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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红

忽而对一棵树生出敬意，对万物并育的大自然生出
敬意，只缘于这本朴素而优美的《香樟年记》。

在长沙这座南方城市，无论推开哪一扇窗，都可能
与一株香樟遇见。 然而，我不知道，那些青翠的枝叶间到
底停留过多少寂然疑虑？ 有多少人会从那里去谛听天空
与大地的遥远呼应？ 对于一棵树，人们是否对它有过懂
得，有过问候，有过思念，有过深深的叩问？

很多时候，傲慢的现代人从树下匆匆走过，香樟不
过是那司空见惯的一树风景。 我们劳力劳心，在功利的
追逐中患得患失，却又不无忧虑地关心着粮食、蔬菜与
命运。

我们活在人类的时间里，却对一棵树、一朵花、一只
鸟、一片云失去了最基本的同情。 我们将全部心思倾注
于知识与人事，却对植物、动物乃至一切有情的生命世
界紧锁着大门，对朝霞与皓月的天地大美亦无动于衷。

在城居的忙碌中，时间不再是花谢花飞，不再是不
同季候下草木的色彩、气息与声音，而是一条一条的日
程，一格一格的雷同。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等二十四个节气， 只是蜷缩在我们的手机与日历里，成
为一行细小而卑微的提醒。 有多少人会在仰观俯察中领
受大自然生命的律动？

《香樟年记》的作者，坐拥一方农历的天空，他独立
面对窗前院落里的一棵无名香樟，静观默察，悠然心会，
以文字“记年”的方式留下了一棵香樟的春华秋实与前
世今生。

在我看来，这无异于为一棵香樟立传。 立传，或许并
不仅仅在于香樟作为长沙市市树的文化象征，而在表达
一种生命态度，一种自然情怀，一种哲学思考。 书中的一
段话，或许道出了他为树立传的动因。

“即便在春天，许多人仍然是麻木的。 他们过于自恋
与自信。 误以为人类的法则是最高的法则。 他们陶醉于
对自然的征服，对自然的索取，对自然的欣赏多是隔窗
望梅的远远一瞥。 更多的人，因为被水泥森林的隔阻，被
追逐名利的漩流裹挟，很久很久已遗忘了原野，遗忘了
季节———除了因气温冷热而增减衣物。 ”

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樟年记》是一个人与一棵树的
关系，何尝又不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 这是对诗
意空间与审美世界的重新发现与构建，何尝又不是对功
利世界的自我内省与现代反思？

《香樟年记》所表达的生命关怀，在于彰显世界正在由
“独白”走向“对话”。 这样的深刻对话，并不自作者开始。

从文学史看，生态自然文学向来是一脉清流。 梭罗
的《瓦尔登湖》、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约翰·缪尔
的《夏日走过山间》、惠特曼的《草叶集》，乃至中国程虹

的《寻归荒野》等都是此中的经典。 至于为香樟这样的寻
常物事“立传”，也有可法的前贤。 想当年，生于湖南乡间
的齐白石先生就曾以“极广大”而“尽精微”的精工画笔，
去为乡间草虫“立传”。 他以一只蜻蜓、一只蚂蚱、一只蝴
蝶乃至一群清溪的墨虾呈现了生命世界的博大、自由与
丰富。

然而， 对于孕育和承载着天人合一哲学的东方大
地，这种对于自然文学与艺术的大肯定、大关怀和大敬
重并不多见。 更多的人还是习惯于站在人类中心的立场
去让文学承载起历史的兴衰际遇、人间的缤纷万象以及
道统的源远流长。

旷野上，楼宇间，香樟从来都是忍冬的一树绿色。 所
谓“为香樟立传”，显然不可能是模板式的百度词条，亦
不可是说明性的植物科普。《香樟年记》的价值关乎它的
文字。 那里自有一种葳蕤飘逸的诗意美学和宁静致远的
生命哲理。 这样的文字与香樟的形象与气质便融为了一
个整体。 读着读着，你甚至分不清到底是香樟的气质化
为了这文字的清新，还是这文字的芳芳吐纳里有着香樟
的花与叶？

