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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张金刚

“月饼”里的流年

塞耳彭是18世纪英国汉普郡的一个村
庄。1755 年，作为牧师的吉尔伯特·怀特
（1720-1793）回到村子里居住，自此至终老
的近40年间不曾离开，始终坚守在对村子的
花草鸟虫、气候地质等等的生态观察研究之
中。1767年，怀特开始与博物学家托马斯·
本南德通信，就自己在塞耳彭的日常生态考
察与之展开交流。此后，又跟博物学家丹尼
斯·巴林顿建立了通信关系。在两位博物学家
的建议下，怀特最终于1789年将这两组共计
110封信件结集付梓，这部生态史学上的名著
《塞耳彭自然史》由此诞生。英国人约翰·德林
瓦特主编的《世界文学史》中这样评论《塞耳彭
自然史》：“平和、宁静、学者气、从容，这绝对是
一部平淡的书，却是庄严的。如果人们得知这
位作者可能经常在散步时从口袋拿出一块布
来拂去鞋上的灰尘，他们根本不会吃惊。这种
一丝不苟的风格贯穿全书。观察和思考赋予
了这部名著以趣味和魅力。”

《塞耳彭自然史》自初版220多年来，一
直静默地在世界各地流传。最早介绍到我国
的是周作人，该书的中文名“塞耳彭自然史”
也是周作人取的，发表在1934年的《青年界》
上，周作人还认为自己取的书名“一看有点生
硬”，看得出他对此书非常感兴趣。现代作家
李广田的散文集《画廊集》中也有一篇《怀特
及其自然史》的赏评文字，“这不是科学家的
自然史，而是一个自然的爱好者，用艺术的手
笔，把造物的奇丽现象画了下来的一部著
作。”周作人曾有把《塞耳彭自然史》译成中文
的想法，但因别的事而放弃了。叶灵凤在《几
本当译而未译的书》中说，怀特的这本书有草
木虫鱼鸟兽名字的大障碍，该书的译者应当
是“一位翻译好手和一位学贯中外的自然学
家合作”，他自己没能译成。直到2003年国
内才面世了由缪哲翻译的比较完整的中文译
本，这本书广受称赞。

怀特对塞耳彭村生态环境的兴趣，一方
面来源于其对自然的天生热爱，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工业革命前期某些与工业化潮流不相
符合的观念。处于英国偏僻地区的塞耳彭村
不同于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工业城市，在它宁
静、和缓的发展轨迹中，“那时候的时间，还不
是金钱，而是享受、修养和自我发展的机
会”。怀特作为牧师，“正是怀着尊严和不枉
度生命的感觉”，对家乡塞耳彭村自然环境的
细致考察，于展现自然美的同时孕育了更为
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工业文明的触角尚
未全面伸展开的塞耳彭乡村，人与自然的矛盾
在颇为落后的生产方式下已经存在，而怀特已
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除了当地的传统生
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所导致的某些破坏之
外，他在《塞耳彭自然史》中还叙述了另外一种
危害，那就是人称“伦敦烟”的薄雾：“这雾作蓝
色，略有煤烟的味道，常乘着东北风飘来我家
乡，其源头应该是伦敦。这雾的气味很浓，据
说可致虫害。雾过后常有干旱天。”在叙述岩
燕的习性时，“岩燕子爱去城里，尤以近大湖或
近河者为甚；即使空气的浊恶如伦敦，它们也
喜欢……但落户于伦敦的岩燕子，羽毛上带
有空气里的尘垢，这显然是环境脏所致。”

18世纪的伦敦，由于烧烟煤的缘故，空气
质量很差。距离塞耳彭村40英里的伦敦，在
18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严重的空气污染问
题，影响波及周边地区，连塞耳彭这样的偏僻

去年，现代禅诗创始人南北来成都做
活动，他邀请每个月写一篇禅诗的文章，
可至今一篇都没写。作为撰稿人，哪怕是
真的写不出来，答应了的文章，不能不交，
这也是一种诚信问题吧。我是这么理解
的。我对禅没研究，更不要说禅诗了。记
得他说，说你说的是禅诗，你写的就是禅
诗。当然，这是玩笑话。

