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瓜藏
舒飞廉

十一月由村里回武汉!在门前的樟树下
往村巷里艰难倒车! 车窗玻璃忽然砰砰作
响!原来是屋后的哑巴婆婆!抱着两个青黄
南瓜在碰窗子!她老人家去田里给我摘来的
礼物" 驻车!解开安全带!下车抬起后备箱!

乖乖地由老人家怀里接过来!沉甸甸!两个
奶娃似的" 将南瓜放到一堆 #农夫山泉$中
间!哑巴婆婆伊伊呀呀地嚷着!比画手势!一
脸满意的笑%由老人家目送着!重新出发!由
白杨萧萧的村道拐上秋色迷离的汉十高速!

橘黄晚霞里听着歌!忽然又想起在后备箱里
前滚翻后滚翻的两只南瓜来"

哑巴婆婆是我一位堂爷爷的遗孀!近
八十的高龄!守寡有三十好几年了!生养的
三个儿子!我几位堂叔!都在武汉以修锁配
钥匙为生!安家立业" 子又生孙!一个一二
十口的门头!余下她老人家一个人守着!种
田种菜!洗衣做饭!虽然有耳聋的残疾!身
体却硬朗如柴!自由自在如鹤!一位堂叔跟
我讲&#给她老人家二三百块钱! 一年都花
不完' $俨然就是(庄子)中抱瓮老人一样的
真人% 我亲奶奶去世早!我生下来!没有人
带!断了奶!母亲要下地挣工分!就将我抱
到哑巴婆婆家! 求她与尚在人世的堂太奶
奶看顾%白天婆媳俩在堂屋纺线织布!我自
己就乖乖待在旁边的一间厢房里! 一直到
两三岁我能被五六岁的姐姐领出去撒野为
止%这大概就是我的柏拉图洞穴!是弗洛伊
德所谓潜意识萌发的地方吧% 阳光从屋顶
的两片亮瓦上射下来! 投影在靠南木窗之
下的泥地上!地面干爽阴凉!摆满了大大小
小几十上百的南瓜! 我大概就是在这些南
瓜中间!牙牙学语!爬来爬去!完成了说人
话*直立行走这一#人的飞跃$的%南瓜的棱
角*弧线*气味*颜色*光泽*触感!在同一概
念里显示出的种种差异性! 它所完成的胡

塞尔的#几何$现象学!德里达的#延异$说!

公孙龙子的#南瓜非瓜$论!一定深深地刻
写在我的大脑皮层里! 与之有一种神秘的
#映射$%

南瓜表面也有粉底霜的! 有一点像松
树的花粉!细滑!粉腻!比冬瓜霜好!冬瓜的
霜粉是有微芒的% 就是现在!我去菜场看到
南瓜!兴冲冲伸手摸一把!手指头印上薄薄
的粉!心里之爽快!也绝不会比阿

!

去土谷
祠摸到小尼姑粉腻的脸蛋时少半分% 当然
我们也吃南瓜% 母亲为了消灭掉瓮缸间的
宝藏!切丝*切片*切块!或者剁碎加入到热
粥与面糊里!千方百计!敌不住一日三餐飧
饔见此君% 吃南瓜时的野望!当然是南瓜子
了' 奈何#按着南瓜抠籽$

"

所得也只是区区
一把!总得杀几只南瓜!才能攒出一小筲箕
子粒!说动母亲费火动锅炒出来% 南瓜子是
恩物! 可放口袋里去换取小伙伴们的 #友
谊$% 南瓜花也很好!在路边开得又厚又大!

它才应叫#向阳花$!小灰蝶想去采花粉!就
得深入这个五角形的虎穴!得到被我们#瓮
中捉鳖$ 的命运% 好在七月半过鬼节的时
候!我们是放纸船!没有发明出美国小孩过
万圣节时提的#南瓜灯$!这大概是因为我
们的南瓜多半是长柄!弯头曲脑!没他们的
南瓜那么玲珑扁平方便雕成灯座% 我想要
是现在! 新青年们想将七月半与万圣节结
合起来的话!最好的主意!恐怕就是往河里
放#南瓜灯$了%

在我们乡下! 南瓜朴实无华到了低微
的地步% 南瓜子三月被点种在田头地脚!房
前屋后!甚至是坟堆草场!春天的风!夏天
的雷!有阳光照着!有水土滋养!就在鸡踢
狗踏中牵藤布蔓!开花结果!满心满意地生
长!果实渐渐如指!如拳!如升!如斗!成为
跟冬瓜可以媲美的 #地球上草本植物结出

的最大的浆果$% 和它的马铃薯*玉米*甘薯
诸兄弟一样!五百年前由美洲飘洋过海来到
东土大明! 由南至北震撼到当日编氓农夫
的!除了它们可怕的产量!还有并不亚于稻
麦黍菽的营养成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
记载了这种刚刚时兴起来的味甘性温的食
物! 提醒人们不要将南瓜跟牛羊肉一起吃!

