色好看，好吃的
东西也多。发个短信息，让朋友发几只
正宗大闸蟹来。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苦
夏，人消瘦了不少，这般就要吃几只大
闸蟹，贴一贴秋膘。除了大闸蟹，好多
果子也熟了，秋梨，大枣，栗子，都是时

令大补，吃什么都是犒劳自己。
柿子脱颖而出，好几种。比较正统

的是火晶柿子，小而红亮，一口就是一
个。一种叫水泡柿，多汁，但要在冷水
里泡一个星期，还要用辣蓼花的草叶放
在一起泡，才能祛除涩味。现在的年轻
人舍得花钱买，自家门口的柿子不摘，
当做风景。叶子落光了，就剩下红柿
子，一树一树的小灯笼。

地里的庄稼等着收，昨天在河滩上
看一个老人家挖山芋，有一个山芋，足
足有三斤重。很规则的扁圆形状，居然
长了均匀的六个瓣，紫荆花的造型。老
人家说，他家的山芋好多种，黄心的烤
着吃香甜，白心的生吃，比一般的苹果
还有滋味。那种黄白心的是传统的品
种百合山芋，用来洗粉，打粉丝，做山芋
粉圆子。

黄豆禾连根拔起，扎成一束一束
的，挂在屋檐下。中午的阳光猛烈，豆
荚被晒开裂了，豆子蹦了出来，黄的，青

的，黑的，珍珠一样满地滚。看见它们，
就想起猪蹄子煲黄豆，想到喷香的豆
浆，润滑的农家豆腐，口水就下来了。

菊花开了，夏天开的菊花都是人工
种植的，大朵大朵的，营养过剩的肥
胖。秋天里开的是野菊，到处都是，小
小的朵。野菊花有药的苦味，蝴蝶蜜蜂
似乎不太喜欢。我们小时候，都是摘了
野菊花，晾干，拿到供销社里去换糖吃，
一大捧干菊花换两颗大白兔，自己吃一
颗，给别人留一颗。女孩子细心，摘些
野菊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那是多梦
的年龄。

我母亲也摘野菊花，年轻时是摘了
野菊花换日用品，年老了摘野菊花，给
我做菊花枕。母亲说我看书写字用脑
多，菊花枕可以养脑提神。

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到深秋季节，
就要选新上市的糯米，准备做一坛子米
酒。酒曲是在立秋时就买回来的，藏在
小瓶子里。做酒之前，把酒曲拿出来

晒，再磨成粉，酒料备好。烧一锅好柴
火，糯米蒸熟，冷却后，用酒曲粉发酵，
几天时间，就能闻到米酒的暗香。

秋日渐深，早上起来，寒露重重，寒
衣得宠，洋洋洒洒挂开来。过了时节的
单衣，折叠后，存放在柜子里了。弃旧迎
新，闹闹腾腾，衣橱里进进出出，便是一
世。衣一季一季，人一年一年，好像就在
昨天，衣袂飘飘如彩蝶，忽忽已到垂暮。
禁不住地，心头泛起无可名状的微茫，微
痛。

秋日里，也是适合播种的，油菜、小
麦、豌豆、蚕豆，都是这个时节播种。秋天
的土地，柔软、湿润，种子窝睡在泥土里一
日日发胖，生出胚芽。萌生，长叶，来年春
天，就会开花，结实，演绎热热闹闹的一生。

秋天的黄昏，我在小菜园里，种了
一畦大蒜，洒水，等待，等待大蒜苗出
土。俗世生活，红尘之洼，种的是没有
传奇色彩的苦乐年华。

某天清晨起来，嗬，所有的大蒜都
长出了嫩绿的蒜叶，叶尖上，隐隐的有
了霜痕迹，秋日宴之后，要立冬了。

在书本上文绉绉的火棘、火把果、救军
粮、吉祥果，到了父老乡亲的嘴里，则被叫
成了红子，不单通俗、接地气、贴切、生动，还
是红彤彤的乡愁，令我们魂牵梦萦。

那些红子树属于常绿灌木，分布在
高山、坡脚等地，俨然是一道道独特的
景致。春天，红子树枝繁叶茂，不经意
间，便打起了花苞，给父亲以惊喜。他
自觉地双手合十，闭上双眸，虔诚地为
红子树祈祷。出于言传身教、见多识广
的考虑，父亲想到了我和弟弟，便喊我
们去观赏红子树的花苞。嘿，这一看，
我们就一见钟情了，不停地嗅、抚，心里
乐滋滋的。直到欣赏够了，我们才不再
打扰红子树，返回屋里交流心得体会。
于是，谈笑风生，乐在其中。

转瞬间，到了夏天，红子树白色的
花儿绽放，可谓繁花似锦，令我们目不
暇接，再嗅，那淡淡的芳香沁入心脾，怎
能不令我们心旷神怡呢！父亲说：红子
花，美丽，优雅，是上档次的花，一个人
啊，就要生如夏花，努力着，要上档次，
要灿烂。如此思想教育，我们岂能不懂
父亲的良苦用心，自然而然地在心里播
下了奋进、成就的种子，渴盼着像红子
树一样开花结果。

秋天，红子树的果实赶趟儿似的成
熟了，或橘红，或深红，在绿叶的映衬
下，分外耀眼，可爱极了。我们发现，一
颗红子，就像一个小灯笼，无数颗红子
聚在一起，便像一团团红彤彤的云朵，
像燃烧的红地毯，像呈燎原之势的火
焰。红子虽然细小，但圆润着，饱满着，
精神着。经不住诱惑，索性摘下一颗红
子，拿捏在指间掂量掂量，再吹一吹，去
掉灰尘，放进嘴里嚼起来。顿时，涩中

