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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梅， 其实也不是纯粹的梅，

只是花涧如同染了黄蜡的梅，视觉

与肉感比起红梅略显厚重。这样的

察觉是近年亲近植物的收获，不再

喜欢“腊”与梅的合成，字面上已隐

约看出年月的降临与死亡的预约；

从梅的形态质感上，则更愿意向蜡

的超然与收敛靠拢。 尽管 “腊”与

“蜡”在我看来，皆属于重量型的字

义， 前者有花开花落的节气指向，

后者则有梅魂永生的归属。

十二月底，蜡梅骨朵如罐子里

沉睡一冬的豆豉， 欣欣然挣脱眼

皮， 挤成一张张香喷喷的笑脸，空

气中到处弥散着一股浓淡的味道，

仿佛是一种鹅黄色的香水。 这时，

会有匆匆的路人忽然停下脚步，悄

悄搜寻或翘首打望———那个穿着

浆泥色高靴， 肩上挂着红皮包，漫

步走在太古里的妇人，一手挽着累

了倦了的披肩，一手轻松地曳进裤

袋，把几分寂寥与寒意盖在白泥色

的贝雷帽里。

不远处，叼着一枝残烟，背靠一

面红墙的邋遢男人， 转眼顿觉侧面

的大慈寺暗香浮动，春意指日可待。

一个和尚从纸窗里， 探出半个

脑袋。待他回头时，走廊里的光刹那

隐去了那一抹幻影重重。 一串长长

的脚步声后，只听见嘎吱一响，他双

手把在木门上， 院子里的蜡梅在风

中笑弯了他的眉毛。 和尚抹了一把

嘴，象是闻到了特别的香气，但那不

完全是蜡梅香。嘎嘎又吱吱，如此反

复，门终于关上了喧嚣，但怎么也关

不住他眼中的红尘风景。

路过红尘的人不看他，惟有满

树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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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爱蜡梅 ，说蜡梅的