《香樟年记》的文字亦与香樟本身一样染着纯粹的
绿意。一棵香樟的根、茎、叶、花、果，以令人惊讶的细致与
深情呈现在安静的目光、思想与文字里。

这里有生命的细微与生动，更有对于“年”的重新定
义。

这里的“年”，不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其于个体生
命同情与理解的欢娱、隐忍和期许。 这是一棵树的时间，
是风霜雨雪的时间，是天地轮回的时间。 一树香樟，让时
间有了它的表情、姿势、色彩与声音。 在作者笔下，一棵
香樟的成长史也是一个人的生命史。 一片香樟的叶子、
一朵香樟的花，就是一个神秘的世界。

香樟是作者笔下的自然物象，更是他自己的心灵意
象。 与其说他在为一棵树立传，不如说他在为自己的内
心立传。

天人感应，物我无间，才是一种最重大的人生诗意
与哲学。

或许是诗画同源吧。 作者的文字里总有一种画境的
悠远。 这不只见诸他以画为喻的句子，更重要的，是他对
于所有色彩、线条、构图的意境始终保持着足够的审美
灵敏。《香樟年记》里有作者直观、分辩与吟味的种种美
的细节。 我想，这种诗画交融的自然修辞里，是他那一棵
栖居于树间、于世间、于时间的心，怡然自适的心。

莫名就想起了辛弃疾的句子：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
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想，作者与香樟之间正是这种相看
两不厌的境界吧？ 倘若香樟亦有文字与纸笔，它是不是
也会在那些春华秋实里记下这个凝视它的人类，记下他
目光里的从容，温暖以及那屏去尘嚣的静气？

卓今

诗人是最接近自由的人。
在我印象中，童中贤先生却谨
于行、讷于言，很难把他同诗
或诗人联系在一起。 可谁知道
呢， 他享有一份内在的自由，
在词句中玩味， 把他的豪放、
闲适、隐忍、自在，统统都表现
在《百城沁园春》长长短短的
诗词里。 而填词又是很不自由
的， 带着镣铐跳舞， 字数、平
仄、长短都有严格的格式上的
规定，比律诗难，比新诗更难，
需要有意美和音美的双重训
练，需要音韵学和词源学上的
熏陶。 敢写旧体诗的人是要在
这方面下苦功的。 光有扎实的
音韵和字词的训练还不够，若
是个感情粗糙的莽夫，往往是
顾了形式，却无诗意。

用一个单一的词牌名写
城市，追求整齐划一，这似乎
显示了搞科研的人的职业病，
它达到了形式的统一和内在
逻辑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又似
乎是违背诗意的放达与任性。
整体规模出来后，却又形成了
一种气势， 也算是一种创新。
对某一城市的所有要素包括
政治、经济、文化、江山遗存进
行总体上的概括，然后用感性
的方式表达出来，与社会学的
研究方法是反着来的，就像走
路倒着走。 但这仍然是归纳演
绎的套路，因此，我们不难看
出这些诗词中的社会学的灵
魂。 对形式感有“强迫症”的诗
人古今中外都有，有人一辈子
只写楼梯诗，有人一辈子只写
商籁体。

为什么作者只选择“沁
园春” 这个词牌？“沁园春·
开封”“沁园春·安顺”“沁园
春·北京” ……沁园春是著名
词牌没错，我猜测，作者既有
他用心， 更多的是顺其自然，
因为词牌的字数限制，要把一
个地方的人情样貌、风物掌故
说清楚，需要一定的篇幅和容
量。“忆江南”只有27字，“如梦
令”33字，“浣溪沙”42字，“菩
萨蛮”44字，“卜算子”44字。 这
些词牌写地理场面太小，只适
合诉衷肠。 满江红、水调歌头、
八声甘州、 贺新郎都是长调，
这些词牌名个性太强，气质太
时尚，有些城市不合适。 沁园
春114字，最好。 四字词，先绷
着，然后加长，再加长，奔腾浩
荡之势，一泻千里，接下来平
缓过渡， 有高峡平湖之感，然
后一个有力的休止， 三个字、
四个字， 简短铿锵地收尾，形
式和气韵上十分完美，视觉上
形体摇荡，句式和谐，韵律急
缓得当。 毛泽东的两首“沁园
春”是这一词牌中的极品。

