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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早枯了，它还绿着
■孙道荣

朋友嫌我办公室太单调，送来一
束花、2枝百合、9朵康乃馨，还有一枝
陪衬的绿植。百合都是6头的，几朵
已经盛开，另外的含苞待放，朋友说，
这样可以多养几日。

我笑笑。我不养花，也不知道怎
么养。

朋友也笑笑，百合和康乃馨都不
难养，每天换个水就成。

从同事那儿借来个空花瓶，插
上。邋遢如我的办公室，骤然有了一
股香气，以及一点温馨的氛围。

虽然小心伺候，几日之后，盛开
的几朵百合，还是一朵接一朵枯萎
了。而那些花苞，可能自知时日不
多，争相开放。可惜大多开到一半，
就无力地垂下了花瓣。9 朵康乃馨，
也齐刷刷耷拉下脑袋，像极了我们挨
领导训话时的样子。

不到一个星期，花都枯了，萎了，
呈出败象。

是告别的时候了。从花瓶里移

除它们时，惊讶地发现，那枝绿植，还
是郁郁葱葱的，遂将它挑出来，放回
花瓶。

偌大的花瓶，只剩下那枝绿植，
情形就像深夜的办公室，空荡荡的角
落里，总是亮着的那盏孤灯，以及被
它拉得很长很长的某个人的身影。

我说过，我不会养花，照顾不好
它们。对这枝绿植，我更是无心侍
候，常常个把星期，我都忘记给它换
一次水。

但它绿油油的，鲜活的样子，我
忘了照顾它，它也一点都不感到委
屈。

给它换水的时候，看见它的底
部，竟然生出了密密匝匝的根须。它
本来是没有根的，我清楚地记得，它
刚来时的样子，是被拦腰剪断的。而
现在，它在一盆水里，完成了自我疗
伤，从原本属于身体的中间部位，硬
生生长出了根须。它就像一个截肢
的人，从自己的腰间长出了腿，而且，

不是一条，也不是两条，而是无数条。
它就这样在水里扎了根，站稳了

脚步。
我上网查了一下，它叫富贵竹。

名字真俗。它也不是竹。不过，它的
样子，倒有几分竹的仪态，优雅，从
容；不着急，也不慌忙；不计较，也不
矫情。

我打算用文字向它致敬的今天，
它在我的办公室案头，差不多已经生
活了小半年。它没有离开过那个花
瓶半步，就像我和我的很多同事，自
从进了这幢办公楼，就没有打算离开
过一样。我偶尔想起来给它换次水
之外，它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照顾，
甚至连养花人常用的营养液，我也从
未想过给它弄半滴。

它却活得很滋润，无欲，不争，郁
郁葱葱，无心无肺。

当然，它一辈子也不会开花，不
会结果。它就是一株草嘛。它出现
在鲜花店，都是作为鲜花的陪衬的。

但我从它的翠绿里，没有看出不满和
怨恨，如果谁在我的花瓶里插上另一
朵鲜花，它也不会嫉妒。它甘做绿
叶，它就是绿叶。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同
行发的一张照片，是他伏案编稿时的
工作照。他已经在那家报纸的副刊
工作了快30年，至今还是一位普通的
编辑。

忽然想到，他就是那家报社的富
贵竹。

每家报社，似乎都有一两位这样
的老副刊，老编辑，默默无闻，但郁郁
葱葱。每个单位也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都绿了这么多年，你没有看
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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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揽胜 ■陈于晓

探访重兴寺

“情人”当然不是指小三，而是男人
的特殊爱好：车子、手机、烟、麻将……
因为在这些地方投入了太多的关注、精
力乃至金钱，从而招致妻子不满的男人
或许也不在少数。身为男人，我也无法
免俗，这个特殊的春假里，因为我的“情
人”——音响，与妻子从争执升级为冷
战，最后还要面对父母、儿子的问责，不
得不低头向妻子认错，可谓代价惨重。

