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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赏花。莲花是我所爱的
一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眼前无端升起一朵花，静静漾
于水面，实是令人喜爱。莲花不像
玫瑰、菊花等的热闹，它淡雅，初观
可能不觉得惊艳，但其胜在耐看，可
常伴于身边。家母喜爱菊花、牡丹，
尝于家中种植，花开时满眼皆是，屋
内香气盘桓，盛不下，又溢到阳台
去。花香自然是惹人喜爱的，但没
过多久，便从热爱变为不耐烦，香气
浓郁了，反倒使人不舒适，这岂不是
违背了“爱花儿”的初衷？莲则不
同，无论何时它都有一股淡淡的香，
可伴指点江山，可伴恍然入梦。

莲也有缺点，它不适宜在家中
种植。莲需水，家中养莲，倒容易招
蚊子，在多雨的南方尤为明显。菊
花、玫瑰这些虽然不为我所爱，但却
适合在家中养植，这点倒是莲所无
法比拟的。不仅如此，菊花之属可
做茶，水可冲淡菊花的香气，使其不
那么浓郁，喝起来也是一绝。而莲
花多适合放在远处静静观赏。近年
来也有可制作花茶的莲花品种出
现，但普及率不高。前年家父的朋
友送来几朵莲，取一朵放进开水里，
莲团开如锦簇，香气扑鼻，倒失去了
莲花的本来寓意。

花不一定要是人尽皆知的才
好，相反，一些野花倒也很是美丽。
曾经随父母自驾江南，野地里不知
名的野花开遍，红的、黄的、粉的、紫
的、杂样的，皆不知名，放眼望去，整
一个花草的天地。黄昏吹着风的
软，野花浮于杂草上，宛如星星一般
闪。此时情景，晚风拂柳笛声残，夕
阳山外山。亦是家乡之思。

古都开封每年都要有一个菊花
展，届时，各种稀奇的不常见的菊
花，都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地上架
上花坛上摆的都是菊花，有的像大
家闺秀羞答答含苞待放，有的则如
王熙凤般开得盛艳泼辣。因家母喜
爱菊花，我们每年待到秋季便要去
参与开封的菊花会。早上出发，过
不多半小时便到了开封。此时一般
为十点左右，先买捧菊花，再去清明
上河园里转一转。听鸟声，闻花
香。一时之间，贩夫走卒，引车卖
浆，人声鼎沸，川流不息。糖人儿、

桂花糕、花生糕……恍惚之间，似乎
此时到了汴京。过不多时，我缠着
母亲买了个糖人或者其他的小玩意
儿后，便出了上河园，驱车去“马豫
兴”，要上一只桶仔鸡。再寻到“味
府”，必点红薯泥、小笼包、鲤鱼焙面
……民间的，皇家的，齐活了。那时
我还咬不动桶仔鸡，往往是费半天
力，只咽下去一小块。父母见我如
此，便会齐声哈哈大笑，倒让当时的
我不明所以然。往事依稀，此时回
想起那时，倒是心中充满暖意。可
如果想回到那时的时光，却是不再
可能了。哪怕仅仅是想再去一趟开
封，也因为距离遥远与疫情阻隔而
变得难上加难。

大理人喜欢种茶花。茶花，即
曼陀罗花，“十大名花”中排第八位，
世界名贵花木之一。《天龙八部》中
的王夫人，便是茶花的忠诚拥护者
之一。其不惜金钱，建了个曼陀罗
山庄，往里面种植了数不清的名贵
茶花。诸如“落第秀才”“十八学士”
等名贵茶花数不胜数。但有意思的
是，她虽会种，却不会养。用人肉去
做花肥等行为，不仅丧尽天良，且最
终糟蹋了那片好花。用其一切精力
去呵护，反倒害了它，可笑至极。

有些花吃起来也相当不错。看
过一篇童话，有只鹅喜欢乱吃东西，
吃了些花儿，久之整个身子都香了
起来，走路带过的风都是香气。虽
然这是童话，但花可以吃倒是真
的。每逢春季，槐花便会开放。不
仅闻着香，吃起来也非常不错。中
原常见的做法有“粉蒸槐花”，将面
粉撒在洗净的槐花上，抓拌均匀，放
入蒸锅蒸上个十几分钟，起锅后冷
凉，调了蒜汁儿或其他酱料来吃，清