抛开功利，写诗应该是一
个有益于健康的养生行为，原
始人甩头顿足， 足之蹈之，歌
之咏之， 就是一种情绪表达，
就是精神排毒。 游历天下，心
有所感，感动过后什么也没留
下，把旅游和填词结合起来就
显得高级趣味，对自己的情绪
和感触立此存照， 灵魂砥砺，
精神提升。 然而，这件事并不
容易。 也就是说，童先生出门
比别人要多带一双眼睛，多带
一份心情， 既要个人感受，还
要整体观照，要把握一个城市
的主要特征，风貌气质，并不
容易。 自己的所爱所恨，价值
观是否与此契合，和谐一致那
还好办。 还好，他对祖国的山
川大地一律无条件地热爱，从
这一点来说，就是高于字面的
一种诗性。 地貌、人物、特产、
历史大事件， 在114个字中说
完， 大地方也是这点篇幅，要
高度浓缩；小地方还是这个篇
幅，要适当延展。 押韵、平仄，
方方面面都要兼顾。 整体都无
可挑剔。 他大概也不太在意别
人的意见，自得其乐。 有诗相
伴，他走的这一路也想必更为
丰富和立体。 现代人不大看得
懂各词牌之间的差别，更无法
辨别手法和艺术，但有一点是
不变的， 不管是哪朝哪代，也
不论国别和民族，最终诗歌的
感情力量、思想高度、艺术性
是诗的通行证。

我手写我心，是最高的自
由，也是诗的最终形式。 人生
苦短，但且放歌行吟。

丛林

收到王亚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子《声色记》，一气
读下来，又惊又喜，只觉得她的文字更安静沉稳，又
更灵动疏阔了，满纸的清扬之气浸人心脾。 我说，你
俨然已是字妖，文字成了你玩弄掌中的法器，犹如托
钵僧手中的托钵，你已可以托着它调弄风月、行走江
湖了。

她亦笑，说她不是妖精，是妖怪。
王亚是个安静的女子，在人群中，她总是不言不

语，安静柔弱得让人心疼。 她是把她的才气，她的温
和，她的傲骨，她对这个世界深沉而热烈的爱恋，全
都放在文字里。在她的眼里，每个单音节的汉字都已
不再是简单的汉字，而是都有声色、有气味、有特殊
的情意与温度，都美得妙不可言。

《声色记》 即是她对这些单音节汉字最美的诠
释，织字成锦。

且看她如何形容颜色。
“绿简直是妖精。 ”
“缁是黑色，又不完全是黑色。黑色布帛的样子，

有纹理，有呼吸，其实是通透的，却苦着。只有风灌入
时， 它轻轻曳一曳， 从交织的纹理里宕起了一粒纤
尘，才觉得它的孤独里原来有灵魂。纤尘就在这一曳
里逃逸了，奔向更孤独的自由。 ”

“我不爱说‘白’。 白像娇养的女孩，肌肤吹弹可
破，脸上细绒可见，毛细血管亦在表皮底下隐约着，
美得柔弱，一些儿折腾就皴皱了，一丁点污渍便糟蹋
了，得骄纵它方好。素不一样，有经了光阴的厚朴，可
用捣衣杵一下一下击打出清砧，天空地阔的回响。 ”

“银大约是唯一没有温度和态度的颜色，但它有
新旧，有形迹，有光。惟其有光，可以看见时间在上面
走，多好！ ”

她写岁时，写植物，亦是如此。
“小满姑娘也有让人烦的时候，淅淅沥沥的梅雨

一来就没羞没臊地赖着不走， 落得你心里都直要长
霉了。稻田可不嫌雨水多，青绿禾苗整饬地莳在沃泥
里，田里灌满水了，它们才长得欢实呢。水里汪着绿，
禾苗盈着水，如同美人的盈盈目，横斜欲流。 若是山
间梯田便更好，仿佛老天在那里拉开了无数的丝弦，
自上而下的流水就是叮叮铮铮在拨弦， 还轻漾着葱
绿的音纹。 ”

“‘车前子’有魏晋风，隐在山林狂野抚琴饮酒清
谈，卓尔不群，可清热利尿。 ”

没有一颗玲珑心， 如何能得这些奇思妙想？ 用
《红楼梦》里的话说：“难为她怎么想来。 ”

这是要有极高的审美情趣， 才能利用各种事物
之间的通感，来诠释这不可诠释的美。这也才是我笑
她是字妖的调风弄月的本事。

当然，文章里并不全是这样奇思妙想的堆砌，她
其实是写着俗世烟火，写着人间温暖的情意，是从俗
世烟火同温暖的情意里牵出这样的妙思。

我也写散文， 写着写着， 总难免要去追问一个
“写”的意义，这一追问，便兴味索然，为文的心也懒
了。读王亚文章时，我想，世间的正道沧桑，还是留给
那些铁肩大义的男子去担当吧，做一个女子，能像王
亚一样，在岁月的烟尘里，永不失去对美的追求，永
远保有一颗玲珑心，这多么好。 就算迷恋声色，又有
何妨？

