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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色里，大约朱比殷老，赤
比朱老，绛比它们都老。绛里必是
注入了年华与坚忍， 便红也红得
倔强了， 旌旗一样梗着脖子迎朔
风。

“绛，大赤也。”《说文》这样解
释“绛”。 我理解的“大赤”是比红
更红， 红得有些老辣了， 可经霜
气。

由“绛”不免想起杨绛先生。
105年前，北京城一个胡同里，同
盟会会员杨荫杭的第四个女儿出
生了，他给她取名季康。小季康爱
笑，家里人给她喂冰淇淋，她甜得
很开心，小嘴却冻成“绛”紫色。不
过她的名字倒源于“季康”被兄弟
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 压缩成
了“绛”，从此她便叫“杨绛，字季
康”。 这得算无意捡得的名字吧，
天意为之。

大概“绛”里果真注入了年华
与坚忍， 先生经了105年的人世
跌宕，迁徙、贫寒、战争、侵略、离
殇……一个多世纪的苦都让她尝
尽了， 她依旧淡淡的， 无阴无
晴。 你甚至会觉得她的平明贞
静里有些冷，就是这些岑静内
敛里， 有着不蔓不枝的优雅。
这是105年的光阴赋予先生的从
容，经了人世间的狂风暴雨，犹能
将阴晴隐于心，是“绛”的真正老
辣。

钱钟书先生称杨绛先生为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因为她一
直是站在他身后的那个女子，做
他的“灶下婢”、“女秘书”、“挡箭

牌”、“清障妇”。他拙手笨脚，不会
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他打翻
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她说：“不要紧，我会洗。 ”他把台
灯砸了、门轴弄坏了，她说：“不要
紧，我会修。”他颧骨上生了个疔，
她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 ”她
像圣母一样护着他，替他抄书稿，
替他挡人客， 为他做一切他不擅
长的事情。安顿的时候，他们便各
据一书桌，各自一杯茶一本书，各
自得了好字好句趣章节再来凑兴
把玩。 互不相扰，也是清好。

他们也曾效仿清照明诚的赌
书泼茶，不论谁输谁赢，每斗罢
一局，彼此相视，捧腹大笑。 钱
先生的 《槐聚诗存》 便写了 ：
“翻书赌茗相随老， 安稳坚牢
祝此身。 ”他们算是相随老了，
女儿钱媛去后，钱先生也在八
十多高龄时走了。他们终究失散
了。 他走前，对她说：“绛，好好里
（即‘好生过’）。 ”她便好生过着，
惟做着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
个人思念他们俩。

先生是有些倔强的， 浑然长
成了一棵树， 一个人也梗着脖子
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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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传说中有一种名唤“绛”的
树。 相传黄帝行宫开量门的南面
就有一棵巨大的绛树， 绛树自会
歌唱，且有旋律有和声，仿佛一人
分饰两角， 便常有仙人在树下坐
听。杨绛先生也有绛树神力吗？可
承担起“妻子、情人、朋友”三项角
色。

只绛树从仙家落入凡间后，

少了异兽的守护， 身世也变得跌
宕了，古诗词里成了歌女的指代。

“碧玉宫伎自翩妍，绛树新声最
可怜。 ” 这是南朝徐陵的《杂
曲》，如西施、韩娥、张璪、绿珠、陈
圆圆……红颜薄命最可怜。

仙家还有一株绛珠草， 亦是
可怜之物。 绛珠草长在西方灵河
岸边三生石畔， 神瑛侍者日以甘
露灌溉，绛珠草也修成个女儿身。
后来侍者下凡， 绛珠仙子道：“他
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水还他，但把
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给他。”这便
是林黛玉的前世。 绛珠草偿的是
绛色血泪，直将生命也偿尽了。据
说北方果真有绛珠草， 植株最是
娇柔， 往往于深秋最红艳时一经
寒霜生命便戛然而止。 这只能是
林黛玉，不会是杨绛。

绛色虽是老红， 总仍旧不失
炽艳，如“点绛唇”。大约因了这名
字里的美人之姿，“点绛唇” 词作
多纤弱，别有一股香风细细，李易
安便是一例。连老苏也会“烛影摇
风，一枕伤春绪”，你几曾见他这
般伤春伤别？京剧唱腔里的“点绛
唇”倒别有气势，用于元帅升帐、
豪客排山种种，称“点将”，终究将