新爽口，快捷省时，也是我记忆中一
道不可多得的佳肴。桂花也是极好
的，八月的桂花，满树地开，金黄金
黄一大片。微微一摇，便如大雨一
般纷纷落下。泡茶也可，做成桂花
糕亦好，其香，淡而清远。我居住在
海口，小区里有一树桂花，不知是不
是气候原因，开的花是少得可怜。
而看到这树花，仿佛回到了中原，老
家的院子里，是有一树桂花的，每年
八月，嗅觉的轨道便是月桂的天下，
中秋节一家人坐在桂树下吃月饼，
那种快乐和温馨，也是抹不去的印
迹。我随家父母移居海口，亦是远
离了故乡。每次路过海口小区的桂
树，即使有再急的事，也会放慢脚
步，细细品味花香。桂花香很浓郁，
但我并不讨厌，或许这也是唯一一
种花香浓郁却被我偏爱的花了。捡
起几簇掉下的花放入口袋，算是对
故乡的一丝念想吧。此物何足贵，
但感别经时！

故乡在郑州，街头常有流动摊
贩，推着三轮车，卖一些小动物之类
的。金鱼、仓鼠都是车上的常客。
冬季时，还会卖梅花。梅花是成枝
卖，一枝三元，红的黄的摆在一起，
花苞如珍珠般点缀在枝条上，甚是
有趣。小时不知那是梅花，只觉得
好看。母亲偶尔买一两枝赠送于
我，我却只把它们当成玩具来对待，
有时别在帽子上，有时插在胸前，更
多时候是玩不了多久就直接扔了。
后知那原是岁寒三友之一的梅花，
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梅花有气
节，凛冬之中亦能独自绽放。曾经
买的都是些花骨朵，却不知一树梅
花盛开是什么样。

张大千数次画过梅花，对梅花
甚是喜爱。粗笔勾勒，细笔轻描，有
意无意，笔锋浓淡，抬手间，一树错
落有致的梅花便跃然纸上。树干苍
劲，枝条生动，花蕊参差，花蒂自
然。“贵稀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
不贵肥，贵含不贵开”。有时，也有
小鸟站在枝上，无端生出灵动气息，
闭眼间，便可听到啾啾鸟鸣。他所
画的梅花，有含有闭，但无论哪种，
都能给人一种灵性之自然美。可
见，只要能做好自己，无论何样，都
是美的。

这一次，祖母走完了她所有的时
光，她那间堆满杂物的房间一下子被搬
得空荡荡的，只剩下她的棺木孤零零地
躺在那里。我知道，从今往后，再也不
会有人从这个房间的小米缸里变戏法
似的给我掏出刚刚熟透的番荔枝或人
心果了。那个固执地守在村口给我买
热豆腐脑的人，如今寂静地躺在那里，
没有悲伤，没有牵挂，也没有了痛苦的
呻吟声。

就在前一天，我和弟弟还坐在这个
房间里陪她说话，怕她太累，我们在离
开的时候一直叫她多休息，可她却悻悻
地对我们说，休息休息，天天叫我休息，
我休息得还不够吗，你们再多坐会，陪
我说说话。那时的她全身已肿得厉害，
说一句话就喘得凶，唯独那一句抱怨的
话却说得特别连贯。我想，那个时候，
她一定特别寂寞吧。虽然她时有意识
模糊，但清醒的时候她一定会觉得特别
需要我们的陪伴。

但这么多年来，我已少有闲暇回去
看她。每回见到她，她都只是孤独地坐
在家门口的那把旧椅子上，就那样寂寥
地望着椰子树下的吊床，望着她的柴火
垛，望着不远处的鱼塘，以及来来往往
的行人。只有看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她
的脸上才会露出久违的愉悦的表情。
她越变越矮小，脊背慢慢变得弯曲，近
几年也得拄着拐杖才能行走。岁月在
她的身上刻下了苍老的痕迹，四五年前
还在椰子树底下陪她打骨牌的老人们
相继离世，她独坐的样子逐渐变得越来
越苍凉。她已经好久不再用轻快的语
调跟我们说话了，自从秀英婆去世之
后，她的话逐渐变少，没有一个能陪她
长久说话的人，她的眼睛也慢慢失去了
昔日的神采。

我一直觉得祖母是一个特别能够抵
抗孤独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四处捡柴火，坐
在柴堆前劈柴，喂鸡，坐在水井旁杀鱼，
有时会喊我去给她捡木屑，去田边的水
沟旁摘野生的空心菜，摘鸡屎藤给她做
粿仔，去稻田里给她钓罗非鱼……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的日子
不断地轮回，她却从来不会觉得厌烦。
也许乡村本身就有一股野生的力量，让
每一个脚踏土地的鳏寡老人都能野蛮
生长。

