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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华北地区全年植物和

物候的自然笔记中! 年高用文字

与绘画记录北京一年四季中一百

多种最具代表性的植物! 细致而

系统地展示了华北地区的植物特

色和令人心动的自然世界" 从身

边城市的一草一木! 到偏僻山野

里不为人知的野花野草! 无一不

顺应自然的内在节奏! 形成一张

丰富细密的生态网"

!香格里拉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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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坤华的创作跨越小说 #散

文#诗歌三种体裁!每种体裁的作

品都荣获过多种全国性大奖!因

此被读者#评论家赞其为$文学三

头鸟%" 这部作品是张坤华的第

九部散文集!为近几年发表于&人

民日报'&中国作家'&民族文学'

&上海文学'等报刊杂志的散文新

作选编而成"

'父亲的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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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新锐作家巩高峰的

!"

篇短篇小说!不论是乳臭未干

的孩童#叛逆的青春期少年!还是

面对人生抉择的乡下阿婆! 抑或

千里迢迢只为让爱人回故乡的年

轻女子! 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充满

人间烟火气息" 用黑色幽默化解

人生迷茫! 展现低到尘埃里却仍

然向着光亮前行的人性"

在孟溪那边
胡桑

一

我曾经热衷栽花!自从外婆村上的剑锋
给了我一株鸡冠花"我就开始在东门外的空
地上营造自己的花园! 以后的花陆续多起
来#凤仙花$太阳花$葱兰$夜来香$美人蕉$

蝴蝶花$喇叭花!我栽种的"不仅是极普通的
俗气的花"而且除了蝴蝶花"都是夏秋季节
的! 一直以来"我对课本上所说的%春暖花
开&没有多大的认同感! 我对春天最直观的
感受是草木"而不是花!故乡最多的树"是桑
树!春天"一大片一大片的桑树抽出嫩芽"鹅
黄的嫩芽在春风里蔓延成一片" 十分动人!

不过" 我忽略了农作物的花" 比如蚕豆$豌
豆$大豆'毛豆($南瓜!南瓜的花艳黄"蚕豆$

豌豆$大豆都是紫$红一类! 我很喜欢豌豆
花"是鲜嫩而柔软的姿色"就像春天的身段!

然而"对农村来说"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 家家户户都种起桃花来!

那一阵镇上肯定来了一些贩桃花苗的贩子!

我的二伯"因以剃头为业"新市镇东郊一代
的人们都叫他剃头大伯!他家的桃花是村里
开得最早的! 立夏这天要在野外烧立夏饭"

在灶旁插一枝桃花"我们都会向剃头大伯家
索要桃花!他家的两株桃花是我能记起来的
%春天&里最早的桃花! 因从不修剪"枝叶过
于茂密"我的印象中总是黑漆漆一团!

二

无论是江南人还是外省人"对江南的遐
想"总是会把春天$雨$花这几个主要元素合
并在一起!这似乎成为了江南这个词的主要
内容"温暖$潮湿$艳丽"就是它的风骨!杜牧
的)清明*最早在我脑袋里烙下这几个词的
相互关联#%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
明节自然在春天"清明节"春意盎然! 然而"

我并不知道杏花长什么样子"甚至不知道南
方是否有杏花!可是杏花的确是我已经熟知
的词语"而且它经常和雨一起出现! 后来读
到%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
僧志南这两句诗出现在初中语文课本上"是
江南在我记忆深处休眠的胚芽!我不清楚杏
花是什么样的" 只能想象它淡粉的花瓣$花
瓣上欲滴的春雨!

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陆游的%小楼一
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吸引了我!这两
个句子完全更新了陆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此后的陆游"不再是写)示儿*的老人陆游"

而是写)临安春雨初霁*的江南诗人陆游!诗
题点明写春雨刚过的南宋京城临安"如今的
杭州"雅致$飘逸$悠闲$生动尽现诗中"且诗
句又一次把%春雨&和%杏花&植入同一幅画
面! 我却还是尚未在目光里遇见杏花"它一
直是神秘的事物!

后来又读到虞集的一句词#%杏花春雨
江南! &虞集的词不多也不甚出色"唯独这
句"让我记住了这位元代诗人! 这句诗最终
完成了我头脑中几个割裂的事物的团聚#杏
花$春雨$江南!他的诗很好地注释了杜牧的
江南#%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杜牧烟雨迷蒙
的江南里"如果再添入细节#春雨轻轻拂过
杏花" 在淡粉色的花瓣上渐渐凝聚成露水"

露水晶莹"缓慢地滑下来"最后在边缘拉长"

以至滴落" 另一滴紧接着追过来+++此时"

江南春天的动人之处可谓达到了极致!在我
看来"江南的长处不仅仅在于温和"更在于
细致! 这种品质慢慢在我身上蔓延"成为我
理解事物的方式之一"甚至成为我写诗的标
准之一#细致"或曰细致的幻觉!细致是我在
事物身上周游了一圈后所回归的地方"是对
前几年的诗学观念的一个调整! 我发现"事
物难以逃脱幻觉的牢笼" 所谓事物本身"原
生态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追求直接的事物
也只是对事物本身的幻觉"但我依然接受不
了华而不实的幻觉!我喜欢的幻觉越来越成
为贴近事物周身的细致的东西"而不是虚无
缥缈的东西"所有的经验和幻象必须通过主
体真诚的提炼"才能被我接受!