“点绛唇”的孱弱扔远了。
山西运城有绛县， 县邑之人

便称“绛人”，想必有晋人的倔强
坚韧。

“绛”必然是有些倔强的，如
老了的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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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丙申年四月十九， 公历5月
25日，杨绛先生去了。她寻着她的
归途了，他们仨终于团聚了。

草莲

105岁的杨绛“回家”了，“我
们仨”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网上， 是铺天盖地的纪念文
字， 与忠实老师走时一样。 此
时， 诉诸文字， 文字是一种抵
达， 抵达心灵和远方； 唯有文字
是不老的， 心香一缕的文字清香
淡远， 恬淡静好。

有人说她是最才的女， 最贤
的妻， 说她们的爱情是最美的爱
情。

但我觉得， 这一切都不重要
了。 重要的是“我们三人又相聚
了。 不用说话， 都觉得心上舒
坦”。

她走了， 却留下让我们一生
享用不尽的珍贵的东西： 和顺，
清香， 淡好。

深夜， 我再一次读到她写给
他们仨也写给这个世界的文字：
“我们这个家， 很朴素； 我们三
个人， 很单纯。 我们与事无求，
与人无争， 只求相聚在一起， 相
守在一起， 各自做力所能及的
事。 碰到困难， 我们一同承担，
困难就不复困难； 我们相伴相
助， 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 都
能变得甜润。 我们稍有一点快
乐， 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这是多么的淡定从容， 安静
通达。 虽平淡， 却是真言， 更是
至理。

透过夜幕的黑， 这时， 我仿
佛看到我的奶奶和远去的乡村。

那时的乡村给人的感觉是和
顺的， 和和睦睦， 和和气气， 相
互帮衬， 不分彼此， 家家的门是
敞开的， 每个人的心门都是不上

锁的。 奶奶也总是那般安详和
顺， 记忆中总有和煦的阳光洒遍
了奶奶的全身， 其实我长大后却
知道了奶奶的人生其实历经了几
多风雪雨霜的。

奶奶满头银发， 慈眉善目，
终年坐在一张平安椅上， 背靠我
家的老屋， 面前是一塘清荷。 静
静的夏日， 满塘生命的绿荷令人
浮想联翩， 阵阵的清香钻得我们
鼻孔痒痒的。 看一个个露珠在荷
叶上晃荡， 倏忽， 叮咚几声， 和
我们几个光屁股的小孩一下一
个， 一下一个， 跃入水中， 身边
有一群鱼儿在游荡， 只留下一茎
茎高高出水的荷叶如伞如盖……

在一个天高云淡的初秋下
午， 奶奶走了， 走时， 她是那般
安详宁静， 如熟睡一样， 无一丝
痛楚。 奶奶一生豁达乐观， 心态
安然， 生时安生， 死时安死。

多年以后， 我再回故乡， 乡
村变得陌生， 那一口幽静的荷塘
早已干涸， 奶奶留给我们的那一
份淡好也远去如梦了。

此时， 我是那么刻骨地感觉
到了自己的迷茫和空空荡荡。 多
年的追求， 我终于知道自己生命
中最需要的是什么了。

坐在人生的边上， 杨绛先生
百岁答问。 她说，“感觉每一天都
是新的， 每天看叶子的变化， 听
鸟的啼鸣， 都不一样， new� ex-
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 叶叶
不同。 花开花落， 草木枯荣， 日
日不同。” 她说， “我得洗净这
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她说，
“细想至此， 我心静如水， 我该
平和地迎接每一天， 过好每一

天。”
年龄越大， 经历的越多， 这

种感觉尤为强烈。 正如奶奶所
说， 吃过苦， 方知甜； 只有真正
喝过中药的人， 才能感觉到中药
的芬芳。

我见过一位86岁的老作家，
他在酒桌上动情地回忆着他的初
恋和生命中的女人。 在每一个沾
满露珠的清晨， 他总是颤巍巍地
走在楼下的花圃里， 嗅一朵花，
喊一个女人的名字……当着那么
多人的面， 老作家禁不住抽噎起
来。 顿时， 一片安静， 一片肃
然。

