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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民间
张怡微

上个月去半层书店听 !寄生之庙"

的讲座#很有趣$ 半层书店所在的哈尔

滨路#不到一千米长#干干净净$ 细雨里

的辽宁路#还有一点标准景区老街的意

思 $ 新盖了一簇冰淇淋色的建筑 #是

!"#$% 的驻地#外墙有巨大的粉红色星

星#内设有表演剧场#也有星梦咖啡馆$

咖啡馆里面零零星星几个男孩子坐着#

看墙上大银幕上跳舞的少女$ 因为当天

并没有活动 # 从外面看起来就显得萧

条#下着雨#墙体也显出颓唐的娇艳#令

!"#$% 自带的光环褪色得厉害#像轧场

后卸了妆的明星$ 门口几个装修工人贴

海报%抽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他们像

灵媒一样牵连起城市里两种精神世界#

因为随着他们手中的灰烟看去#就能看

到星梦剧场的正对面是一家扬州扦脚

店#生意正兴隆$ 扦脚店旁边#还有一家

传统烟纸店#少有少见$ 这令冰淇淋色

的剧场显出了!寄生"的特质#宿主则是

&&裁缝店 %酱油店 %米店 %棒冰 %搪瓷

碗那个系统里礼让出来的空间#有一种

长辈的包容感# 特为给年轻人跳跳舞%

做做梦#还要在大人眼皮底下的$

赖伯威的介绍勾起我很多回忆$ 还

在台湾地区读书时# 我住在秀明路#楼

下就是元太道堂#拜太乙真人$ 我对太

乙真人全部的了解# 来自 '封神演义(

'哪吒传奇($ 但它与我生活的场域太近

了#我每天吃完晚饭路过 #都看到有人

在他面前掷筊 $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妇

女# 我去吃饭的时候她就在那里掷#我

吃完饭去后山绕了一圈回来她还在那

边掷#不知道神明有没有被她的问题问

烦了$ 太乙真人的生日和圣诞节很近$

往往在平安夜的前几天#楼下就开始办

桌$ !办桌"在闽南和台湾地区文化中是

!办一桌菜宴客"的意思$ 所以那几天#

可以看到每张桌子上都有很大只的龙

虾#很多水果$ 吃生日饭#就只是吃饭#

并不祈福什么风调雨顺# 前程似锦#也

不纾解人间的忧愁$

台湾地区有两座庙我最喜欢$ 一座

是士林天德宫的升降庙$ 因为位于河堤

位置的最下层#有被淹的危险$ 然后它

这样自我描述 )!有独一无二的升降装

置#在面对大雨洪患时#能举起自己$ "

落难神明在面对人世间的压力时#用的

居然也是物理性的死扛大法$ 教会我们

做人的道理$

还有一座是士林百灵寺的打带跑

庙$ 因不同落难神明被居民共同供奉而

生$ 庙体长了四个轮子$ 像夜市摊贩一

样#遇到临检可随时推着走$ 因为具有

移动能力#它是!终极"寄生之庙$ 宿主*

宿主就是到哪儿都可以吧$ 赖伯威补充

说#可是它在那里#并没有机会移动过$

同伴问我#不懂为什么庙要有轮子$ 其

实我也不懂$ 我说可能他们的世界也要

清除乱搭建吧$ 好多事就是这样平常#

像地毯铺到了尽头#楼梯在一个狭窄的

走道处结束#每一个人都有一定要走完

的缘分$ 但有轮子的打带跑庙#却一直

没有移动过$ 落难的神明举起了自己#

他们可能就是天意$ 是不是呢*

说起来# 上海的违建也历史悠久#

寄生之中 #时而带有生活的艰辛 #时而

又显现出一种邪恶的美学特征 $ 只能

说#居大不易$ 实际上最有上海特色的

所谓 !石库门"# 早期也经历过违建风

波#甚至与违章有着难以剥离清晰的血

缘$ 据'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一书中

记载)!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爆发了小

刀会起义和太平军第三次进攻上海的

战斗$ 频繁的战乱#使得苏浙一带的殷实

之家和老城厢居民纷纷携眷涌入上海租

界$ 他们争抢租赁一些临时搭建的茅棚

和木屋作为安身之所$ 租界当局对这些

违章建筑采取了严厉措施# 但遭到了界

内外国地产商的强烈反对$ 最后双方妥

协的结果是#根据+占地经济%设计合理%

结构坚固%外观整然有序,的原则统一设

计和建筑了石库门住宅&&"

围绕着房屋#有的时期人们为了多算

几个平方要想方设法缩小自己的居住空

间#有的时候为了多算几个平方就要临时

扩大改造空间$ 在这样的时候#心灵的人

吃亏#手巧的人占便宜$ 手巧的人令不合

理的违章搭建闪耀出智慧的光芒#时代的

光芒#时至如今#依然令人不禁敬佩人类

对于!空中"这一空间的野心和驾驭能力$

上海的违章建筑有多少* 这中间簇

拥着那么多人的三餐一宿% 甚至一生一

世#令人浮想联翩$ 一棵草顶一颗露#出

生为人#就得一份生计$ 生计里不多是心

满意足%一帆风顺$ 生计里的劳作#可能

终生也换不回来柳暗花明%苦尽甘来$ 没

有违建的居民呢# 被包裹在这些乱七八

糟的想象力氛围中#日子也并不很好过#

家里放不下的东西# 只能放到没有屋顶

的户外#影响到别人$

我写过一篇小说 #叫 '你心里有花

开(# 就来源于公共空间的侵占 $ 有一

天#我母亲发现隔壁邻居把家里的五斗

橱放到楼道里#刚好遮住了我们家的阳

光$而我母亲绝望到几乎喷泪#原因是#

他们居然在楼道的五斗橱上放了一盆

兰花$我母亲说#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

暂时放一放的了# 是要永远放在这里 $

永远#我第一次看到女性那么讨厌这个

浪漫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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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在案
林渊液

暮春去汕头大学参加文学活动! 正是木
棉花盛极时节" 所谓的盛极!就是落花无数"

在教工宿舍院外拾得一把大竹扫! 把木棉花
扫拢起来" 木棉花颜色红艳!更兼花如碗盏!