人够多。 唐诗宋韵里，古人不仅弹

琴咏梅，甚至喜欢纸上剪梅。 许多

年前的文殊院，我在文字里借蜡梅

香气酝酿故事，但我几乎忘了蜡梅

树的存在。太多太多人因为蜡梅花

香而忽视了蜡梅树，这是势利生活

的无知表现。冬春的蜡梅树别无旁

枝，因为它把减法做到最后，身上

一丝不挂，只以坚执的树干释放闷

黄的梅朵。 但在盛夏与秋天，它准

是叶茂繁绿，郁郁葱葱，和冬春萧

条的形象判若两种。 没有梅香，只

有蜡梅树，谁也不愿多看一眼。 常

人习惯门庭若市的花开树，而淡忘

了身边那一株不开花的树，这是世

间的常态。

树易被冷眼，花香让人近。 可

香气太盛，也就成了热闹。 我不晓

得蜡梅树能否愿意接纳人间的热

闹，反正这世界看热闹的人总是多

于清寂的独守者。 花开之梅，总引

得无数双手折枝占有，而手的速度

有时比心的锋刃更快。

我试图拿一颗心换取植物之

心，这就必须排除人见花热烈高涨

的情绪。 人物两安，重在彼此日常

的细水长流。 去年夏日，开始钟情

于浓绿的蜡梅树下，踮起脚尖为数

不尽枝头的蜡梅果实， 一数再数。

我数了一株蜡梅树身上有七十多

个果实，第二遍与第三遍数出的结

果，与第一遍都不尽相同，最终只

能扫兴而归。 那不是我的院子，数

得再准确又能怎样？我只是在帮别

人数果实呀， 这城池没有我的院

子，所以一树蜡梅也不属于我。

这时候，“青梅煮酒 ”或 “望梅

止渴”的想象以“怀想者”的身份跑

出来，可一个也没有对上眼 ，此梅

非彼梅，“煮”与“望”都成了枉然。

只是当我第一次发现蜡梅果实，并

由此发出了惭愧之心。

以杜甫草堂为古意景观的浣

花公园， 三两笼蜡梅偶尔躲闪眼

前，可游人对蜡梅果实却鲜见。 我

不知杜甫可曾采摘蜡梅果实？在他

留下的草堂里，我曾得到数枚蜡梅

果实，每一枚都储存有鲜亮饱满如

同松果的果仁。记不得一个果里是

四粒，还是六粒，总之，将这些光滑

坚硬的米籽放入掌心，就特别容易

让人产生误食的冲动。

我捧给一位女书法家猜测，她

笑了笑，摇摇头，表示不知此物为

何物。其实蜡梅树就躲在她写字的

窗外，天天虚心地望着她纸上的横

平竖直斜弯钩，寡言。 它闻着她走

笔时撒落千山万水的墨迹，一点也

不愤怒。 墨香与梅香的遇见，和香

火遇见梅香，究竟是机缘 ，还是奇

梦？只怕女书法家时时检点自己的

笔划都没有时间，哪有工夫检点这

蜡梅慎独的典范呀，就像在大慈寺

暗香中修行的和尚，敬业修德才是

他惟一的专注。

耳边忽然响起弘一大师：我的

字即是法，不必过为分别！

写字也好 ，念佛也罢 ，其精神

高度必然是闹中取静才能走向结

果。 我想，蜡梅树的修为恰好证悟

了这一境界。

古语称蜡梅果叫“土巴豆”，虽

存在一定毒性，但却是一味以毒攻

毒的腹泻药。如果你大惊小怪地表

示，只见蜡梅开花，从没见过蜡梅

结果，我丝毫不会怪罪你的目光短

浅，因为蜡梅结果原本实属罕见。

至今 ， 难于发现一个画蜡梅

树的人。 尽管画梅的成功者从古

至今不计其数， 但他们多数之于

身后事物想当然 ， 即使蜡梅树就

在他或她的眼皮子底下 ， 但多少

年来， 他们从眼皮子底下看见的

只有自己， 仿佛习惯了复制式的

视而不见。 究竟有几个画梅者懂

得蜡梅？稍有一点发现，画梅者当

然免不了沾沾自喜 ， 还有一些画

家以为宣纸上的梅朵越多 ， 就越

能够代表自己的慷慨或身价 ，却

忽略了以少为美的艺术境界 ，太

多的梅朵，堆砌出来的不是高洁 ，

而是泛滥的贬值欲望 。 之于国画

中出现的梅， 也常常在一些饭店

大堂或包间看到，大红居多 ，整个

画面的红开得满满当当 ， 生活连

一道缝隙也不留 。 饭桌上的佳肴

美味已经多得摆不下 ， 墙上的风

景还在拥挤打架 ， 一个赏心悦目

的地方必定含有精神与物质的双

重备料， 给生活几分留白的道理

才叫人学会知足与惜福 ， 所谓得

少佳趣， 说的正是中国古典文化

的自省、简约、节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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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地铁，府青路上钻出一