很长时间， 我的眼前总是浮
现这个场景。 我也有过生命中最
重要的女人， 如莲如风， 相伴相
扶。 有了她， 就有了我们每天的
人生签名： 感恩生活， 记住美
好； 清风早晨， 仍旧存在。 想到
此， 我或许能懂： 花儿的清香和
生命中的美好， 在我们每个人的
心底似陈年老酒那般淳厚， 令我
们心旌摇曳， 泪光点点。

最初的美好， 最纯真的情
感， 最本质的东西， 最深刻的道
理， 当我们淡然面对时， 总是植
根于我们内心深处， 静水流深，
生生不息。

走在人生边上， 面对逆境与
低谷时， 我常常想起杨绛先生的
一句话：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
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所以， 当
我们处于炎热的心境时， 最需要
的是安静淡定。 心静似水， 才会
淡好； 心境如莲， 方能清香。

是的， 当喧嚣已过， 当繁华
落幕， 人世天地间唯有和顺自
然， 淡好最美， 清香久远。

吕纯

小孩子的肚子是永远填不饱的，何况我们家并不是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的家庭。 所以，对吕庄日常生活中的
吃，仍有不少至今记忆深刻。

吕庄人的主食是高粱面。 这种面在北方最便宜。 高
粱面粗难以成形，所以食用时一定要掺榆皮面。 将榆树
皮最外边的一层去掉， 里边的一层剥下来晒干细磨，即
成榆皮面，榆皮面甜丝丝的，而且能起到黏和的作用。家
里条件好一点的有玉米面吃，更经饱一些。 春天青黄不
接的时候， 乡亲们往往会往面里加野菜之类的食物，比
较常见的是榆树叶子和榆钱。

北方的穷人一年到头吃不上炒菜，只有每餐饼子就
着咸菜吃。 有余钱时买上一二两小磨麻油装瓶子里，为
了节省，食用的方式十分特别。先找来一枚铜钱，在铜钱
中间插上一根竹棍，再将它们放进瓶子里，取出来后，铜
钱上带上几滴油，这几滴油便是一顿咸菜所需。 可别小
看这几小滴油的妙处，对当时的吕庄人来说可算是人间
美味。

我六岁那年，村里闹过一次蝗灾。每到黄昏时，蝗虫
漫天飞舞，遮天蔽日，像一片乌云，呼啦啦飞到田地里，
一个晚上就能吃光农作物的叶子。 乡亲们只能眼巴巴
地看着着急。 等到早上起了露水，蝗虫翅膀被打湿飞不
动时，大家一人拿个袋子去田野里抓。 顺着农作物的秆
子向上，一抓就是一大把，抓满一袋，便在田边挖个坑埋
掉，指望以人工的办法挽回一点收成。 回去的时候往往
还会带上一大袋，将铁锅烧热，蝗虫倒到里头，盖上盖
子，听到锅里头噼里啪啦地响，不一会，蝗虫的翅膀就烧
没了，肉也熟了，把头扯掉，可以当肉吃，口感还不错，我
们免不了大快朵颐，于是大人们眼中的灾难，在我们孩
子眼里意外地成了节日。

想是因为与父亲聚少离多的缘故，母亲只生育过三
个孩子。 老大是男孩，比我大四岁或五岁；我七岁的时
候，母亲又生了小妹，可小妹不满一岁就夭折了。我清楚
地记得小妹夭亡是在1936年， 只因那是一个太过不祥
的年份，小妹夭亡后不久，在北京当学徒的哥哥也因病
死了，母亲抵受不住接踵而至的丧子之痛，身体垮掉，竟
也跟着去了。她的病状很怪，身体逐渐地发红，那红蔓延
到胸口时，整个人就不行了，躺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母亲
去世当天，亲戚们过来看望她，年少的我却还一个人待
在院子里懵懂地玩耍。 直到奶奶说母亲不行了，我才跟
着进了房子，看着一群人围着母亲，想办法救治，可她已
经喘不上来气，眼睛也睁不开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人们都极悲伤，没空搭理我，我便又一个人走到院子
里。 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

那一年真是不祥，我家走了三个亲人，大伯和三叔
家也未能幸免，大伯家走了二嫂子和侄儿，三叔家肚里
怀着孩子的三婶也死了。

生老病死本是寻常事，但一年间突然面对如此多的
亲人亡故，毕竟罕有。 丧礼用的麻衣租了还，还了租，八
岁的我一遍又一遍地穿麻衣，到后来都变得机械和麻木
了，麻衣租回来，我一眼就找到了自己曾多次穿过的那
件，主动穿上去土地庙报到。

