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声是能够润泽春色的，尤其是在春晨。
天色微明，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顺着窗棂

的罅隙挤进来时，就有啁啾的鸟声跟着进来
了，落在被单上，落在眼眸上，落进耳根，落进
心灵深处，清清凉凉的，明明亮亮的，似珠露，
若温玉，就那么一声，却又长长久久地萦绕在
心间，于是，春晨就醒了。而西边的天幕上，还
有星星亮着，未来得及隐去那淡淡的光芒。

之后，就有鸟雀三三两两地醒过来，至于
那起初的一声，是什么鸟，我每每听过，但始终
未能清晰地辨别出来，但这鸟声却是真真实实
地叫醒我，叫醒我的村庄，叫醒高树上栖息的
鸟雀。

三三两两的鸟雀醒来，就开始窸窸窣窣地
动，振翅，弯了头清理羽毛，腾挪翻越，从一根
枝条到另一根枝条，突然间又猛然停住，静静
地聆听，似是听到了谁的召唤，或是蓦然间想
起了什么似的，安安静静立了好几分钟，让树
下的我为之捏了一把汗——它还会不会啁啁
啾啾地醒过来？就在我凝眸静立的瞬间，它将
头猛甩了两下，蹬枝而去，紧接着就听到了木
门吱呀的声响。

哦，这鸟雀，总是比人敏锐得多了。这时
候，太阳翻过了远山，煦暖的光线斜斜地照过
来，众鸟儿一齐醒来了。

醒来的众鸟，屋脊是它们的最爱。青青瓦
舍，屋脊高高，从高树到屋脊，它们总是喜欢俯
冲而下，一只，三两只，呼啦啦一群，落在屋脊
上。这时就有炊烟升起，袅袅娜娜，丝丝缕
缕，盘旋着，萦绕着，而这鸟雀最喜欢钻进萦
绕的炊烟里，跳跃着，钻出钻进，顽皮地，向着

烟雾浓密处狠狠地啄去，谁料那尖喙却啄在
空虚里，于是扑棱着翅膀左右望了望，又向别
处跳去。场院，檐下的台阶，也是它们的去
处。

其实，在村庄，鸟雀是不怕人的，不论是成
群结队的麻雀，还是喜欢将巢穴安在紧邻屋舍
高树上的鹁鸪，还是后院崖面上的灰鸽，它们
都把村庄当成家，把青青瓦舍当成练兵场。在
这里，它们腾挪飞跃，将春天戏成一幅画，一幅
春鸟啼春图。

春鸟啼春，啼醒烟柳婀娜。
在村巷行走，我一直认为这鹅黄嫩绿的柳

芽是鸟儿叫醒的。立于巷口，搭眼望去，近旁
的柳枝上泛着鹅黄的光晕，渐行渐远，这光晕
就由鹅黄淡淡地滑向嫩绿，闪闪烁烁。而鸟
雀，就躲在高枝上，水灵灵地叫，每一声，都是
一滴晶莹的水滴，顺着枝柯滑落下来，落在晕
黄的芽苞上。那芽苞被层层的绒毛包裹着，鲜
鲜亮亮，轻轻地凑近鼻息，散逸着淡淡的柳香，
轻轻盈盈地入了肺腑，丝滑绵长，就若这鲜亮
的鸟声一般，弥散在心胸间。

烟柳馨香的时候，若是恰逢一场蒙蒙细
雨，春天就是洇染在大地上的巨幅册页了。

烟柳朦胧，鸟影归斜，望春的人立在郊外
的木桥上，远山，村巷，一切浸染在雾霭般的烟
雨里，湿了翅羽，湿了发丝，湿了眼眸，而望春
的无限爱恋，早已化为胸中无限的诗情。就这
样，不疾不徐，不念不想，等待归鸟的翅羽，将
一抹淡烟春色驮回暮晚的钟声里。

及至村野苍茫，就卷起这巨幅册页，裹进
村巷，裹进胸间，裹进这春的夜梦……

●对文学来说，题材发掘和艺术表
达这两方面在今天都面临挑战。面对
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和信息资讯，应对
方法恐怕还是老方法：“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

●行万里路是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到现实生活的深处更深处去增加阅
历、体验人生、孕育情感，读万卷书则是
不断提高知识素养和艺术修养，丰富文
化艺术上的储备。

●不在现场、不在人群里、不参与
事件进程，创作者跟生活之间永远隔着

“情感”这道障碍，作品和读者之间也就
永远隔着一层。

●文学不变的价值是真善美。善
是动机，要对社会人生有建设性；美
既要焕发艺术的形式之美，又要有情
感上、理想上、人性上追求光明温暖
的内在之美；通过善和美，会让我们
认清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接近本质，
接近真。

