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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记
王太生

一扇漏窗，当得起繁花。牡丹、芍药，或者
茶花、绣球……在江南的园子里。

繁花在窗口摇曳，边线形状和几何图案，

把一朵花加框固定在那儿， 便呈现出它的姿
态和神韵，浓与淡，动与静。

孟春看花，看辛夷、杏花、茶花、桃花、梨
花……看艳丽的花、淡雅的花；看硕大的花、

一丁点的花；看耀眼的花、不起眼的花；妩媚
骄傲的花、卑微的花；生在高处的花、低到尘
埃的花……地脉上升，所有的花儿都开了。

纯白杏花，有淡香，花开活泼，仪式感极
强。 杏树先开花，后长叶，花褪残红青杏小，

花落之后始见“青小”，一颗、一颗，细细圆圆
的小青杏，懵懂青涩，让人不忍手摘。 杏花是
“青小”的序曲，“青小 ”在花事已尽 ，青青了
了，细果累累的枝叶下，那一簇簇白色小花早
不见踪影。

那些迫不急待的，总是先开花，后长叶，

就像一个故事，先有结尾，再从头慢慢叙说，

一点一点地丰满一棵树。玉兰先打一个苞儿，

然后慢慢舒展，花骨健硕，长得有形，花开泼
泼。

茶花开得红艳， 一方苞、 一方苞绽满枝
头。 花骨硕大，配碧绿的叶，在清透的空气中
格外醒目。

出城三十里的水乡小镇上，一个老院子里
站着一株宋代古山茶，八百年的树龄，枝叶已
高过屋脊，千朵万朵，那一树大红金心的花朵
如火如荼，惊艳袭人，是这个季节的人间花讯。

站在小镇高处，青砖黛瓦，古朴旧色中，那一丛
千朵万朵的古山茶花，探出院墙，噗噗怒放。

繁花就像古人解甲归田，隐逸民间。 《牡
丹亭》中有碧桃花、木笔花、剪春花、玉簪花、

豆蔻花、孩儿花……叶色碧碧，其华灼灼，花
间人影，落英缤纷。

太平花，枝叶茂密，花朵聚簇，乳黄而清
香。 宋代杨巽斋诗云：“紫芝奇树谩前闻，未
若斯花叶气薰。 种向春台岂无象，望中秀色
似卿云。 ”季羡林《大觉寺》中记述了寺庙里
的花开顺序：“此时玉兰已经绿叶满枝，不见
花影，而对面的一棵太平花则正在疯狂怒放，

照得满院生辉。 ”

先看高处的花，再看低到尘埃里的花，每
一朵花都有它开花的理由。

荠菜在温度回升之后， 在三月初便开始
出苔开花。 荠菜花更可爱的就是那又小又轻
的花朵了,花瓣就好像米粒一样,嵌在绿色
上。 如果不是仔细地观察,分不清花瓣与花
瓣的分离交汇处。

小香葱花开了， 葱尖顶花。 碧绿的小香
葱，怕被草木淹没，顶处膨一小花苞，纤细的
身段竟有如此托举力量，玉白粉绿的小米葱，

比之前长了一寸。

苔花， 细小而卑微的花， 生于墙角阴湿
处。 为了一朵花的尊严，拼足全力，骄傲地绽
放。 清代袁枚吟哦它，“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
丹开”。 米粒大的小花被许多人疏忽，还是那
样倔强地花开如常。

每一朵小花都有它的快乐， 就像小人物
的快乐。

小茴香开花， 黄色小花， 像打开的降落
伞，一个个小伞很好看。

韭菜花，朴素纯白。花与下面的纯绿杆相
搭配，看似简简单单，却洋洋洒洒，朴素真挚，

还透露出一股子机灵劲， 好多韭菜花聚在一
起，热热闹闹，兴高采烈。

“开花一管子心”， 是韭菜花茎的生态特
征，“一管子”，就是一根。 梁启超的《台湾竹
枝词》曰:“韭菜开花心一枝，花正黄时叶正
肥。 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头不肯离。 ”以
韭菜花的一心一杆来比喻人间爱情的坚贞。

