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拙政园的那株紫藤盘盘
旋旋，密密匝匝，亭亭如盖，灼灼如
霞，与这座园子缠绵相伴四百年。
藤下赏花、对弈、抚琴、读书、品茗、
畅饮之人来来往往、聚聚散散，可
园仍在，藤仍在，芳华承文脉，每春
得倾怀。

文徵明亲手植下的紫藤，原本
也不过是寻常，可自那日入了闻名
天下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文徵
明之手，留下“文衡山先生手植藤”
的美名，便如被点化一般，有了文
气与筋骨，历经数代风雨，仍藤枝
遒劲，温柔绽放，追慕者众。那句话
说得好：“因是文徵明的紫藤，便胜
过了世间一切的紫藤。”

与其说这是巧合，不如说是冥
冥中的机缘。藤，无论生于野、长于
庭、爬于墙、攀于架、垂于室，不过
是寻常绿植罢了，可因与其主人或
观赏者之缘分，而在缠缠绕绕、绵
绵延延间，生发出万千情愫，丝缕
不绝。

我自是如藤般寻常，所遇之藤
也是寻常，可我永远牵念父母的
藤，虽或将有一天永不再荣发，却
注定会在我的心底蔓延、纠缠。

父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
庄户人，年过七旬，从未曾离开过
村庄，如一株藤条紧紧攀附在山水
林田之上，从蓬勃到枯槁，扯都扯
不开。父亲说：“这是我们这一辈的
命。”我不信这命，于是努力挣脱父
母的藤飞了出去，可飞得越久，越
无法忘却那株曾给了我生命的老
藤。

其实，我就是父母亲手种下的
藤上长出的叶、开出的花、结出的
果，与一块红薯、一个南瓜、一朵牵
牛花无异。

父亲说：“今年再种一小块地
的红薯，你爱吃。”可我知道，我是
没时间再挥汗如雨地去撩翻那些
肆意生长的红薯藤蔓了，只能有劳
父亲。那“咯嘣咯嘣”拔断须根的微
响，如父亲爱我的心跳。累了，坐在
地头，父亲掐一根红薯叶柄，折成
耳坠，挂在我的耳朵上，摇摇荡荡；
秋来，一锄下去，揪起藤蔓，一嘟噜
硕大的红薯喜人得很，我咧着嘴干
得更起劲了。每年我都抽空去给父
亲帮忙，可不知怎的，只要一下地，
便如变成了父亲的一根红薯藤，任
由他提溜来提溜去，还美滋滋的。

地边、院里、墙下，父亲点了一
窝又一窝的南瓜。只要拱出肥厚的
叶瓣，就不愁结不出滚圆的南瓜。
很快，叶瓣变叶片，从巴掌到蒲扇，
继而伸出柔柔的小手，在大地上匍
匐前行。若爬上一垛柴火、一棵桃
树，那更得了劲儿，不知何时在迎
风荡漾的绿海中飘来几朵黄花，又
不知何时已藏好几个小绿瓜，只待
藤枯叶黄时“顺藤摸瓜”，抻拽出数
个惊艳的大南瓜。父亲提着他的瓜
藤直乐：“这一冬天，你可有的吃
了。”

院边的篱笆、石墙、树木上，爬
满了红的、粉的、白的、紫的、蓝的
各色牵牛花，这是母亲多年辛苦找
籽引种过来的，年复一年已滋生成

牵牛花海，从春末开到深秋。受母
亲影响，我格外喜欢牵牛花，喜欢
那毛线般的藤蔓攀爬的姿态，喜欢
那藤上生出的锥形骨朵、绽放的喇
叭花朵、结出的灯笼花籽，更喜欢
它们从不矫情、恣意绽放的生命欢
歌。我也引种过几株牵牛花在阳台
上，可离开厚土的它们远没有母亲
的牵牛花开得热烈，母亲就咧着她
没了牙的嘴，笑着说：“那就常回来
看看娘的牵牛花嘛。”那一刻，我像
一朵牵牛花开在母亲的花藤。