位来自龙泉山脚下的村姑。她头裹

蓝花花，脚穿粗布鞋，每年都会给

我送一篮晚熟的桃子来。实在苦于

没啥相送， 踩着脚踏车去接桃路

上，想了又想。举手拭汗之际，禁不

住灵机一动，索性从提包里取出一

个牛皮纸袋，交给她。

不要说 ，不要问 ，你从锦城将

它带回， 记得早些将它们埋进泥

土，再迟就来不及了。记住，它们一

定会还给你奇迹。伴随这句台词出

现的是成都市二环路刃具立交旁

的“莫斯科红楼”，现在人们多叫它

“红楼 1956”。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

座颇具俄罗斯风味的洋楼最初是

蜡梅色，矗立在东郊 ，被誉为这座

城市最漂亮的建筑。

她呆呆地望着顶上那个俄式

阁楼，又看一眼从纸袋里倒入掌心

的“米籽”，足有三十多粒。 她确认

这里不是苏联莫斯科的夏日 ，从

此，睁大眼睛相守于阳台上冒出的

几粒新芽，有惊喜，也有疑惑。但她

懂得不问答案的好处。

已经是寒冬腊月，村姑依然不

知盆子里长出的何种植物。村姑的

反应与某样物种的成长一样迟缓，

当大亩大亩的田地，被城市建筑包

围吞并，她连自己摘桃的地方也没

有了，无所事事又不由自主地在纸

上涂鸦， 幻想田园将芜的日子，管

它长成什么样子……

我偶尔电话问起她，你盆子里

的生命变化如何了？ 她有些紧张，

但很快压低嗓子，装着若无其事地

说，好像又长了一片叶子 ，肥咚咚

的，不晓得会是啥子哟！

话还没完，只听见村姑手中碗

碟碎了一地。

于是我背对红楼 1956的身体开

始发笑，象是淹没了一个世纪的秘密。

陪着我一起笑的，还有红楼 1956 周

围枝条上珍珠一样扎眼的蜡梅朵朵。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

寒来。 这里面道出的不是热闹的芬

芳， 更多来自于孤独力量的雪葬精

神。 忽然，转念一想，我赠给村姑的

不是蜡梅，而是精神的种子，可她至

今想象不到蜡梅树的未来。不过，话

还可以往回说一点点， 有梅出现的

地方总是好事， 至少它给遇见梅的

人留有几分香气和回忆。 我没有统

计过蜡梅树在这座城市的分布界

域，但记住了依寺相居的蜡梅树。

还是那个地铁站。 十一月的某

一天，顶着袭人寒气与雾霾 ，我由

此通向城北的昭觉寺。那天的千僧

斋现场 ， 四千僧侣身披蜡梅色长

袍，静坐成排，气势令人叹为观止。

近中午时分，阳光破云去雾 ，垂直

大地， 那么多声音共同祈福诵愿，

所有的回向见证，似乎都指向法会

现场周边的主角———蜡梅树。那一

刻，专心致志诵经的僧侣全然不闻

梅香。 我随来来往往的布施者，在

一个个僧侣面前放下零钞，双手合

十祈福，出入安静。

事隔多日 ， 想起那个宏观场

面，想起一直伴随昭觉寺土壤的那

些蜡梅树，之于花开花落 ，云来云

去，树影婆娑，往往人类最热闹的

时刻，万物照样以自己特有的孤寂

生生不息。 如果蜡梅树也有春天，

我想她的台词应该会是———

不要以为我是世上最高傲的

那一剪梅 ，我从来不是的 ，至少 ，

在昭觉寺的墙里墙外 ， 我活得如

此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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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勋章似少年的光》

孟盛/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版
楚河家境贫寒， 买好一点的

网球对他来说都很奢侈， 他却用
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林若风的尊
重；林若风自己也有心病，即他那
优秀的哥哥像大山一样常年盖过
他的光芒， 唯有网球是林若风超
过哥哥的地方。 两位少年网球高
手不期而遇……“90 后 ”作家孟
盛用温暖的笔触，创造出暖萌、热
血的少年世界。

《乡村志》

贺享雍/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
作家秉承“为时代立传，为乡

村写史， 为农民发言” 的创作宗
旨， 将共和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
改革开放 40 年的乡村历史 ，以
志书式的实录方式， 用长篇小说
的体裁加以表现。 作品涵盖农村
土地变革、乡村政治、民主法制、

医疗卫生、家庭伦理、婚姻生育、

养老恤孤、打工创业、脱贫攻坚等
诸多领域，目前已出版 10 卷，计
300 多万字。

《我的童年丢了》

皮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皮皮的文字通篇都很简单 ，

清淡，却有很多感动，感动着自己
的童年，也感动着别人的童年。书
里有感动， 深深浅浅， 却没有眼
泪， 只有跟着作者一起走， 一起
玩， 仿佛听从前住一个院儿里的
人聊天， 也回忆起自己童年里的
酸甜。三十二首童年之歌，大量不
想长大的理由， 描绘出的是每个
人都有的那个回不去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