记得童年的时候，每到寒暑假，我
们姐弟三人最怕的便是祖母的使唤

声。仿佛我们只要一闲下来，以为可以
好好看看书或者是看看电视的时候，她
就会立在水井旁喊我们去给她干活，要
么是帮她把柴火搬进厨房，要么是帮她
提鸡饲料，要么是给她到庭院里翻晒稻
谷。有很多活她自己明明能干得很好，
却偏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使唤我们，似乎
家里每天都要闹哄哄的她才觉得安心。

那时的祖母特别喜欢四处串门，每
次串门回来，她的手里总会拎回三四个
刚摘的番荔枝或者是人心果，说是谁谁
谁家的阿婆觉得她为人和善，就是想送
好果子给她。每回都这样，几十年来，她
的足迹踏遍村子里的每个角落，搜罗回
的果子数不胜数。每次一回来，她都会
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埋在米堆里，每天去
米缸里查看一遍，直到它们熟透了才一
个一个地拿出来给我们吃。她特别热衷
于给我们准备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从
树上摘的，从海里捕捞回来的，甚至是从
街市上买回来的，但是她却从来不吃，仿
佛她对吃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今，当我拿着一炷香，缓缓地走
在送葬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祖母其实
是喜欢喝咖啡的。我记得自己刚刚参
加工作那几年还常常给她买，后来随着
时间流逝，我给她买咖啡的次数却是越
来越少，最后竟然将她的喜好慢慢地淡
忘了。多少次，我总是以忙为借口而减
少回去看望她的时间，即使是看望的时
候，陪她聊天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短。我
们都忘记了她的苍老，好像不知不觉
间，我们早已习惯了她的孤独，觉得没
人陪她说话的时候，她也总会好好地坐
在那把旧椅子上，静静地等我们归来。

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之前，当我还
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祖母第一次带
我出远门。她一边拎着大包小包，一边
牵着我的小手，带我从文昌汽车站出
发，坐车去三亚看大伯父。我们早上六
点左右出发，到达三亚时却已是黄昏时
分。那是小时候的我所能去到的最远
的远方，她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那样广
阔的一个世界，当汽车在公路上蜿蜒前
行的时候，车窗外的每一棵树都深深地
烙进了我的记忆里。

那一天，在颠簸的汽车上，我蜷在
祖母的怀里睡睡醒醒，记忆中，那是我
第一次与她靠得那么地近。

我还记得那年夏天的某个午后，家
里突然停电了，祖母看见我正在午睡，
便带了一把蒲扇坐在床头给我扇风。
扇着扇着，她自己也乏了，竟然一边坐
在床头打瞌睡，一边轻轻地摇着蒲扇。
习习的凉风拂过凉席，拂过蝉鸣聒噪的
夏日，拂过一场让我怎么都想不起来的
梦境……

现在，当我捧起一抔黄土洒向祖母
的棺木，我才知道，有一种疼爱看似隔
着千山万水，实际却近在咫尺。我想，
祖母其实就是我们生命里最皎洁的那
一道月光，她静静地用清辉润泽了我们
生命里的每一个灰暗的时刻，悄无声
息，却情意绵长。

黄土落向棺木的那一瞬，泪水终于
慢慢地浮上了我的眼眶。

一进入秋天，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
首《秋日》就像脑子里蛰伏的背景音
乐，时不时响起几句。比如，像今天这
般的温煦，阳光在斑斓树叶间闪烁，自
然而然就会浮出那句“再给两天南方的
好天气，催它们成熟”。

昨天走进林子，看到径旁树上一
只松鼠拿着一个核桃在啃。恰好近日
有朋友问松鼠是不是咬得动那么硬的
核桃，便想录给她看，于是拿着手机对
着松鼠。一会儿只见它停下啃食，核
桃双手握着，也定定地看着我，又一会
儿，它干脆把核桃整个往嘴里一塞，像
人家吹泡泡糖似的嘴里顶着个核桃，
继续定定地看着我。如此对峙了一
阵，我就先走了。

回来看拍的视频，全逆光，只看到
个剪影。不知松鼠是不是已经预料到
了，那会儿就在心里嘲笑我，抑或它得
知反倒会失望，因为它其实想上镜？关
于松鼠的事，谁说得准。

不过，对于秋的来临，松鼠是先知
者。似乎还是八月底，见院中树下有折
断的小树枝，那就是松鼠开始在树上建
窝了。那种外表潦草又粗枝大叶的窝，
通常就是松鼠窝。秋风扫落叶之后，它
们挂在高高的枝丫间，尤为显眼。而印
象最为深刻的是某个冬天，新年伊始的
清晨，出租车刚刚驶出巴黎市区上了通
往戴高乐机场的路，我的眼光扫过路边