我的理解，所谓禅诗，即有禅意的诗
歌。长短都是无所谓，关键是如何表达，以
及表达的是什么。比如这首短诗《山中》：

溪流，树木，花草
蓝天，浮云
一只鸟雀掠过
无痕的天幕
这是不是禅诗？我以为是。在生活中

有多少是稍纵即逝的场景，若不是偶然发
现，可能就没有人记住那个瞬间。这种心
灵的顿悟同样是稍纵即逝的，需要的是耐
心捕捉。

都市生活，现代物质文明，网络、社交，
人际关系的多元化，给人的印象是浮华世
界。这是不是也有诗意的存在？这一点我
想是无需怀疑的。

在庸常生活中，是不是有值得回味或
记忆的内容，这就好像每天喝茶聊天，看似
家常，细究起来每一次还是有细微的变化，
比如《相约送仙桥喝茶》：

几张桌子，几张竹椅
几杯盖碗茶，聊兴正浓

一辆运垃圾的车子路过
逼仄的路边让让

茶也似乎歇歇气
重新开始一个新话题
这固然是场景，也是一种记忆。它细

微，犹如锦江的波澜，我们留下了几多记
忆。码头早已不在，门泊东吴万里船，今天
只能想象了。洞悉了禅诗与时代的关系，
也许就能发现与众不同。这首《麻将摊》：

路过街巷的一角
店家在门口支起了麻将桌
街坊邻居围坐
麻将碰和的声音
也悦耳
那是几家店家闲着无事，生意也懒得

做了，才有闲情打打麻将，当然有人光顾小
店，生意也还是照做的。如许的街景实乃
寻常风物，换一种角度看，也就有几分味道
吧。

这或者说，当我们在谈禅诗时，其实
是讲述一种生活方式。是的，生活里有
不完美，也会有不那么美好的事发生，与
其抱怨地生活，不如开心、坦然面对，这
不是逃避，而是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生活
里的种种。

不过，禅诗也不等于是心灵鸡汤，而是
换一种眼光看世界。那么，当我们以轻松
的心态看待生活，也许就能发现生活里的
美好多一些。

于我而言，中秋就是月饼，月饼即是中
秋。一块小小的月饼，融合了几多生活滋味，
穿越了多少岁月流年，我自深解其中味，感怀
其间情。

“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打月饼
呀”。唱起这首儿歌，我的嘴里便溢满了口
水，心中充满了期盼，蹦跳着跑到母亲跟前，
眼巴巴地渴求：娘，我要吃月饼！童年时光，
家境拮据得很，一到过节，母亲心里肯定发
慌。因为我至今仍记得母亲与我对视的目
光，游离中透着爱怜；但母亲的回答却让我幸
福：咱这就去打月饼！

倾尽家里所有富余，备上面粉、花生、
核桃、芝麻，农活中忙里偷闲，随母亲一起
背挎着大包小包赶到镇上，买了白糖、植物
油，统统交给月饼加工坊。母亲给师傅帮
忙，我自安静地守在一旁，静候美味的月饼
喷香出炉。

数小时后，母亲将一块月饼递给我，圆圆
的雕有花纹，香香的沁人心脾，好美、好香。
嚼在嘴里，白糖甜、花生香，一时口舌生津，满
口流香。夹在其中的红丝、绿丝，鲜艳、劲道，
忍不住一根根拽出，仰头、张口、伸舌，十分享
受地送入口中，细细品嚼。吃到最后，竟舔净
手中的月饼渣儿。母亲舍不得吃，只在一旁
甜甜地笑。

如今想起那吃相，虽有些惭愧，但心中满
是幸福。这幸福来自与平常苦涩生活的对
比，更来自母亲深深无私的疼爱。

初次离开家乡到城里求学，中秋便过在
了异地，也才深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无
奈与难忍。离学校近、交通便利的同学，都趁
小假回家团聚。而我们家在深山的同学，只
得独守校园，满怀思乡愁绪，借睡觉、看书挨
过没有亲人的中秋。

“发月饼喽！”同学响亮的一声吆喝，
让我心里骤然一暖。随后，两块诱人的酥
皮月饼，拿在了手上。原来这月饼，是学
校为留校学生送的“温暖月饼”，不由一阵
感动。教室里一帮“游子”，聚众吃着月
饼，欢乐融化了涩涩乡愁，气氛一时活跃
起来。那天，平生第一次吃到了藏有葡萄
干的月饼，那酸酸甜甜的味道，一如当时
的心境，酸涩而甜蜜。

没想到，同学返校时，竟又有一波“温暖”
袭来：一堆家乡月饼、土特产送到了我的面
前。蛋黄的、五仁的、豆沙的、芝麻的，各种风
味；鸭梨、苹果、葡萄、大枣、花生、核桃，各类
特产。来自各地的中秋美味，让我一时泪涌
心间。

那年中秋的月饼，注定让我终生铭记。
因为在异乡品尝到的甜蜜幸福中，融入了母
校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融尽了同学们贴心
理解、互帮互助的真挚情谊，滋味悠长。

乡下教书时的每年中秋，淳朴、可爱、善
良的孩子们，都会从自己口中挤出月饼来，
送给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老师。这饱满浓浓
尊师情的“百家月饼”，让我格外感动和珍
惜，因为那是孩子们的一片纯洁心灵。在城
里安家后，每逢中秋，我都会买了月饼，与妻
子一起看望留守农村的双方老人。能借月
饼表达我们的孝心，收获他们幸福的笑颜，
让我倍感喜悦和知足，因为那是对父母养育
之恩的绵薄报答。

