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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生活多年，我对胡同
有种根深蒂固的情感。离开祖国
首都，侨居欧洲，莫名地滋生了
一种小巷情结。每到一个新的城
市，只要有类似胡同的窄路，我
就一定要往里钻，即使是死胡
同，也要看个究竟，有时就是为
了欣赏一下尽头人家僻静的小
院，或是向深不见底的古井中望
一眼，似乎在那里能够找到故乡
的影子。

在小巷中，我从未感受过戴
望舒《雨巷》的那种悲观，更不会
像他那样干等“像丁香一样的结
着仇怨的姑娘”。我的小巷记忆
里装满了阳光和暖洋洋的好心
情。

周庄的小巷，虽说只有黑瓦
白墙，但却一步一景，丝毫不显单
调。小桥流水，绿树红花。我喜欢
避开游人常走的主干道，在小巷
尽头的河边坐下来，呆望河中嬉
戏的白鹅或木窗旁择菜的老人。

西班牙海滨小城科尼尔的小
巷，纯白而简约，平时很清静。可
一到七八月份，小路两旁便摆满
了桌椅。游人们觥筹交错，欢声笑
语，给小巷渲染上了浓浓的生活
气息。大西洋就在不远处悄悄守
候着小巷人家，用湿润的海风抚
慰着胡同的每一个角落。

威尼斯的小巷和水巷错综地
穿插着，仿佛是打乱了的彩虹。无
论淡季还是旺季，这水城丝毫不
肯在色彩上怠慢自己。光与影和
谐地映照在那些老房子上，红、
绿、蓝、黄、紫……水路是小巷的
延伸，即使走到了路的尽头，还可
以登上船儿，故事仍旧没有结束。
游人坐在彩色的贡多拉里，任凭
高歌的船夫载着，徐徐地穿行在
彩虹之路里……

日本京都花街先斗町狭窄
的小径两边，尽是棕色木格子门
庭。白天看显得过于朴素。可到
了夜晚，店家便会挂起灯笼和彩
色招牌。偶尔，小巷中还会闪过
歌舞排练场里身着绚丽和服的
歌舞伎。她们的脸涂得雪白，手

里拿着绣花包袱，木屐有节奏地
咯咯作响，就这样穿越时空般从
行人身旁婀娜走过。

有时，小巷中的一个人，会
在我的记忆里化作整个城市的

“明信片”。在佛罗伦萨，让我最
难忘的不是高大华美的圣母百
花教堂，也不是琳琅满目的金
店。至今让我回味无穷的，是一
位陌生的巷中女子。那是在某条
不知名的小路上，我从一家首饰
店门口经过。店铺淡黄色的落地
窗被黑色的框子隔成几块。铁门
旧得有些发绿生锈。这时，从金
店里走出一个身材中等偏高的
消瘦女人，黑衬衫，笔直的黑西
裤，黑皮鞋擦得很亮，黑色的长
发衬得她的脸庞越发苍白。她点
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头微微向
左转，然后用右手夹着那支烟，
左手放在右腋下，托着右臂，身
体向右微倾，左脚稍稍向前撇出
一寸，稍低着头，好像在沉思，然
后又抬起目光，静静地望着小巷
的深远处……这一幕是幅再贴
切不过的佛罗伦萨图景！旧时文
艺的兴旺和颓废的拜金，仿佛都
随着女人的烟圈，飘散在小巷
中，凝固在石墙里……

猫儿是巷子里古老的精灵，
常常像历史学家一般，缓慢地踱
着步子，或懒懒地歪着趴在地上，

伸长腿，眯起眼。如果有人经过，
它们可能会仰着肚子蹬蹬腿，撒
撒娇，希望能讨个零嘴儿吃。

欧洲老城鱼市周围的胡同
里，常常飞满了白色的海鸥，厚
着脸皮等待吃鱼的机会。集市上
的食物，得来容易，何须自己到
海里去寻觅？有的水鸟趁鱼贩不
注意，叼起一只刚打上来的新鲜
鱼儿，一溜烟儿地飞入小巷，拐
几个弯，就不见了。如果抢不到
新鲜的，在小巷人家遗弃的食物
里找些零食，也很幸运。我曾看
到一只小海鸥，硬是用嘴将一个
比自己体型大两倍的垃圾袋拖
进了小巷。它仔细寻觅了一个僻
静的角落，确定没有威胁之后，
才把袋子啄开，慢慢享用。

小巷好像故意打造了一个
集中的纵深空间，让人打开各种
感官去体会，去寻觅。路窄，人的
密度高，共生人群必然孕育传
统，造就特别的生活方式。小巷
是市井人文的天然博物馆。它可
以是大上海经过现代化渲染的
弄堂，也可以是南美贫民窟里那
些滋生罪恶和痛苦的夹缝。不管
是美好的、阳光的，还是贫穷的、
罪恶的，十几年来，我的小巷情
结始终如一。在异乡的巷子里，
我寻觅着故乡的影子，也寻觅着
一方静谧的心灵寄托。