一朵花，以各自不同方式开了。它们张开
自己，浑身颤抖地表示它的欢欣和激动。

这满世界的繁花。

那一块手表
沈书枝

人生中第一块手表， 在高二的时候

获得。

是妈妈给我和妹妹买的———我们是

双胞胎， 那时正一起在县城中心一所中

学读高中。 平常住校，周末回家。 家里只

有爸爸，每日忙于农事，家里那栋我们小

学五年级时盖起来的两层楼房， 因为长

年缺乏打扫和建筑材料的不佳， 显得异

乎寻常的黯淡，仿佛总是比别人家更容

易脏一些。 在扫把所够不到的高高的屋

角，蜘蛛结起蛛网，水泥地面不多时就积

满灰尘。 屋子里的每个角落， 都扔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用过的镰刀，用过之后

团成一团的丝网，晒干的黄豆，去年冬天

穿过的鞋子，诸如此类，充斥着整个家庭

的零零碎碎。 我们平常有些不大愿意回

去， 只是出于一种爸爸可能会想念我们

的责任， 以及要回去拿下一个星期的零

花钱的必须，才在每一个周六的下午按

时坐上回乡的公交车， 到柏油马路和乡

间土路的交接处下车，再花一个小时走

回去。

但我们每次回家， 爸爸都是很高兴

的， 至少在我们刚回来时是如此。 冰锅

冷灶热起来，爸爸给我们烧饭，坐在小桌

子边和我们一起吃饭， 一边喝酒一边跟

我们说话。 他又寂寞了一个星期， 难免

是有很多话想说的。 我们随便谈一谈最

近的考试排名———他对我们的学习并不

担心， 那也早已超出了他所能操心的范

围， 于是便谈到家里的生活。 话题最后

总不免转到妈妈身上，这时候爸爸的酒

已经喝到微醺， 又开始说那些他已经说

过上百遍的那些话：妈妈把我们丢在家

里，不照顾我们，他一个人在家种田，既

辛苦，又孤独。 爸爸的这些话我们不爱

听，我们知道他的辛苦，却无法理解他的

孤独，觉得他喝醉酒的样子可厌，又害怕

他随时会爆发， 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轻轻

“嗯”一两声。这应付当然不能使他满意，

其结果不是他深深叹一口气， 吃完饭早

早洗漱睡觉，嘱咐我们也早点睡，留下松

了一口气的我们到楼上继续做卷子，就

是他越发激动， 引起我们回护妈妈的顶

嘴，最后以他骂我们一顿为告终。 只有

很少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平静地

度过在一起的周六晚上。

妈妈不在家，她在城市打工。从我和

妹妹读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开始， 就出去

了。 家里小孩多， 姐姐们其时正在上中

学，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我们的学费都

是先跟学校赊账， 等到有一点钱了再补

交给老师。那一年“双抢”过后，妈妈跟着

村里的人一起去上海帮人插秧， 一开始

只待一两个月， 回来后很快再次去了上

海，在医院给人做护工、去人家里照顾病

人。从那以后，妈妈在城市待的时间越来

越长，很快就一直在外打工，只有逢年过

节的时候才能回来了。

从我们小的时候，只要妈妈在家，这

个屋子就是明亮的、干净的。 床铺整洁，

饭菜可口，全经妈妈的双手神奇变出，而

其背后的辛劳，那时我们尚不懂得体悟。

妈妈离开家去城市打工以后， 屋子迅速

变得黯淡起来，我们从小孩子时的不舍、

不甘，慢慢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接

受了妈妈不在家的绝大多数日子里，这

个家就是这样，邋遢黯淡，冬天寒冷，夏

天炎热， 没有什么好值得人想念的。 但

我们知道妈妈在外面定然的辛苦， 因此

不允许爸爸在我们面前讲她的不是，最

后总是忍不住要加以反驳。

高二的那一年，不记得为着什么事，

妈妈在年中时候回来了一趟。 平常晚上

我们要上自习，不能回家，于是她在到县

城之后回家之前， 中午先到学校来看一

下我们。 这大约是我们上高中后妈妈第

一次来学校，自然带了一包好吃的，放在

宿舍里。我们极兴奋，好久没有见过妈妈

了，同时又有一点羞涩，好像这些年来经

常的分离， 已经使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变

得有些遥远了。妈妈问：“你们想要什么？

我带你们出去一人买一样东西。”因说起

下晚自习以后， 我们还想在教室里继续

做题，不知道时间，有几次回来得太晚，

楼下宿舍大门已经关了， 只好拼命在外

面拍玻璃，把看门的阿姨叫醒。本意是想

让妈妈给买一只便宜的塑料手表的，谁

料她竟然就决定带我们去钟表店， 一人

买一只真正的手表。

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决定

不能不说是奢侈。虽然对家里具体的收入

并不清楚， 但我们是到了高二这一年，才

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家里的经济稍微好了

一点。这感觉的由来是我和妹妹两人一星

期二十元的生活费， 变成了二十五元，偶

尔有那么一两次，爸爸甚至能一次拿出五

十块钱来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隔一个星期

再回去。 姐姐们逐渐开始工作，不再需要

家里负担，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仍然是一

个不折不扣的贫困家庭，不过是从高中开

始才不再跟学校赊欠学费了而已（最开始

大概也只是因为爸爸不认识高中学校的

老师，不敢轻易开口赊账）。多年后我回想

起来，意识到像妈妈那样平常对自己极其

俭省的人，之所以一定要给两个小女儿买

好一点的手表，不过是出于母亲一种柔和

的慈爱，一种对不能在身边陪伴照料的缺

憾的弥补。

于是我们走到那时县城仅有的两条

街上，在一家卖时钟和手表的商店里，对

着玻璃柜台里面闪闪发亮的手表， 认真

挑选起来。按照各自的喜欢，最后我和妹

妹挑了两款样式很近的金色手表———那

个时候我们喜欢这样明丽的颜色———表

盘一方一圆。买完手表，我们就要去上下

午的课，妈妈就回家了。那时候我们并没

有佩戴任何东西的习惯，手链也好，项链

也好，从小没有戴过，于是久而也就统统

受不住这种束勒。手表买回来，出于对妈

妈的情感和下晚自习时的需要， 每日戴

在手上，不曾取下。 且感到新鲜，时不时

要把手腕抬起来，看一看它的样子。但不

久以后，那两只手表就都坏掉，莫名不再

走动，我们过于乖顺，想不到去找老板理

论，也不想告诉妈妈手表坏了使她难过，

只是舍不得扔掉， 就仍然把它们放在身

边。 戴手表的习惯于是终于还是没有养

成，十几年的时间过去，前几年我们回家

过年，收拾旧箧，意外发现它们仍然静静

躺在一起， 和旧时同学的书信与留言簿

并作一处。于是又拿出来戴了一下，自然

还是不走动的，忽然想到，当年怎么没有

想过送去修理店修一修呢？也许修一修，

就能修好的。

碧波荡漾，风儿和畅。

你好，小鱼儿，送你回家。

送你远离杀戮之刀。

去和小伙伴尽情嬉戏，

和全家人欢喜踏浪。

戴逸如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