不然会营养过载!补中益气过头!上火长疮
云云%所以南瓜是在冬十一二月青菜吃完跳
出来做备菜的!是春四月青黄不接*稻麦告
急跳出来当备粮的!它们就像那些坐在黑暗
里纺线的老祖母们一样!是乡村里的#无意
识$% 正是这无意识的息壤!阳光!空气!风
土!才让乡村安稳平静地向前走!不慌不忙%

这一份气定神闲!来自满满的谷仓*尖尖的
麦缸!来自猪圈里膘肥体壮的猪!牛栏里稳
稳嚼干草的牛!也来自南牗之下!一线暖阳
照亮的小山一般的南瓜藏%

与南瓜的名字对应的可以是白菜!也是
普通到极点的!但将#南$*#白$这样平常而
重要的字给一种菜蔬!其实也有褒奖的意思
在里面% 我读李昕升博士的(中国南瓜史)!

他考证了南瓜传入中国的源流!也考证出近
百种南瓜的异名!番瓜*饭瓜*北瓜*倭瓜*金
瓠云云!一锤定音为#南瓜$!既是为了纪念
它由东南亚船载入!也是为了满足东南西北
瓜的#五行$强迫症吧%但我自己还以为!#南
瓜 $之 #南 $!标注方位 !本来就是一个假借
字!它的原意!象形成文!是南方先民所击打
的铜鼓%铜鼓的色泽*外形!发出来的空空的
声响!与南瓜其实是像的% 所以我觉得命之
为#南$瓜!也是由南方诸省大明农夫的无意
识暗自显现的%至于其味甘甜!其色如蜜!其
性惧#上火$!其种喜温热!其来自东南!这些
习性的确是南乎哉!南也%钟鼓乐之!南瓜新
娘!五百年后!也熬成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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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散步归
陆蓓容

在京都时!友人引领!作了一次

散步"自北白川至真如堂!黄昏风物

十分动人" 路遇一户人家! 门墙高

峻!且有两座石麒麟镇守" 她说!相

传罗振玉#王国维在京都时!就住在

附近$$$或者就是这里!也未可知"

回来查书! 在 %王国维年谱长

编&中!读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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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缪荃孙信!这样说'

((半月以后! 移居吉田町神

乐冈八番地!背吉田山!面如意岳!

而与罗# 董二公新居极近! 地亦幽

胜!惟去市略远耳" 移居以后!日读

注疏一卷!拟自三礼始!以及他经!

期以不间断!不知能持久否"

如意岳也就是大文字山" 刚于

前夜看过送火!我那时在想!不知学

者们是否也曾伫立眺望$$$虽说送

火之俗起源还没有定论! 但目前主

流的几种说法里!江户时期)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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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已是最晚的一种了" 东

渡来此的几家人是可以知道# 看到

它的吧"

这信里提到居处地点属于吉田

町!且+背吉田山,!又提到罗#董二

氏" 罗振玉人所共知!董是董康!按

今天说法!身份很多!至少是法律学

者#文献学家与出版家"他的详细生

平与经历!可参见苏精%近代藏书三

十家&$$$顺便推荐一下!我很喜欢

这部书"

董康先后赴日七次!留心文献!

注意查考内阁#秘府藏书!在当时非

常著名"他在吉田山住处拍过照片!

寄给亲戚朋友" 同为文献学家与出

版家的吴昌绶就收到一张" 他题了

一首%风入松&!如今还可读到'

翛然尘外识君庐"山翠吉田居"

中原劫火勿勿过! 已侵寻海涸

桑枯"

旅逸暂容游钓!行吟漫误樵渔"

故园松菊未全芜"相别隔年余"

重关一握征车迅! 想岚痕树影

还如"

剩我红儿读曲!输他绿子钞书"

这词实在不能说好! 不过肯定

是心声" 居住于吉田山的这一次东

渡!是在清政倒台之时"吴氏留在国

内!所见自然是沧海桑田!好在家山

风物依旧" 遂想着京都山川景物应

该也大抵相似"

+红儿读曲,是文人常用典故!

因吴氏酷爱词曲文献!在此使用!十

分恰切" +绿子钞书,却是今典!赖有

董康%书舶庸谭&)今以%东游日记&

之名出版 *! 我们还能知道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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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追怀往事'

继赴吉田山神乐冈故居"松桧槿

篱!位置如旧" 屋为民国二年建!地仅

二百余坪!翠峰环抱!槛外万象悉为

我有!天然胜地" 尔时藤田绿子被雇

为女中!余赏其楷书娟秀!且有大家

风范!令专司缮录!并为银宝课和歌

及和文书札" 每值春融!万卉齐茁!领

群雏折花戏阶下!望之如画中人((

女中即女仆之意"此时读来!这

位绿子的美好形象还是栩栩如生"

只不过我们散步时正值新秋! 不见

花木芬芳!唯有寺前塔下一株乌桕!

晚天中悄然变红"

我追求的不是把画中情境变为现

实情境! 现实情境是很无趣的"但是内

心情景是最美好的!所以不要把我的诗

和画想成一个可以落实的情境"哪怕有

条件落实也最好别去落实!因为你知道

真正踩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当初认

为很美好的东西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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