的林子，只见树梢上挂着一个个大而潦
草的窝巢，密集得蔚为壮观——当时以
为是鸟窝，后来才醒悟应该是松鼠窝。
只是在巴黎并未留意过松鼠，而回到家
来松鼠跟风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
时不在。这样说来，那外表憨态十足又
貌似贪玩的松鼠其实很有自我担当，比
如说该建屋则建屋。我那会儿站在树
下眼光朝上搜寻松鼠窝的时候，心里的
确嘟囔：不会松鼠也读了里尔克的诗
吧，这么有紧迫感。可不是嘛，里尔克
在诗中吟道，“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
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再说起来，寒风渐起的深秋有一个
温暖的节日在走近，感恩节，一个团聚
的日子，离开了家的孩子也会纷纷回
家。昨天看同窗老友怡子发朋友圈说，

“每次走到世界的尽头，才到我的登机
口。“我留言回复说，“世界的尽头，这话
听着到底是凄清还是豪迈呢？我总觉
得每次回海口的航班登机口也是要走
到世界尽头，还要再下楼。”怡子笑说，

“天涯海角真是尽头。”
也是那一次在戴高乐机场，我和小

安脚步匆匆走向“巴黎—芝加哥”的登
机口，小安手一指说，“你要不要换票飞
广州……”。我一看那边南方航空公司
飞广州的航班正在登机。虽然我知道
小安同学潜意识里是想摆脱一起旅行
了十余天的老妈，还是只淡定地颇有老
妈风度地微笑一下，昂首挺胸继续往前
走。

这会儿，朋友圈上，怡子发新帖说
“抵达安宁之夜。”我接一句，“抵达，是
一个温暖的词。”

犹记得，有一次从广州回海口，在白
云国际机场看到一个广告牌上赫然一行
字，“陪你路过这个世界”。那是一个夜
晚的航班，当我抵达海口，走下旋梯，一
眼望到清冷的夜色里三角梅在绽放。那
是在2018年的早春二月。那一会儿，我
走在海口机场内的通道，随手发了一个
朋友圈：立春，我从你的世界路过。

冬天到了，关于取暖的话题开
始逐渐热闹起来。古代经典文学作
品中也对此有许多的描述。看看
《红楼梦》中的人物是如何取暖的
呢？

其一是小手炉。《红楼梦》第八
回：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
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

“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
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
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
面接了，抱在怀中……这手炉还可
散发香气。《红楼梦》第十九回：（袭
人）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
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
盖好，放与宝玉怀内…袭人可是宝
玉未来的通房大丫头，将来可要做
宝玉的屋里人，伺候主子尽心竭
虑。袭人原名珍珠，又姓花，宝玉
从旧人诗句“香气袭人知昼暖”中
为其取名“花袭人”。贾政老爷一
听其名，就认定是宝玉取的，只有
宝玉才会给人取这样刁钻古怪的
名字。

其二是汤婆子。宋顾逢《汤婆
子》云：“皤然一器微，有用在冬时。
永夜寒如许，孤衾暖不知。少年皆
见弃，老者最相宜。却恨无情处，春
来便别离”汤婆子又叫“汤媪”“脚
婆”“锡奴”“锡夫人”等。汤婆子说
白了就是现代的暖水袋。汤婆子是

一种以铜或锡或陶瓷等材质制作的
取暖用的水壶，有南瓜形的，也有扁
圆形的，正上方开有一个带螺帽的
小口子，热水就从这个口子灌进
去。盖子内有厣子，防止渗漏。《红
楼梦》第五十一回中，晴雯笑道：“终
久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来汤婆子
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
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咱们那
熏笼上暖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冷，今
儿可以不用。”

笔者写到这儿，蓦然想起少年
时的冬季，住集体宿舍的趣事。天
寒地冻，没有任何取暖工具。一同
学从卫生室挂吊瓶回来，顺手拿了
3个点滴瓶。而宿舍里住了四个
人，其中一个人只能冷床睡觉。不
知怎的，拥有者中的一个，早晨不见

了灌满热水的点滴瓶。问谁，都不
知道。却发现没点滴瓶的那一个，
床铺空无一物，惊看窗外，被褥湿了
一大片。原来她偷拿了点滴瓶，晚
上睡得沉，几时蹭开了瓶盖都不知
道。