疫情暴发后，一直闭门在家，看书成为打
发时间的最好方法。断断续续，一直在读《布
罗茨基谈话录》和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
象》。两本书中，都有关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
篇章。对这位“俄罗斯的月亮”，作者都充满了
深厚的感情。

其中，布罗茨基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65
年 2 月 15 日，阿赫玛托娃曾经寄给他两支蜡
烛。那时，布罗茨基 25岁，阿赫玛托娃对他这
样一个年轻诗人非常赏识，一直给予关怀和鼓
励。在《个人印象》中，记录阿赫玛托娃和以赛
亚·伯林的对话，她说：“我们是以 20世纪的声
音说话，这些新的诗人谱写新的篇章。”“他们
会让我们这一帮人都黯然失色。”这里所说的

“他们”和“这些新的诗人”中，首先包括布罗茨
基。这时，布罗茨基正被流放，偏远的荒野之
地，接到两支蜡烛，心情可以想象。

更何况，这是两支什么样的蜡烛啊。布罗
茨基回忆：这两支蜡烛“来自锡拉库扎，极其的
美好——它们在西方制造：透明的蜡烛，阿基
米德式的……”

我无法想象透明的蜡烛是什么样子，尤其
是燃烧的时候，通红的火焰升腾在透明的蜡烛

上的样子，因为我见过的蜡烛都是白色或红色
的，从来没见过透明的。我也不知道阿基米德
式的蜡烛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锡拉库扎是意
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来自那里的两支
古典式的蜡烛，无疑是珍贵礼物。对于正在受
难中的布罗茨基，其珍贵不仅在于感情的古典，
同时，也在于燃烧的蜡烛给予他光明的希望。

对于中国人，蜡烛有心，和竹子有节，成为
感情和气节的一种古老的象征；或西窗剪烛，
成为一种情感与期待。

蜡烛，在阿赫玛托娃那里，也曾经是诗的
一种意象。记得在《安魂曲》中，她写过这样的
诗行：蜡烛在我的窗台上燃烧，因为悲痛，没有
其他理由。

这是只有阿赫玛托娃和布罗茨基那一代
人才有的记忆。蜡烛，便不止于诗的意象，而

成为生命中的雪泥鸿爪，一个时代抹不去的印
迹。蜡烛无语而沧桑，燃烧着一代人的悲痛，
这种诗歌，便具有了史诗的意味。

在遥远的荒野之地，接到这样两支蜡烛，
便和岁月静好的平常日子里，意义不尽相同。
莎士比亚有句台词：“人变了心，礼物也就变轻
了。”同样可以说：世道变了，人心始终如一，礼
物也就更显得重了。

事过经年，这两支蜡烛的细节，晚年的布
罗茨基记忆犹新。往事重忆，旧诗新读，别有
一番滋味。尤其在武汉封城一月有余的日子
里，读这样的诗句，不由得想起武汉城中那些
来自全国各地、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还有那
守望互助的满城百姓。特别是想起那些为救
灾而献身的医护人员，那些因病毒入侵而逝去
的芸芸众生，更是痛彻心扉。“因为悲痛，没有
其他理由”，燃烧的蜡烛，便燃烧着我们共同的
心。

夜静心不静，写下一首打油诗，以抒读后
之感：闭户锁门伤岁华，读诗阿赫玛托娃。春
风不解江边疫，冷雨犹开纸上花。樱树花前月
空落，安魂曲后夜哀笳。一联蜡烛悲痛在，垂
泪替人多少家。

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长大，缺乏对农业
的认知，所以对地里种东西特感兴趣。“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俗语我开始以为
是谚语，后来才知道是句成语。

部队大院建设之初都是跑马占地，院
子特别大。那时宿舍楼间隔稀疏，尤其我
家楼房后面没有房子了，挺大一块空地。
我爹勤快，不知从哪儿弄来几枝葡萄，扦插
而活，又捡来木头搭了个不大不小的架子，
第二年居然结了几串葡萄。

葡萄花开得小，花开花谢特不起眼，无
味无形，然后就结出小如芥豆的果实，一天
大似一天，等有黄豆那么大了，葡萄就有形
成串了。再大一点儿，我就敢偷偷地掐下
一粒葡萄放入口中，那酸不是爽，一辈子难
忘。写到这里，得连续咽几下口水，否则口
涎如醋。

葡萄生长迅速，尤其枝蔓一天一个
样。葡萄的蔓梢呈细须状，须尖有个软软
的细勾，勾住一处再打算勾下一处。如果
你嫌它的位置不好，欲引导攀延另一处，只
需牵根细绳或铁丝即可。葡萄蔓尖特嫩，
掐下来可以咀嚼，咀嚼它有一股子淡酸，酸
中隐隐有甜。所以我常常站在葡萄架下掐
下须蔓，放入口中咀嚼，享受果实未熟之前
的企盼快乐。