对于音响的迷恋得从小学时代说
起，那时候家里突然出现了一只收音
机，只要装上电池，打开开关，就能听到
里面传出的声音，有时候是新闻，有时
候是故事，更多时候是动听的音乐。可
惜这只收音机掌控在父母手中，我只能
在他们下班后打开收音机时，一边迷恋
地听着收音机里的声音，一边目不转睛
地盯着收音机，一边思索着为什么收音
机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这个问
题连父母也无法解答。于是，我寻找一
切机会破译声音的神秘来源。有一次，
父母亲没有收好收音机，我大喜若狂，
果断拿起螺丝刀，把收音机大卸八块，

结果，非但没有搞清楚心中的疑惑，反
而因为不懂电路提前结束了收音机的寿
命。尽管父母并未责打我，但此事让我
耿耿于怀，挣钱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家里
添置了一台价格不菲的飞利浦录音机。

走上工作岗位时，我拥有了第一台
配备了音响的电脑。尽管是二手货，但
也足够令当时的我欣喜若狂。回到寝
室第一件事必是打开电脑，沉浸在音乐
的殿堂放飞心灵。有一次去同事家做
客，发现同事的老公居然与我有着同样
的“情人”，整整一个大房间，堆放着音
响、DVD影碟机、电脑、巨大屏幕……
那一刻，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
得眼花缭乱，心潮澎湃。这位同道中人
最喜欢从旧货市场淘来各种淘汰的机
器，配置各种零件，自己重新装配一台
功能俱全的机器。他很恋旧，用久的也
舍不得淘汰，于是都堆在一间房间里。
可惜他的妻子无法理解，当着我们的面
就毫不留情地数落老公不务正业、烧钱
败家。这一番遭遇让我心生警觉，知道

“情人”只可私下宠爱，绝不宜在妻子面

前暴露分毫。
婚后，我一直恪行此规，用尽各种

方法让自己既能享受“情人”带来的愉
悦，又不会引发家庭战争。妻子怀孕
时，我打着“胎教”的旗号买来了心仪已
久的一组音响和MP3，两者联结后，每
天晚上我和妻子都能享受到“大自然”
纯音乐的浸染。儿子问世后，我以儿子
的名义购买了更昂贵，音质更纯净的音
响，让他从小就接受世界名曲的熏陶。
儿子爱上动画片，我意识到机会降临，
花了两万多元拍下了垂涎已久的一套
落地音响设备。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
奢豪地挥霍了一把，此举终于引发了妻
子的怀疑与联想，一时怒不可遏，是夜，
风声雨声痛骂声，声声入耳。那是我们
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家庭战争，妻子
三天都没有理睬我，最终是儿子发挥了
作用，让我们一笑泯恩怨。但这次战争
之猛烈，后果之严重足以让我心有余
悸，我接受城下之盟，包揽了一年家务，
同时再三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购买音响。

我小心翼翼地恪守着这一诺言，心

痒难耐的时候就点开手机，浏览网上的
各种音响设备，过一过眼瘾。2020年，
史上最安静的春节问世，宅在老家的我
内心又蠢蠢欲动，特别是当我在“闲鱼”
上看到一组九成新、价格又非常低廉的
音响时，强大的诱惑力让我瞬间和这位
素未谋面的朋友达成了交易。第二天，
妻子无意中谈起要去杭州看望一位朋
友，我立刻自告奋勇担当司机，趁妻子与
友人会晤，我取来了音响。回家路上，见
妻子心情颇佳，我“顺口”提到自己在“闲
鱼”捡漏，聪明的妻子立刻意会，沉下脸
说道：“你老毛病又犯了！”我拉不下脸，
反驳道：“干吗？我就知道你又是这个态
度？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爱好了？”一番
唇枪舌剑，两人不欢而散。

本以为我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妻子
应该会见好就收。哪里知道，这些年
来，妻子早就和我父母建立起钢铁般坚
固的家人情谊，她回家把这事一说，我
顿时成了家庭的公敌，人人恨不得诛之
而后快的蛀虫。此情此景，由不得我不
摧眉折腰，“独怆然而涕下”。

温馨一刻 ■孙达

男人的“情人”

重兴寺位于楼塔镇百药山山脚，从
岩山村岩下自然村沿一条山道而上，走
不多久便到了。之所以叫“探访”，那是
因为，我们所见的只是重兴寺遗址了，这
个遗址，也几乎被草木覆盖了。想着，会
不会有一些石碑，埋在草木或者泥土之
下呢？或许仔细翻找，还能得到一些“物
证”，但无论如何，当年鼎盛时的重兴寺
是什么样的，已经很难“还原”了。