今年中秋未到，女儿早已吃到了月饼，
如我当年对藏在月饼里的红丝、绿丝很感
兴趣。可仅吃一点，便吵着说味道不好；月
饼吃到一半就塞给我，挑拣另一种口味。
我一时百感交集，是该埋怨孩子的胃口刁
钻，还是该羡慕孩子的幸福生活呢？想来，
只有羡慕。

月饼，是中秋不变的主角；甜蜜，是中
秋永远的味道。回首吃过的中秋“月饼”，
我尝到的是五味杂陈的生活滋味，品出的
幸福快乐的岁月流年。

月
饼

◇浮世逸草 朱晓剑

当我们谈禅诗时，
是在说生活方式

周末，赶一趟绿皮火车回了老家。
年少求学时，回家很频繁。有漫长的寒

暑假，各种闲散节日及周末，还有一颗思乡的
少年之心。而今中年，客居异地，又成家立
业。每每想回家，总因种种俗事被耽搁。

人到中年，回到老家已然有些生疏。静
谧的山夜，卧躺老旧的木板床，辗转无睡意。

从落满灰尘的书柜上，找出一本高中
写的日记，纸张泛黄，字迹深陷且有些模
糊。来回翻阅时，看到了一张十年前的自
照。背靠葱郁的群山，秋阳夕照，长发及
耳，一脸清愁。

想起当年，在山村中学，男生留长发非
常流行。家长老师三令五申，我们仍无动于
衷，我行我素。记得那时，一位姓刘的语文
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这头发一长，思
想就乱了。

我还他善意的微笑，因他与父亲年纪相
仿。但在当时，我觉得他的话十分可笑，让人
不可理喻。头发与思想，两样不沾边的东西，
怎会有关联？

拿起旧照片端详，十六七岁的我，瘦小
蜡黄的脸深藏发间，眼神轻蔑不可一世。再
看看现在的自己，目光温和，头发半寸之
短。久久凝视照片，我的喉咙有些哽咽，心
中感慨万千。

重新咂摸头发与思想。如今觉得，长乱
的发丝真的能蓄积纷纭杂沓的思想。尤其在
年轻气盛的时候，容易理不清，剪不断。

突然想起，多年前大学毕业，一群人跑到
学校前的护城河圩埂上。男男女女，围坐一
起。几杯啤酒下肚，有人哼唱：“走吧，走吧，
从此各路天涯。走吧，走吧，你想起我，我回
忆她。”夏风将这些散词断句吹入耳畔，回声
阵阵。几个女孩低声落泪，默默不语。我们
男生，则不停地推杯换盏，脸颊涨红。

眨眼间，一只脚已迈进了烟火围城。曾
经一起逃课游玩，一起写诗谈情的兄弟姐妹，
现今身在五湖四海，各自躲进碌碌尘世，日月
操心柴米油盐。

中年蜗居闹市，身心疲累。儿时的故乡
难以回去，美好的青春无法重返。远有父母
垂垂暮矣，近有幼儿亟需待养。

中年事多，更要保持健康活力的身体，时
常走进大自然，带着爱人和孩子，亲近一朵花
香，闻一闻季节的味道。

中年繁杂，学会怀揣一颗少年心，抽点空
暇，静处一隅，听几首喜欢的歌，泡一壶清茶，
与旧时光来一场约会。

人到中年多不易，应善待自己，放松身
心，看淡功名利禄，人世纷扰。

乡村亦未能幸免于难。怀特在书中的描述，准
确地指出了污染的源头及其后果，对生态环境
的渐趋恶化表现出深刻的忧虑之情。

怀特是博物学者，也是文学家。《塞耳彭
自然史》首先是一本自然科学史，“在科学史
中起着脚踏石的作用”，人们普遍将其视为达
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一代思想巨人的先
驱。构成这本自然史的尺牍体散文优美清
明、亲切生动，具有牧歌的情调和风度，李广
田称它是“一部永世的乡土文学”，周作人称
它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一异彩”。《塞耳彭
自然史》更多地具有了环境保护和生态意识
的新意义，塞耳彭村亦被人们视为工业文明
时代所向往与追求的精神家园。

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塞耳彭村构成了
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和谐天地。“往来于苏塞克
斯的山岗上，考察这些雄伟的、蜿蜒而奔走的
群山，却年年有新喜悦；每一次穿过它，都可
见到新的美景……欧洲最好的风景亦不过如
此。”这样一个自然、淳朴的塞耳彭或许正是
人类历经种种现代文明的诱惑最终追求的归
宿。然而，能否实现回归这一美丽的愿景恐
怕还取决于人类自身的觉悟和努力，否则那
将只能是一个永远虚无飘渺的梦想。

◇百味书斋 刘学文

塞耳彭村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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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烟火 汪亭

善待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