其三是脚炉。《红楼梦》第五十
三回：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
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张
椅下一个大铜脚炉，让宝琴等姊妹
坐了。脚炉，是冬天暖脚用的小炉，
多为铜制。它是旧时中国宫廷和民
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取暖工具，与手
炉相对而言。脚炉顾名思义就是温
暖脚的火炉。脚炉也是铜制，供人
踩在脚下烘烤御寒，因此体量要大
许多，炉壁也要更结实。除了家用，
有时外出坐轿时也可以带上一个脚
炉，脚放上去非常舒服。在《红楼
梦》第九回中，宝玉上学去，袭人叮
嘱“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
着他们添。”我常想，这烧炭的脚炉
让这帮半大小子们拎着不知可曾安
全？宝玉、秦钟尚且腼腆温柔，宝玉
的小厮除了茗烟，还有锄药、扫红、
墨雨。这四个岂有不淘气的，嬉笑
鼎沸起来安全系数可不太高。

手炉和汤婆子以及脚炉属于可
移动的保暖用具，至于暖阁、炕、地
炕、熏笼、火盆等冬季室内保温采
暖，在此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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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一棵大树，挺拔站立，无时无刻。
树冠很高很高，窜出了楼顶，占据了院落

的天空，
整个。
上班时日，琐碎，点滴，悠长，时光
就像窗外的树叶，随风飘落，悄无声息
四季跌宕起伏，有序轮换。
窗外的树，正对着它，只能仰视
高大魁梧；
假如它对视着我，可要俯瞰了
低矮弱小。
或许司空见惯，或许熟视无睹。
每次注视着它，总是喊不出它的“名字”。
正如，有些人一样，经常擦肩匆匆而过。
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目标。
无论是俯瞰，还是仰视或是平视；无论是

平行，还是交叉或是重叠
都是一道值得品味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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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仙舆诘旦来，青旂遥倚望春台。不知
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这是唐代宋之问
的《苑中遇雪应制》，描写了一幅冬日的美妙雪
景：清晨的朝阳破云而出，就像皇家的銮驾从天
边驶来。高楼上谁穿着青袍眺望，就像望春台边
随风飘扬的青旗。一场大雪忽然而来，顿时改变
了世界的风貌，面对雪景出奇的美丽，作者一时
难掩激动之情，倒情愿相信是林花全然盛开。

冬天，最美妙的事儿莫过于赏看雪景，那片
片轻灵的精灵，自天而降，轻叩岁月的门扉，给人
的是一份尘封的喜悦和惬意。然而，从古诗词里
飘出的雪花，更给人意境之美。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檐流
未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清代郑燮《山中
雪后》：清晨起，打开门看到的是满山的皑皑白
雪。雪后初晴，白云惨淡，连日光都变得寒冷。
房檐的积雪未化，院落的梅花枝条仍被冰雪凝
冻。这样清高坚韧的性格，是多么不寻常啊！“策
蹇清吟涉若耶，灞桥犹恨近京华。山前千顷谁种
玉？座上六时天散花。林雀无声溪彴断，炊烟不
动竹篱斜。胜游更觉平生少，未羡银河泛客槎。”
宋代陆游的《冲雪至余庆觉林雪连日不止》，此诗
虽是写雪，文中却无一雪字，然而却将雪的形象
生动传神的描绘出来了。

洁白美丽的雪花，让文人墨客借景抒情，抒
发胸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
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
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
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
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
处。”唐代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全诗不
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浑然雄劲。抒发
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和因友人返京而
产生的惆怅之情。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
瑞不宜多。”唐代罗隐的《雪》，诗说在长安还有许
多饥寒交迫的人，即使是瑞雪，也还是不宜多
下。该诗不仅饱含着诗人的憎恶、蔑视、愤激之
情，而且处处显示出诗人幽默诙谐、愤世嫉俗的
性格。而唐代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却
描画出一幅以旅客暮夜投宿、山家风雪人归为素
材的寒山夜宿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清贫
生活的同情：“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
犬吠，风雪夜归人。”

宋代李清照写雪的词却透着委婉凄美，《清
平乐·年年雪里》：“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尽
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
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小
时候每年下雪，我常常会沉醉在插梅赏梅的兴致
中。后来虽然梅枝在手，却无好心情去赏玩，只
是漫不经心地揉搓着，不知不觉泪水沾满了衣
裳。今年又到梅花开放的时候，我却漂泊天涯，
两鬓稀疏的头发也已斑白。看着那晚来的风吹
着开放的梅花，大概也难见它的绚烂了。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冬天
来了，打开那本发黄的古籍吧，一片雪花正从古
色古香的书页中飘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