据记载，重兴寺已有1650年左右
的历史，说到楼塔的历史，许询总会在
字里行间走动着。许询，字玄度，东晋
文学家，有才藻，善属文，是当时清谈家
的领袖之一，常隐居深山。传说重兴寺
的所在，最初就是许询隐居在百药山的
故宅，他在某一年离开时，便舍宅为
寺。在楼塔坊间的传说和一些文字的

记载中，许询大抵就是在百药山修成仙
的。修成仙的“事迹”，当然是不可考
的，却为百药山增添了灵气。

不过，在远一些的岁月里，重兴寺
的情况似乎已被遗忘，据说到了唐朝中
期，重兴寺经战乱和天灾日趋破败。在
公元873年，寺院得以重建，当时由灵
悟禅师重新开山，并取寺名为“重兴
寺”，也就是说“重兴寺”这一名称，是这
个时候才开始叫的。进入宋元时期，重
兴寺的香火，又日益鼎盛起来，最多时
僧人有将近百人。值得一提的是，楼塔
人引以为傲的一代名医楼英，相传那些
年，就是一边在百药山采药，一边在重
兴寺著述的，写成的书叫《医药纲目》。

这么着，百药山上，几朵白云便开
始在我眼前飘荡起来，云深处的采药

人，一会儿是许询，一会儿是楼英。许
询是仙人，仙人是驾着云朵出没的。我
猜测，那一年，许询也许就是有幸采到
了百药山上的某一种仙药，服后升仙
了。这种仙药或许还有着，只是我们都
不知道它是在哪里栖身的。楼英，虽是
一代名医，在百药山间，也不过是一名
普通的采药人，他只是偶尔去一下云深
处，因为总有一些草药是生长在云深处
的，更多的时候，楼英走动在人家烟火
里。或者，楼英就栖居在重兴寺，在袅
袅香火中，把对草药的领悟和行医所得
的点滴感受，写入他的“药书”中。

如今，这一些“记忆”，连同重兴寺都
已经走远了。我们在重兴寺遗址上，走
一会儿，站一会儿，草木茂盛，翠竹摇曳，
自然翠竹也是草木的一种。看不见的负

氧离子萦绕着身与心，深呼吸，鲜甜的空
气中，还是可以闻到草药香的。村民说
坐落在此，旧年的重兴寺是很清幽的，如
今这清幽中只剩着一口老井了。井水保
持着清澈，但早就没人取用了。这口井
应该不会太深，但站在井边，我总是胡思
乱想。比如，我会觉得等水退下去，钻入
这口井，一直往深处走，“豁然开朗”的那
一处，或许就是岩山村的人家了。

此刻，我就望着山下的岩山村，那
错落有致的村居中，三三两两的村民，
在往来走动着。而重兴寺遗址上的“风
景”，我只听了。比如，清泉的汩汩，化
作了溪流的潺潺，往低处流淌；比如，啁
啾的鸟鸣，把一声空灵丢在我的身边，
把另一声空灵丢到了远处。而白云无
声，不一会儿，从山中飘到了山外。

往事悠悠 ■王杏芳

魂香
“大姑娘，买把香菜回去，自家地里种的。”

一位大爷模样的人向我吆喝，一下收回了我的
纠结。趁着周末，我来菜市场转转，顺几个小
菜，缓解一下带高三毕业班的压力，回归一日锅
瓢碗盏的烟火。豌豆尖、冬瓜、葫芦、青菜……
菜摊上，青翠欲滴的新鲜蔬菜，一窝蜂地吸引了
我，我竟然无从下手了。“不打农药，吃得安全。”
老大爷补了一句。我不假思索地买了一大把，
谁让我对香菜情有独钟呢。