父母虽年纪大了，却依然勤耕
不辍地经营着几十年不变的那些
藤，豆角、黄瓜、瓠瓜、丝瓜、葡萄、
葫芦、西红柿，让我回村便可顺着
父母的藤，吃到儿时的味道，看到
儿时的风景。若没了父母的藤，我
将只能隔了院墙看着乡亲们的藤，
独自怅然了。

上班路上，我的目光总被不知
谁家的一院爬山虎吸引。那院墙、
大门皆被密藤苫盖，盛夏滴翠，深
秋流金，一派生机盎然，昭示着庭
院主人对生活的热爱，即便冬春时
节只露出那枝枝蔓蔓的藤条。可遗
憾的是，我从未见过大门开启，或
许主人已经搬离，只留下这藤条年
年葳蕤，无人打理。一日，痛心地发
现几条藤叶已然干枯，原来是邻居
施工刨断了墙外的一株。主人不
在，除了我，又有谁在乎？可我也只
能兀自神伤地记入文字罢了。

一株绿萝陪我六年了，天天看
着我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它又何
尝不是如我一般，只顾生长，不问
东西？绿萝很好养，只要有点水分，
就停不下来地一直绿着。我曾遐
想，若有足够的时间给它拍个延时
摄影，呈现出的将是藤条蜿蜒滋长
的生命传奇。隔段时日，我便要整
理一番，让它长得更顺溜，直至织
成一方绿油油的墙上挂毯。当我仰
头看它时，它也正低头看我，相看
两不厌，恰如一知己。当我那次出
差两个月回来，开门发现绿萝伸长
胳膊向我招手时，竟感动得几欲流
泪，原来它已成了我的世界的一部
分，成了我的藤。

正如白居易在《陈家紫藤花下
赠周判官》一诗中咏叹“藤花无次
第，万朵一时开”，令唐代不知哪个
陈家的紫藤花开千年，成了白居易
的藤。马致远一句“枯藤老树昏
鸦”，令不知哪处荒野中行将枯朽
的老藤在诗词的天空下永世不朽，
成了马致远的藤。季羡林感喟“在
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
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
的生死呢”，令燕园那棵哭泣的古
藤永远得以被关怀，成了季羡林的
藤。

拙政园的紫藤应是感恩与文
徵明的那次遇见的，令它的命运从
此与众不同，几百年被人追随，吸
引着心有灵犀的人们共同守护，而
文徵明也因这紫藤时常被忆起。我
则感念根植于我血脉的父母的藤，
感念生命中邂逅的寻常的藤，我们
彼此成全，葱茏了岁月，丰富了记
忆。

林语堂在《吃草与吃肉》一文中
说，“世上只有两种动物，一为吃草
动物，包括牛羊及思想家；一为食肉
动物，包括虎狼及事业家。吃草动物
只管自己的事，故心气温和善良如
牛羊；吃肉动物专管人家的事，故多
奸险狡黠，长于应付、笼络、算计、挟
持、指挥……”

中年人大多属于“食草动物”，
不紧不慢，少肉食，喜吃蔬菜粗食。
比如芋头，我似乎是在人到中年后，
一夜之间意识到它的好。其实做法
很简单，把芋头切成块，下油锅炒，
入酱油、醋、料酒等，盖上锅盖焖，绵
糯鲜香。红烧芋头也可以，将芋头从
中间切两半，锅里放油，油热后放入
白糖，将糖炒成褐色，放入芋头，让
芋头均匀地裹上糖色，锅中添水，中
火炖，收汁后出锅。还可以煲汤，芋
头丁、嫩豆腐煲在一起，咕嘟咕嘟滚
开的汤，放入青蒜末，增味提香。袁
枚《随园食单》中说，“芋性柔腻，入
荤入素俱可。或切碎作鸭羹，或煨
肉，或同豆腐加酱水煨。徐兆璜明府
家，选小芋子，入嫩鸡煨汤，妙极！惜
其制法未传。大抵只用作料，不用
水。”