正如任何事物都难以抵挡想象的入侵"

这样的江南里自然掺杂了诸多想象的成分!

我必须坦白"虽然后来的确见到了真实的杏
花"但是雨中的杏花依然只是一种幻觉! 雨
水在杏花上运动的想象来源于上海诗人王
寅的几句名诗#

我看见一滴雨水与另一滴雨水

在电线上追逐

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

我在
!""#

年见到了杏花" 在上海大学
校园里! 上大拥有一片庞大的绿化地"几乎
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生态群落! 一条荷塘呈
四方形围绕四周" 荷塘外边是草地和玉兰$

樱花$枇杷$杨梅$桃树$李树"里边是一个小
岛"岛上四周是一条泥路"路边一圈金橘!那
里遍植果树"最多的是桃树"以及野草莓$枣
树$柿子树$杨梅"当然还有一片杏花! 我从

没见过杏花" 以至于刚开始站在杏花丛中"

误以为是桃花" 渐渐地我意识到了差异#杏
花与桃花虽然花形相似" 颜色却有些差别"

桃花的红更浓艳"杏花的红更淡雅! 于是我
断定此时所置身的是杏花无疑"我亲眼看到
了传说中的杏花! 脑袋里"又一个事物被落
实"幻象降落的时候"心里很舒服!

三

剃头大伯家的桃花最后不再是一枝独
秀了"似乎有一个商贩来到新市镇推销桃花
苗"于是"村子里家家户户种上了桃花!大家
却并不懂得如何照看这种树木! 若干年后"

人工种植的桃花几乎成为了野花"或者干脆
死去!我慢慢成长"不再到处疯跑"开始流连
于故乡的花草!有几次"下过雨"我瞥眼看这
乡野的桃花"竟然产生了幻觉"将它们看成
了被诗词幻觉浸透的江南事物!张志和的那
首)西塞山*词在这中间起了不小作用!张志
和曾隐居湖州西塞山! 读到它之后"我就难
以忘怀"它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记录了我的
童年生活#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西塞山本身是湖州的山峦"白鹭是我小
时候在水田里经常遇到的鸟" 它啄食稻子"

体形优美"行动优雅! 每次它们从德清西部
山区来到村子周围的田野"我总要独自去看
望它们!桃花$流水$鳜鱼+++春水一夜溢满
水田"从水田里沿着沟渠流到湖里"然后"捕
鱼行动就可以开始了!鳜鱼不仅有美丽的花
纹'我们因此叫它桂花鱼("还有肉嘟嘟的身
子"软绵绵的"行动迟缓"贴水底游动"容易
捕捉!箬笠$蓑衣+++在我上学之前"我家的
雨衣确实是古老的配上箬笠的蓑衣!箬叶则
是做粽子的叶子"有一股清香"我捉鱼的那
条沟渠旁就生长着许多箬叶!棕榈树皮上的
茸毛可以做成蓑衣!黑色的"发丝一般"只是
很硬"扎人!建伟家屋后就有一株棕榈!我从
那里经过"常常要看它一眼"它的皮毛经常
被人扒走"去补蓑衣! 而斜风细雨对我来说
更是切近的事物"清明节是家乡除了春节以
外做客最多的时节!清明多雨"小时候"我总
是逞强"不愿打伞! 事实上"伞真也是多余
的"绒毛般的细雨落在衣服上只是一些细小
的透明粉末"半天不能积起多少"一经拂拭
就消失了!

于是"%桃花流水鳜鱼肥&作为真实的记
忆"%沾衣欲湿杏花雨& 作为纯粹的幻觉"在
我意识里一起游走"并行不悖! 我的记忆停
落在桃花上" 想象却飞到了杏花上!

$%%&

年" 我来到位于城关镇的德清一中就读高
中! 教室前面有一个小湖! 湖边种着许多桃
花"从教室里一转头即可看见它们! 在这里
的第一个春天"我就在徐赟的鼓励下写了第
一首诗"名字是)春雷*!诗差得要命"可我清
晰地记住了那时的情景! 春雷阵阵"雨飘落
下来! 我看到教室外最大的一株桃树被淋
湿! 徐赟就站在那里"她还用傻瓜相机给我
拍了一张照片"她让我站在桃树前! 徐赟是
气质非凡的女人"她本身就像一首诗! 很长
一段时间"她成为我写诗的理想范本+++飘
逸$独特!而那个春天我开始写诗!里面竟然
有一株桃花"现在被我从记忆里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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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少年的记忆与想象中"星空+植物+地图+村庄+雪+鱼和烟花"最终穿过漫长而优缓的童年岁月"化为诗

人对故乡人物的深情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