有甜的感觉从味蕾里涌了出来，我们惬
意不已。“红子好吃树难栽”“吃水不忘
挖井人”，这时，父亲脱口而出他的哲
言，意在点拨我们要学会感恩、珍惜。
我们还愣着干什么呢，赶忙不住地点
头，才不愧对父亲。

我们没吃红子的日子，红子便悄然
干瘪、掉落。尽管红子没发出声响，也
很无奈，但它很快就想过来了：在冬天
消逝是为了春夏秋更好地茂盛，期待着
红彤彤的果实越来越多而厚重。于是，
红子安然了，静待鸟们的轻吻、饱腹、我
们的祝福、腐烂成肥料滋养大地、冰雪
的考验。在岁月的蹉跎中，在红子及父
母的激励下，我们告别了儿时，勤奋苦
读后，实现了跃出农门的理想。

然而，红子还是在故乡陪伴父母，
绽放出美丽，硕果累累，火红地装点着
山野，亮堂着父母的眼眸，温暖着父母
的心灵。可惜的是我们走出大山后极
少见到红子，难免怅然，思念的乡愁就
会疯长起来。受不了煎熬，就到盆景展
上打“眼睛牙祭”，以慰藉乡愁，就去朋
友家观赏红子树，最好是在红子红彤彤
的时节，那样才最为过瘾、心灵得以慰
安。不过，它们再美再艳再红再可爱，
也比我们故乡的红子略逊一筹，只因为
谁不说咱家乡好。还是不解乡愁，那就
回到故乡漫步山野间，拜访、感激令我
们魂不守舍的红子。那样做了，心里才
会踏实、畅然。

看完红子、与父母长谈后，我们猛
然感到：父母虽年过七旬，但腰板硬朗，
精神矍铄，尤其是劳动后脸色红润，恰
如那些可爱、可敬、可亲的红子，已然成
为红彤彤乡愁的一部分。

乡 愁
□ 何龙飞

爷爷（外一首）

□ 汪 艺

秋 宴
□ 伍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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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入秋穿上条纹睡衣
的时候 我总会特别特别
想念爷爷。我想他能给我
打一打电话。

可是那个孤僻又固执的怪老头
一定会拒绝电话机的！
就好像他 拒绝从一棵成了精的
老松树里走出来。

我知道，我知道。就算他

扭扭捏捏拿起电话
也会像他不善言辞的孙女
那样支支吾吾。弯下腰去
捡一颗青布衫的纽扣。

我知道，我知道。就算他
再想念我。也只是在月圆之夜
多喝几瓶烈酒
偷偷溜下山。面对溪流落泪
这些都是，松树精告诉我的！

祖父的礼物

姗姗来迟的秋雨，平复了喧
嚣、躁动和不安。燠热难耐的夏，
拽着拖地长衫快步离去，仿佛就是
一夜之间的事，秋天款款地走来
了。

秋雨绵绵，一下往往就是一整
天。黄昏时分，我撑一把伞站在楼
顶平台上眺望，密密的雨丝儿织就
了一张大网，轻柔地，把比高的楼
宇，比绿的大树，比艳的花圃，尽揽
怀中。视野中的物事，似撒娇的孩
童，被母亲左手搂着，右手轻轻一
拍，便进入了欲睡状态。

一阵沁香袭来，我刻意地放慢
了脚步。古有闻香下马，我今闻香
寻花，当不为过吧。那是一株才一
人多高的金桂，细碎的米粒般的花
瓣，俨然是香脂凝成，那是桂树蓄积
了一年的“香料”，就为了在金秋释
放！那些高高低低茂密的叶片，在
秋雨的洗礼下，越发光亮，越发丰满
了。抚触离我最近的一枝，我像遇

见老朋友一般，握了握“手”，但我绝
对没有折枝的意思。这种亲昵，在
路人看来，会作何感想？

我可以带走一枝桂枝，但我带
不走那一树的芬芳。哲学家赫拉
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
河流，今夜的我，便是如此吧。我
相信，未来的日子里，只要我愿意，
就可以尽情地消受这个季节里，不
同的桂树演绎给我的雷同的背景
和雷同的兴奋，但我会继续下一次
吗？我不能作答，只有追问自己。

秋风拂来，细雨亲昵了我的裤
管，接着，一片秋叶在空中翻转、下
坠。我知道，这是自然规律的一
种，又何尝不是个体生命的轨迹？
季节更替催人老，我们鬓边的白发
和眼角的皱纹，都无法抗拒。

那么，就从今夜开始爱自己
吧，让肉体和灵魂，在岁月里修炼，
或成为春天枝头上的一片嫩叶，或
缀成秋天的一枚熟果。

今天午睡时 我梦见了
一顶毛线帽子。我知道这是
祖父的礼物。

穿暖和点儿，我的孩子。
我内敛的祖父只会用眼睛说话
今天他看起来
有点儿害羞。要下雪了，记得
戴上帽子。

哦，今天的气温是
三十八摄氏度。我亲爱的

祖父。他从高处用寂静的眼睛
看我。他看出我的十个指尖里
装着十颗冷清的
星球。极度寒冷，寸草不生。
它们旋转时我会冻僵。我也会
跳舞。

我亲爱的祖父，只有他
知道。在星球上跳舞的时候
我需要一顶毛绒绒的
毛线帽子。

邂逅一株桂
□ 程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