可葡萄从未等待它成熟就在一天一天
的过程中由多变少，由密变疏，最终看着闹
心。回家拿一把剪子连根剪掉，心里等待
来年。谁知来年到来后就是今年，今年一
切照旧，来年还有来年，年复一年，葡萄照
长，尝酸照常，想吃成熟的葡萄只能去买，
买回站在葡萄架下一边捧着吃，一边反省
自己。

□阿来

最有效的方法

大家V微语
□任随平

鸟鸣啼春

□马未都

种葡萄

文史杂谈

□肖复兴

燃烧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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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荒本草》记野菜和蔬菜，包括野蔬、园
蔬，果木、杂木，山野菜，等等，周王的分类任性
而古怪。怎么看，也看不出他将少量园蔬和园
艺果木入选的内在依据来，似乎没有规律可
言。其“菜部四十六种”，有现在还广泛栽种的
莙蓬菜苋菜、荏子紫苏，等等，却不见普通家常
菜，例如北方人过冬的主菜萝卜白菜大葱。他
说那山萝卜水萝卜山白菜，和我们常见的萝卜
白菜不沾边。葱无大葱，却有山葱和楼子葱，
好像故意不记大葱。山葱土名茖葱，南太行地
区的高山和深山里有，清明前后采摘，叶子大
而薄，连我也没见过。它和高档特卖店里的欧
洲熊葱是一类。

与大葱相比，楼子葱是小葱，是园蔬的一
种。《救荒本草》记楼子葱：“人家园圃中多栽。
苗、叶、根、茎俱似葱。其叶稍头，又生小葱四
五枝，叠生三四层，故名楼子葱。不结子，但搯
下小葱，栽之便活。味甘辣，性温。”其救饥方
法：“采苗茎连根，择去细须，煠熟，油盐调食。
生亦可食。”徐光启曰“俗名龙爪葱”。吴状元
说它又名羊角葱。都是根据其形状而言。

小葱里面，最常见的是分葱，即江南淮南
人日常食用之香葱，又名四季葱和菜葱。

周王不言大葱，大葱在北方人眼里，却
是葱的主力军和梁柱子，离开大葱，葱世界
非塌台不可。大葱分长葱白、短葱白和鸡腿
葱三种，我的老家叫鸡腿葱大疙瘩葱，它比
长葱白的章丘大葱辛辣，更合豫北一带人的
重口味。《植物名实图考》说葱，吴状元引文
曰：“《清异录》赵魏间有盘盏葱大如柱杖，粗
盈尺。”今日济南寿光等地，年年秋来赛葱赛
章丘大葱。我有一则剪报，乃 2012 年 10 月
29 日的《新民晚报》，图片报道：10 月 27 日，
在济南举行的“章丘大葱”种植状元评选中，
一棵身高 2.23 米，葱白 1.2 米，单株重 800 克
的章丘大葱得“葱王”称号，并为其主人──
来自章丘绣惠镇王金村的苗发润赢得一万
元奖金。

北方人普遍好吃大葱且嗜生葱，如山东煎
饼就大葱，北京烤鸭的薄饼黄酱卷葱丝。河南
人炒菜离不开大葱，凉拌菜吃猪头肉、牛肉、羊
杂碎，必须有生葱的。大葱好，鸡腿葱更好，越

辣的葱越是出味。可同样的锅贴饺，豫南大别
山区，鄂豫皖交界的新县人，大米做饭为主，饺
子分水饺和锅贴饺，不用大葱用分葱又名香
葱。一年四季，早晨街边的菜挑子，卖水灵灵的
好青菜，一撮撮带根须的小香葱，上绿下白，河
水洗过了愈发鲜嫩。早点吃锅贴饺，金黄透明、
有棱有角的手工饺子，碧绿香葱隔着面皮儿看
得见。作为分葱的香葱，小巧玲珑，有点辛辣，
更多是辛香。魔都大上海的早市上，外地包括
山东来的卖菜人，随行就市，不仅嘴巴甜了，卖
葱也回避大葱以分葱小香葱为主，为了回头客，
常常要搭几根香葱给买菜人留个念想。

《齐民要术》说“种葱”，引《四民月令》，东
汉崔寔曰：“三月，别小葱。六月，别大葱。七
月可种大小葱。”贾思勰就此做注释：夏葱曰
小，冬葱曰大。

葱多葱太乱。为了说明问题，蔬菜专家张
平真把洋葱之外的食用葱，简明扼要地分为三
个层级──大葱、分葱和楼子葱是第一，第二
是胡葱即火葱，第三是韭葱与细香葱。韭葱又
名扁叶葱，上海与四川，人们叫它“洋蒜薹”或

“洋蒜苗”。细香葱在日本名叫“虾夷葱”。这
两个葱品种，在内地市场不常见。

□何频

小葱大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