我与敬哥的故事，就是从香菜开始的。那
时，他在杭州某部队服役，我远在萧山一僻壤中
学教书。第一次约会在杭城，为了给他省钱，我
特意找了个小饭店吃饭。他让我点菜，我就专
挑实惠又便宜的，“香菜豆腐干”最便宜，自然也
点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菜，端上来一
看，翠绿翠绿的肌肤，齿轮状柔嫩的叶子，还散
发着一股独特的怪怪的“体香”，“这不是芹菜
吗？”我忍不住嚷了一句，疑惑地问店小二，“芹
菜怎么可以吃叶子？”小二笑呵呵地回道：“这是
香菜，跟芹菜有点像。”看着我还迷惑不解的样
子，小二又补充道：“香菜叶片较小而且圆，根细
小，香味也比芹菜浓，香菜梗和叶全部可以吃。
芹菜个头大，只吃梗，不吃叶的。”专业水准的讲
解，我豁然开朗。我静静地观赏被切成一段一
段的香菜：细细的根茎，蝴蝶翅膀样的叶片和凹
凸不整如锯齿样的边缘。带着好奇的心情夹了
一筷，一入口就觉得味道如樟脑丸味，很想吐出
来不吃了；然而，冥冥之中这种怪味在诱惑我，
又勇敢地夹了一筷，这次感觉味道好了点；再来
一口轻轻地咀嚼，感觉不是怪味了，而是阵阵清
香，香满唇边，令人回味。这香味让我想到了清
新芬芳的可爱精灵薄荷草，盈盈的湖绿、幽幽的
清凉，微微的辛辣，恰是泼辣又不失高贵的刚烈
女子，恰如其分地与人保持着最适当的距离
——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这样的女子，但喜与
厌，往往泾渭分明，这香菜也是这样的。而味蕾
也在反馈给大脑说我特别喜欢这种特殊的味
道，敬哥是笑着看我风卷残云般地收拾光了这
盘菜。从这以后，我就爱上了它，每次在外吃饭
必点。之后，他跟朋友说，从第一次跟我吃饭就
看出我会过日子，不做作，很真实，就娶定我
了。真是一吃就钟情，一吃定终身。香菜的香，
勾住了我俩的魂。

香菜，也叫芫荽，原产地在地中海岸，西汉
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芫荽，因此也叫胡荽。
有当代诗人写“江山秀气传朝野，丝路近开更远
方”，说的就是它的来历，还道出了它作为菜蔬
很受大众喜爱的事实。香菜香味独特，味道鲜
美，还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香菜的吃法很多，
以凉拌豆腐干，或是牛肉为多；还有就是作火锅
的佐料。这次我做的这道菜是羊肉汤里放上香
菜，烧制过程中满屋子弥漫着肉香、香菜香，觉
得就是一种人间美味。我喜欢那个独特的香
味，兰州拉面里放一撮，炒螺蛳里放几许，炖鱼、
煲汤、馄饨出锅前都要撒点香菜提味，就连饺子
都喜欢香菜馅的小馄饨……

后来，我特意去查了资料，发现它远比味更
吸引我。相传，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有户人家
的孩子半夜发烧生病了，她母亲用香油和香菜
混在一起揉搓，满屋子散发着香油和香菜的香
气，第二天孩子的烧就退了。我不知道这个传
说是否真实，我自己有次上火咳嗽，晚上吃了碗
凉拌香菜，第二天早起感觉喉咙就舒服很多。

香菜跟榴梿和臭豆腐一样总给人两个极端
的表现，有人爱，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它不会因
为别人对它的喜好而改变初衷，忘记自我，而是
保持本色，特立独行、高傲不羁。人也应该学习
香菜的这种个性，“我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我的人”，那么，就做好自
认为最好的独特的自己。

我爱香菜，是因为它独特的香，与它结缘的
特有经历，还有它风景这边独好的价值。

闲坐烹茗

党山雅事

■黄建明

江南古镇多临水，党山也不例外。
河叫街河，因背靠老街，所以在党山此
河俗称“街河”。与一般的江南古镇不
同的是，党山背靠老街，并不是在河的
两岸建设的商业市镇。与街河呈“丁”
字形中一竖的是里湖泊，虽说叫湖，实
际并不是湖，而是一条河，直通绍兴，在
萧山境内长约1300米，宽约13米，深
约1.4米。萧山东片的河，名称比较奇
怪，笔直、有力，与众不同，一般叫某某
横河、某某直河或某某湾，直来直去，以
人工挖掘为主。但把河称“湖”的仅此
一条。原因是旧时当地人称萧绍海塘
南为里湖，北为外湖，该河为沿萧绍海
塘南边，所以“里湖”一说流传至今。而
外湖早已填平，故此名没有流传。里湖
是绍兴西小江支流，20世纪七十年代
以前，有轮船西通萧山，南通安昌下方
桥、绍兴，东达斗门镇。作为联系绍兴
和萧山的河流，承担起货运客运重任，
热闹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前几年，在