芋头的生长适应能力很强。汪
曾祺在《人间草木》里说，他发现一
堆煤块里竟然长出一棵芋头，“大概
不知是谁把一个不中吃的芋头随手
扔在煤堆里，它竟然活了。没有土
壤，更没有肥料，仅仅靠了一点雨
水，它，长出了几片碧绿肥厚的大叶
子，在微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在
寂寞的羁旅之中看到这几片绿叶，
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

芋头好种。我的一个邻居把芋
头种在车库门前的花圃里，独栽了
一棵，芋头叶片又大又高，碧绿碧绿
的，也有观赏价值。

食物与年龄有一些关系。中年
的我有点腻了大鱼大肉，开始喜欢
最普通不过的萝卜白菜。将萝卜块
用开水焯过，与鱼合煮，萝卜吸附鱼
的腥气的过程中，自身也有了鲜味。

苏州有种萝卜干叫“春不老”，
脆嫩香美，淡淡的咸味里透出丝丝
甜味和鲜味，是敬客佐茶的极佳茶
点。当年邓拓去苏州灵岩山游览时，
寺中高僧用“春不老”敬客，邓拓品
尝后赞不绝口，若干年后仍未忘记，
后来将它写进了《燕山夜话》。

中年的食物平平淡淡。一根粗
硕的胡萝卜，像寥寥几笔水墨小品，
置于有着清晰年轮的白果木砧板
上，用菜刀轻轻切片，一片一片，铺
了满满一碟，水盈的橙黄显现出来；
青菜的叶片一瓣一瓣掰开，泡在清
水里洗，会看见叶片上分布着阳光、
岁月的奔跑筋络。遥想古人一箪食、
一瓢饮，讲究仪式感，程序、步骤、时
间、温度、火候，都有严格而慎重的
操作，绝不拔苗助长，也不投机取
巧。看似慢悠悠的节奏，在收获的那
一刻，才知道所有的付出和期待都
是值得的。

糯香甘醇，滋味悠长，这些都与
中年有关。中年的食物，接地气，润
肠胃，舒坦踏实，少浮气，去躁气，让
人心平气和。

再说煨芋，其中就有着中年人
一贯的笃定，耐得性子，守得寂寞，
慢慢地煨，火候一到，芋就熟了。“会
拣最幽处，煨芋听雪声”，年轻时在
漫天大雪中呼号奔走；至中年，喜寂
静，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拥炉煨芋，
一边闻着芋香，一边听雪落旷野，便
是中年的乐趣了。

中年与煨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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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到底能经历多少场风霜雨雪、多少
次花开花谢、多少回月圆月缺？恐怕没有谁会刻意
记载这些，因为同样的风霜雨雪里未必有同样的经
历，同样的花开花谢际未必有同样的心情，同样的
月圆月缺时未必有同样的故事。
时光流逝，无非是白天追赶黑夜，黑夜反过来再

追赶白天。在这白与黑、黑与白的交替中，无数的人、
无数的事被稀释、被支离，变得模糊，变得破碎，最终
剩下一片虚无。当然，也有无数的人、无数的事被沉
积、被封存，变得珍贵，变得清晰，最终成为永恒。

行将不惑之年，却时常感慨自己仍有太多困
惑。我想，真正不惑于人生、不惑于生活的时期，或
许是在一个人的童年。因为童年时你相信自己看到
的世界，也相信所有人描述给你的世界。

然而，我对自己的童年，却是近乎失忆的。
八岁那年的一个正午，我被学校突然倒下的单

杠砸中额头，当时头眼鼻口都在流血，在恍惚中听
到母亲“小儿嘞，你别怕”的呼喊后，我就昏过去了。
后来父亲骑着自行车、母亲怀抱着我赶去医院，我
的血染红了母亲的肩膀。她拎着我的一只鞋，坐在
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痛哭。