母亲去世的时候，按照当地的习俗，要在堂屋里停灵
几天，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守灵，亲友来祭奠时，我要抽咽
哭泣表示自己的哀伤，但我连象征性的干嚎都不会，我既
不悲伤也不害怕，就只静静地跪在母亲遗体旁边。到了出
殡时，按照习俗要摔瓦，老怪大爹拉着我走到大门口，反
复交代，拿着瓦片一定要用力朝门口的大石头上摔，以求
吉利。 当时我身后跟着一群人，我一只手又打着幡，感觉
十分紧张，结果瓦片没扔到石头上，也没碎，而是滚开了，
老怪大爹见状，一个箭步上前，赶紧捡起来摔碎了。

痛苦和悲伤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从我的血液里沁
出来，有时甚至汹涌而至。一天晚上，我突然在睡梦中哭
喊妈妈，我喊得那么急切大声，甚至吵醒了隔好几间房
的大伯娘，大伯娘大声斥责我：“你喊什么！ 你妈妈耧树
叶去了！ ”

母亲在世时，每当半夜三更刮风，都会起来去耧风
吹落的树叶，用于烧水做饭。吕家庄地处平原，柴火十分
珍贵。 记得有一天夜里刮大风，吹得树叶子沙沙地往下
落，母亲听见声音，半夜就爬了起来，将我留在家里，独
自一人摸黑去捡树叶作柴火。

在众多的孙辈当中，奶奶最疼爱我，特别是母亲去
世后，父亲又长年在外，家中只剩下我们两人，祖孙俩相
依为命。那时她已经80多岁了，身体不好，一到冬天就犯
哮喘病，我小小年纪便成了当家的，担起了简单的家务
活。 我只会做最简单的食物，每顿都是将小米和绿豆混
在一起放到锅里蒸熟，就着奶奶做好的腌萝卜丝吃。 还
经常要去地里捡庄稼秆子、铲地下长的枯草、耧树叶当
柴火烧。

与同龄的孩子相比， 我是太早和太多经历了生离
死别， 没有享受到多少家庭的温暖。 然而， 即使这种
有缺憾的生活也并没有维持太久， 我的少年时代更是
经历着另外的不幸， 因为日本人来了。

苦乐童年 老了的“绛”

清
香
淡
好

罗鹿鸣

龙舟竞渡

划桨如翼
用什么拯救您的灵魂
光有呐喊还不够
锣鼓的喉咙
有血喷出

船的利刃
划开每一条江河
三闾大夫啊， 您的忠魂
安息在哪一条江河之中

明天， 这个世界会偃旗息鼓
不会有一条船， 为一个人
停下脚步

彼岸啊， 彼岸
天空正挥雨如汗

吃粽子

菰芦叶， 摘下， 清水泡过
鬃毛刷子， 刷过

糯米， 出缸， 用磨碾过
清冽的井水， 浸过

缚我束我以五色之丝吧
蒸我煮我以祭奠之仪吧

投之于水， 鱼儿欢呼雀跃
波涛， 长出白花一朵一朵

香喷喷的文化
还我以饕餮之名吧

蝉为童年而歌，透明的壳
至今挂在树上，入药，明目

———伍冰

这时光消失之前，我的头上戴着花朵
我的眼眸里，飞翔着一只五彩鸟

———王长敏

春天的翅膀，被雨水打湿
直至冬天，我还在捡拾绿色

———李夕玲

发令枪被清脆的啼哭悄然扣响
人字跑道弯弯长长，做一段快活的热身

———鲁丹

总觉得长高
就能跳到彩虹的另一头

———赵铭钰

那些年，青蛙坐在
绿色的稻田，教我们打鼓

———刘从富

手指吮瘦了时光
一缕炊烟 跃然纸上

———刘元明

曾经许下的梦，在瓜棚子上
当我远离故乡的时候，便落了下来

———醉者

门前那条山路，你牵着我的手
我牵着童年，醒了

———潘备战

梦里的故事还在悠悠的诉说
那些蛙声和蝉鸣，仿佛就在昨天

———蒋金龙

端午，五月五
（组诗选二）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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