街河、里湖，还能看到敲锣打鼓的娶亲
船，从绍兴方向驶来，经过繁华的里湖、
街河，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萧山由于经济繁荣，拆旧建新的速
度非常快，因此，在萧山，真正意义上的
古镇已经消失殆尽。现存的古镇，经过
时间的消磨，衰落也在意料之中。欢潭
的灯火辉煌、楼塔的民国风、河上的现
代喜感、失去肌理质感的衙前，都已经
失去了江南水乡原有的细节。这些越
来越现代的古镇，无不象征着古越文化
的落寞和现代审美的缺失。而这些东
西看起来无关痛痒，恰恰是高速发展的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当下社会最稀缺的
元素。而这种元素一旦遭到破坏，则无
法逆转和复制。

我眼前的党山老街，虽破败但无不
堪，日渐衰落但无不伦不类，空气里飘
荡着几百年前的繁华。虽说在经济发
达的萧山，老街从繁华逐渐走向衰落很
正常，但党山老街这种商业的蜕变，并

没有消融老街的风貌，反而在独立的空
间结构与鳞次栉比的店铺相互交错中，
呈现出一种孤本的精彩。

是的，党山老街，是萧山古镇的孤本。
老街原本长千米，主街是党山路的

一段，残存长约百余米。辅街与主街呈
“丫”字形，名盐仓路，约30米长，已无店
铺。石板纵横交错、高低不平、纹理清
晰，有家的味道，充满着世俗，这就是党
山老街给外乡人的第一印象。两边店铺
依旧，产品种类丰富，卖的是老百姓生活
中常见的物品，有面盆、拖把、水桶、剪
刀，有枕套、床单、窗帘，有洗漱用品、碗
筷、油烛、油盐酱醋茶，还有卖煤饼、配钥
匙的小铺子，都是百姓必备之物。甚至
我还发现了一个钉秤花的手艺铺，旧时
的秤是杆秤，需要给秤杆钉秤花，这手艺
在萧山已基本绝迹，没想到还能在这里
看到，真是难得。我想，老街也许永不会
消亡，因为百姓需要它。

老街的排水也很有特色。漫步党山

老街，你会发现整条古街没有一条排水
渠，而是依照地形地貌，发明了“明沟排水
法”,水顺着石板自然流走。老街建在萧
绍海塘上，宽五六米，地势明显高于周边，
有10条小弄，街弄相通，连接着街与街河，
雨水就从这些不起眼的小弄流到街河
里。即使雨再大，石板街也留不住水。这
种自然排水法，反映了古人的智慧。

结合两边还在经营的店铺，以及分
析老街的排水，街河和里湖在历史上的
航运价值和对商业的贡献，我们不难发
现，在现代经济的浸渗中，这个看似会被
现代人诟病的老街，突然变得理想和体
面了。党山老街，以及老街雅事，为我们
带来了珍贵，还有更多的风景和前程。

当然，对于萧山来讲，这也是一个
文化符号，我希望用一种外乡人视角的
叙述来唤起历史上萧山文化特别是老
街文化的一种追忆或者一种致敬。

这是我对贵气逼人的萧山古镇孤
本的致敬！

湘湖诗会 ■潘开宇

雁字回时

我在兰舟上遥望西楼
划一柄桂桨
让月亮的清辉
洒满大宋的每一方山水
隔着微风的浮云
有锦书
从千里之外而来

很长的时光过去了
那抹淡淡的阴影
只留下
无处停息的离愁
和江湖老去的容颜
只留下
关于落花飘零
和江水独自东流的故事

从此失落在文字里
一剪梅 渔家傲
还有诉衷情
当远方的天际邂逅宋词的婉约
便落下
眉间心上的相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