□
徐
淼

曲阜小城是历史悠久的文
化城市，槐序四月，一个桃花盛
开的季节，城郊的小坡，开满了
遍野的桃花。小城景色秀丽，护
城河将它紧紧环抱，别致的古
建筑依势而建，不经意开窗，就
是一抹风景，一窗一景、移步换
景。满涵鲁国遗风的亭台楼榭
与桃花相映成趣，那朵朵桃花
印着四月的火红，热情挥洒在
山坡上，把春末的小城装扮得
分外温情。

某一个清早，泛起了薄薄
的晨雾，早起的游人踏着轻快
的脚步游走在鲁国遗址。桃花
被春风渲染成片片桃风，四月
的游人站在桃花树下，望着花
尖任由多多花蕊点亮内心深处
的秘密。花儿映红了小城，粉嫩
的花萼簇拥在枝头，有一种“满
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
融”的别致。有的树梢朵朵花蕾

含苞待放，有的绽放笑靥，或独
自绽红，粉色的花瓣像蝴蝶的
双翼，纤细分明的脉络柔软而
淡薄，浅黄的花蕊飘着诱人的
清香，脱俗而不妩媚。桃花就像
一张张浪漫而深情的情网，在
鲁国古城中飘逸安然。我在树
前驻足凝神，无尽的留恋任思
绪无限蔓延，伴着被繁花揉碎
了的梦幻，徘徊在桃花树旁。阵
风吹过，桃花舞动，犹如在旷野
中激情燃烧的火焰，蝴蝶在这
片火焰里扇动着翅膀翩翩起
舞，蜂群亦与桃花互相拥抱着
幸福。

依一袭亭台，倚一袭水榭，
那艳丽的红，醉人的绿，一缕缕
的桃花长廊婀娜多姿，行走在
桃花长廊，总让人想起了崔护
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
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言语率真自

然、清晰流畅，一直被后人传唱
而经久不衰。在崔诗人之后，似
乎桃花总和爱情有不解之缘。
桃花总能惊扰一帘春梦，映红
了故城，也映红了游人春恋的
情结。盛开的桃花如彩缎缤纷
点缀着整个春天，也给已经到
来的初夏赋予了浓郁的芬芳。
青烟缭乱，初夏悄然醒来，舒展
着打开了一纸传说，给盛夏的
故事编出来一个绚烂的未来。
也许崔诗人还没有所谓的桃花
运，只不过是偶然间的惊鸿一
瞥，就让自己徒添了求之不得
的烦恼。

穿过千百个轮回，诗韵伴
随着妩媚的桃花，独自行走在
桃花源里，花开花落任崔护吟
咏千年的诗句和浪漫的情怀沁
入心扉，那缕惆怅的忧伤随着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
春风”亦飘然走来，来不及触摸

的爱情，伴随着天长地久的相
思都成为游人们找寻桃花的借
口。桃花那平仄的清香，守望
千年的桃花园，如诗一般美丽
的篇章，和桃花一般盛开的记
忆。不管时间会怎样的流逝，
在这片桃园下总有无法忘却
的记忆，每一道划过的风景，
都会成为醉人的桃花酒，醉了
青春，醉了人生。我沿着那漫
漫的诗韵，轻抚桃花晕红的魂
灵，指尖触碰到的是烂漫的细
节。

或许，媚眼如丝的花容月
貌，大多生命会短暂似流星，
也不愿意将衰老的模样留在
人间。此时，片片桃花格外显
眼，在山坡上迎风飘动，花枝
摇颤，片片花瓣随风落下，繁
花满地，落英缤纷。我信手拈
起花瓣，且把桃花锁在记忆里
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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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竹桃是从江南移栽过来的
植物。济南后坡街11号院的夹竹
桃是它真正的主人余萱堂栽下
的。1947年，已经主持了济南多家
西医诊所化验诊断工作的他决定
买下一处房产。也像当下一样，通
过房产经纪人介绍，买下这座11
号院。他很得意，当时房主索要十
二两黄金，几经周旋他只用二两
半黄金就将房子买下。成交的秘
密半个世纪后才由萱堂先生的公
子余嘉音告诉我，其一是当时济
南解放在即，解放军把这座城围
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城内的国民
党要员惶惶不可终日，急于将不
动产出手。其二是，这座房子最
豪华的两个套间住着一位神秘
房客，是国民党济南调查局的中
统特务，这个家伙自恃身份特
殊，大模大样地住着，从不交房
租，让原房主苦不堪言。遂以低
价将房子卖给萱堂先生，实际上
是转嫁了自己的经济危机。萱堂
先生还是很高兴，他曾经是穷小
子，靠着打拼挣下这处房子，有了
容身之地。他在买下这座院子后
就种下了这株夹竹桃。