几十朵堆积竟是强烈的视角侵略"

花落之时!其实尚未是其终结之时"

我不喜欢插花!连带地!对城市流行的插花
艺术也抱持保留态度" 事实上!那种以观赏花为
花材的插花艺术!大都表现得呆板#公式化!有如
油腻中年的人生!既光鲜!又妥协"以前也有朋友
或学生送来鲜花!从花枝剪下之时!衰败已经如
影随形" 令人难受的是!以美感为预期的整个观
赏期!其背后所潜藏的衰颓!乃至死亡干预!是人
为的" 但日本的花道文化!$立花%所探索的象征
性和空间深度#$投入花%所彰显的自发性#简单
性!以及对材质自然特性的尊重!$自由花%受当
代艺术思潮影响重在传递个人意念和思想!以艺
术立场来衡量!都是非常值得敬重的"故而!虽然
我自己不插花!但可以给予理解"

亲花性却是一直不减的" 我们居住的小
区不大!我喜欢在人少之时!闲荡巡村" 对的!

我一直把它当成一个村子" 我常在午后巡村!

整个村子里!只有我一个闲人" 正是鸡冠刺桐
花开时!几天后!落花便成群散落在树下青青
的台阶草上" 看着落花鲜艳簇新!竟生起惜花
之心!带回家去养" 找出一只小小的红色琉璃
烟灰缸!把刺桐斜插在缸嘴上!实色与透明色
相互辉映!倒也颇为雅致" 夜来读书!顾盼之
间!很有些生气和温婉之情" 此后!村子里的
花此开彼落! 我很快知道了村子里的各种秘
密! 什么花树分布在哪些角落" 某一种花开
了!从什么路径可以穿花拂柳去捡拾"

火焰木的花硕大厚实!近十朵插在木耳边
白磁盅中!几乎成了一个花球" 读拓片时!取一
朵出来当作文镇"黄花决明花开时满枝满树!落
花却是瓣瓣片片!东风一阵!如雨"细瞧了!成朵
的花甚少! 大多是花萼与花瓣分离的! 花萼虽
小!五个小青瓣也成一朵!取出十字花科的黑陶
碗!注满了水!花萼与花朵齐齐养上!黄花决明
花似蝴蝶!多与寡#大与小#黄与青便在水面上
错落翻飞" 后来龙船花开了" 顺手捡回来!养在
白色直角碟里!夜间灯下光影恍惚!竟有些小惊
喜"神造万物!原是欠缺不断!等待我们来再造"

更让我吃惊的是! 落花刚来时边缘已失水起了
皱褶!养了几天!花瓣竟丰润鲜丽起来" 这大概
是落花道的最高境界了!从衰老中重焕生机"之
后我出门数日!她端雅耐心地等到我归来"

自此!我对花材舍弃了分别心"

单位在长平路!行道树是麻楝树!每天清
晨上班! 总是看到树下小汽车的挡风玻璃前
落满了细碎的麻楝花" 忍不住去门房伯那里
讨要了一张报纸!盛落花去" 因陋就简!搜到
一个功夫茶盖瓯底托!当成花器" 案头突然有
了花!坚硬的办公生涯活色生香起来" 隔壁办
公室的陈皮妹妹受了诱惑加入落花派! 自那
以后! 每天上班前捡扫落花成为我们的必修
课" 如果运气好!还能捡到麻楝树蒴果干枝!

这些干枝在树梢已经挂了半年有余! 每一个
木质蒴果都开裂为数瓣!朴拙而有古意" 花果
同上案桌!颇有时光交错的命运感" 花道一开
始源于佛教供花!莲花之所以成为主要花材!

正是因其果实#花#蓓蕾可以同时体现过去#

现在和未来"

恰逢村子里的鸡蛋花开了! 香气比麻楝
花香浓醇厚" 花事最炽之时!一朵朵旋花在树
下或仰或俯或斜躺着!各种姿态皆可人" 用透
明盒子装了一盒落花送给陈皮妹妹! 揭开盒
子时!整个办公室都香了" 很快!我们村的大
花紫薇也开了! 刚好买了一个金属架黑色半
球形的水培花器!搁上三两朵!风从落地窗外
拂来!她们便在如镜的水面上跳起芭蕾!倒影
宛在" 我在案上写小说!心里养着一个现实世
界#一个小说世界!还养着一个花的世界"

一个人画画 !是画经验 !画经

历" 经历和经验是不同的" 有些事

是经历 !有些是经验 #心情 " 比如

花#古代情景和$她%" 我故意写成

$她%!严格意义讲这属于理性的操

作&&&除了对自己现实生活的表

达外!还有对于人性的理解"

!!!老树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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