你看，读她的《声色记》，是多么美好的享受，仿
佛自己的身心亦是随着她， 被这些美好的事物浸染
了，滋养了，熨帖又自足。

（《声色记———最美汉字的情意与温度》王亚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木屋之色》
扎克·克莱因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9年 ， 年轻的美
国创业家扎克·克莱因
在纽约市远郊的山里和
朋友们一起盖了几间木
屋，结伴而居。 来自世界
各地的人们在他的网站
“木屋之色”中分享了大
量的小屋图文故事。 本
书收录了其中的 200幅
精美照片和10个动人故
事。

《你曾那么努力地失败过》
越客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关于平凡、
渴望和理想，关于一个村
落少年奋斗的伤口和勋
章的暖心励志书籍。全书
分为亲情、友情、爱情、职
场、生活5个篇章，通过作
者诙谐自然的心声吐露，
将最真实的创业者成长
经历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舒飞廉

还记得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
版里，写《诗经里的植物》的深圳一
石兄， 以青年博物学者的态度，将
《诗经》 里的植物一点点考释出来，
指根论株， 与当下大地上的草木对
照，博雅又亲切。这一回收到他的新

作《西北草木记》，由古典中国回到现在，由诗意文本回
到故乡，这样的漂亮回旋踢，也合乎我自己“重返乡村”
的主张，喜欢。

我还特别注意到，作家将笔名“深圳一石”改回本名
“韩育生”， 我猜想绝非是出自大学评职称“实名制”压
力，也绝非是出自“锦衣归故里”的无意识冲动。 作者大
概是决心由此去触碰连接家乡的脐血与汗水，重建与乡
土的身体关联，这是我特别赞叹的。

但要以为还原成了真名， 又是出身工科的韩育生
兄，会老老实实地写景状物，一饮一啄，一笔一画，细密
画作风土记、风物志，则又不然。 这是一个由散文与小说
交织在一起的文本，有《萝卜歌》《石松小史》这样的非虚
构的篇章，也有《远志》《三色堇》这样指涉虚构的故事，
半真半假地混合在一起，它来自作者真实的回忆，也来
自编织的梦乡。 作者讲：“在图书馆的书桌上孕育着《西
北草木记》，乡愁熔炼我心灵的原乡，我写着自己的愧疚
和独往，那些试图呈现的世界，在文字里洞开，又闭合，

闭合后，又洞开，水波一样，像个滴水神灵孕育出来的娃
娃。 ”经过了记忆与梦的机制反复地旋转、压缩、改编、置
换后，我们这些在青少年时代即远游他乡的家伙，其实
无法肯定，哪一段记忆是真，哪一段是假，或者说，与在
远方艰辛地运作着的家乡相比，梦乡里呈现出来的故土
更加的真实？

所以，如果一味地还原，沿着过去的乡间岔路往回
走，我们一定会沦落到阮籍那样，茕茕站在荒草离离的
歧路穷途痛哭。 我们只好将对父母的恩情，兄妹的义气，
对埋着先人的土地的依恋， 对草木的神光离合的回忆，
寄托在都市屋檐下的梦乡里。 梦里的风雨雷电，四季轮
回，山河村舍，会补足遗忘的记忆，未经历的青年中年的
乡土岁月，会比纪实与虚构，都来得更加的真。

曹公有言：“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红楼梦》百万言，处处荒唐言，处处都是血泪，这血泪，
也是我们这些离家数十年的杜鹃，要在都市的楼宇里啼
出来的。 回想鲁迅、废名、汪曾祺等先贤的乡土文集，何
尝不也是虚虚实实，梦乡与记忆交错，将绍兴、黄梅、高
邮这些名城纳入文本再造，成为心灵的原乡，来寄托他
们的归园田居梦？

我是这样看韩育生兄的这一册《西北草木记》，也是
这样勉励我自己的“新乡土”写作的。 至于书中珠玉般的
文章，钟情于斯的草木，读者诸君翻开书，清茶沥沥，灯
下闲闲，即可领会，不劳飞廉唠叨了。

（《西北草木记》 韩育生 著 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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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棵树立传
———读《香樟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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