我去过那两间神秘的住房，
美国松木的地板，三面高窗，厦
檐遮挡着门庭。我进去的时候嘉
音和菊嫂居住着。房管部门对这
座房子的评价是二类一级，二类
指平房，一级当是顶级。

萱堂先生所料不错，他搬进

去一年，济南解放战争的炮火就
轰鸣起来，那个中统特务随国民
党撤离济南的最后一班飞机逃往
南京，11号院和毗邻的另外两个
院子安静下来。五十年后，听着嘉
音教授徐徐地讲述，我脑海中浮
现出萱堂先生的形象。他永远推
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出入院
门，裤脚处一边卡一个夹子，是为
了保护裤脚不沾上自行车链条的
油垢。他也是家父的朋友，这大院
里两个教授级的人物，他们之间
的话题是生与死。萱堂先生常说
的一句话是：死于无知。什么叫

“死于无知”？我百思不得其解。
萱堂先生是研究细菌学的，

上世纪30年代在齐鲁大学医学院
师从美国教授学习临床检验，毕
业后就留在齐鲁医院化验室工
作。1941年，珍珠港战争爆发，迫使
美国对日宣战。侵华日军立即对
美国人在中国经营的齐鲁医院强
行查封。在齐鲁医院工作的中国
医生为了谋求生计，联合起来成
立了新的医院，这所医院选中了
县东巷北首皇华馆街的一座豪宅
做院址，就是今天的济南市第一
人民医院。萱堂先生主持化验室
的工作。有细菌学就有抑制细菌
的医疗科学，这在以中草药为医
药手段治疗疾病的中国是前沿医
学。1939年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
边区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做手术
时不幸被细菌感染，当时的中国

医生试图抢救，他拒绝了，说，不
要抢救了，没有救，败血症！如果
那个时候有抗生素，白求恩大夫
不会逝世。两年以后青霉素问世，
当时青霉素使用音译，叫盘尼西
林。萱堂先生率先成为中国第一
代细菌学专家，他对中国医疗事
业的贡献是革命性的。一时之间
济南所有私人诊所都请萱堂先生
去做化验，报酬丰厚，他几乎没有
时间回家，骑着那辆德国自行车
满城飞奔。他没有去想报酬，想的
是救命。济世的心肠换来了那个
栽着夹竹桃的11号院。

萱堂先生的眼睛看的是显微
镜下的世界，在显微镜下他发现
细菌有变异的本领，像孙猴子用
七十二变抵抗抗生素的作用。他
提出慎用抗生素。可是没有人理
会他的呼吁，人人都有急功近利
的心态，都想一蹴而就。五十年后
抗生素的剂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医生们急切地警告，再滥用抗生
素它终会有失效的那一天。那一
天是什么？就是白求恩大夫告诫
的那句话：没有救！这时候我才明
白萱堂先生那句话：死于无知。我
们对世界的未知需要用生命的代
价去追寻，我们对自己和这个世
界，甚至对自身这个世界有多少
了解？多少无知误导着我们，一个
个无知叠加起来，足以让我们以
生命的代价换取一个明白。

正是显微镜差点让萱堂先生

身陷囹圄。1951年11月全国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在
此之前，皇华馆医院丢失了一台
显微镜，萱堂先生是化验室主任，
自然成为当时的“大老虎”，对他
展开了一百多天的讯问。最严酷
的时候，不让他睡觉。他熬不住
了，向工作组下跪，谎称将显微镜
放到一位朋友家，他向那位朋友
写信，请求他把显微镜送来换取
自己的自由，他将卖掉11号院补
偿朋友的损失。萱堂先生太天真
了，把一场政治斗争看成朋友间
的误会与信誉，这是他在显微镜
下看不到的世界，是他的无知。幸
亏几个月后在医院的煤炭堆里发
现了那台丢失的显微镜，原来在
解放战争到来之前，有人怕医院
的设备有损失，悄悄埋到了煤堆
里，时间长了，竟忘掉了。这场风
波差点断送了萱堂先生。

萱堂先生真的恢复自由了，
他的月薪是200斤小米。到发薪
水那一天，以《大众日报》公布的
小米价格折算成现金发放。这一
标准按市值为90多元。十年后，
组织上有意让他出任一家重要
医院的院长。大概是对那场显微
镜风波仍然心存余悸，他婉拒
了。萱堂先生终于说出“死于无
知”的注解，他说，前人的死是为
后人的健康铺路。这是一个医生
的哲学观，然而，他看不懂显微
镜外的宏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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