那哭声我似乎清楚地听到了，又似乎没有听
到。

后来我被诊断为脑震荡。经过两个多月的调
养，重新回归正常。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惊愕地发
现自己童年的记忆竟被震荡得所剩无几，仅存的碎
片再也拼凑不出完整的童年经历。唯独对一个秋夜
的旷野印象深刻，仿佛就在昨夜。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疑似疟疾的
病，一吃完饭就肚子疼，疼起来我就去找母亲，让她
给我揉肚子。母亲揉完就好多了，但下顿饭后还接
着疼。后来，母亲找中医给我开了几服药，在院子里
垒起砖台，放上药罐，慢慢熬制，苦苦的药味趁着夜
色，顺着轻烟，弥漫了整个小院。

我藏在屋里，透过窗缝看着母亲将汤药倒进一
个大碗，又从地上捏了一点土撒进去，就开始喊我
出去喝药。那时候我怕苦，捏着鼻子也能闻到那苦
味，说什么也不肯喝。母亲拉住我的胳膊，哄着我说
一仰脖子就能喝下。那时候哪能听得进去？我一边
捂着嘴巴，一边使劲挣脱，跑出院子，跑进胡同，跑
过屋后的池塘，跑入村北的树林，跑向秋夜的旷野，
身后泛起了一溜烟尘……我小时候是极怕黑的，那
一刻，一定是对那汤药的恐惧超过了对黑夜的恐
惧，超过了对树林里鸹鸟怪叫的恐惧，超过了对乡
野中座座坟茔的恐惧，才只顾着发疯似的跑啊跑。

但是，母亲一直在我身后发疯似的追啊追，还
一直大声喊着：“小儿嘞，小儿嘞！你别跑，你别
怕……”我像被老鹰追逐的小鸡一样，无法摆脱母
亲的视线，最终还是被她牢牢地抓住并摁在地上。

“我让你再跑！你再跑！”母亲生气地朝我屁股
上打了几巴掌。我的两条腿只顾在地上乱踢乱蹬，
身子像鱼一样在母亲怀里挣扎翻腾。

过了一会儿，二姐也赶来了，她手里竟然还端
着那半碗汤药，关切地对我说：“弟弟，你喝了吧，喝
了病就好了。”而我只顾号啕着：“我不喝！就不喝！
就不喝……”

忽然，母亲平静下来，对我说：“小儿嘞，你别
怕。你看看，天上的星星都跑进这碗里了，这是一碗
星星粥，星星要到你肚子里跟虫子打架，虫子不咬
你的肚子，你就不会肚子疼了。”

听到这些，我就不哭闹了，认真地盯着碗里看，
真的看到许多星星漂浮在碗里，一闪一闪的。“星星
粥”——— 当时的我，竟然对母亲的这番话深信不疑，
马上接过汤药碗，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全然感觉不
到什么苦味。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拉着
二姐的手。我们走在秋天的旷野，清晰地听见虫鸣，
听见鸟叫，听见风吹树叶，听见深巷的犬吠。此时，
满天的星光照在乡村坎坷的小路上，也照在一个少
年满是泪痕的脸颊上……

关于童年的记忆，这是我能拼凑出的最完整、
最清晰的一段经历。多年后，我清楚母亲所说的星
星粥不过是夜空中的星星投进碗里的倒影。但是，
母亲在那一刻确实是用一个善意的谎言安抚了小
小少年的冲动和倔强，消除了我的恐惧。星星粥，多
么美好的名字，这何尝不是母亲灵感的赐予，何尝
不是母亲内心的诗意！

当然，也是多年后我才领悟到，当时母亲在我
身后的一声声呼喊“小儿嘞，小儿嘞！你别跑，你别
怕”，何尝不是母亲一次又一次善意的提醒，何尝不
是母亲给了我黑夜里奔跑的勇气。

我是一个在秋夜的旷野里喝过星星粥的人，是
再也不会惧怕黑夜和任何苦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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