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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操，又生懿，曹操生前从不轻视司马
懿。曹操对司马懿，料其事如神，看其人入
骨，预言懿“非人臣也”“必预曹家事”，后来事
实丝毫不爽。并世二枭，事机各殊，心机相
契，你知我知，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既然曹操
已飞腾在天，司马懿就潜隐于田。终操之世，
懿只当幕宾。直到操死后，懿方步步露“狼顾
相”真容。懿当了曹家三朝元老，不是一般干
预而是主宰曹家事；不是干预、主宰曹家一世
而是数世。操之世懿卧伏，丕之世懿伸爪牙，
叡之世懿惊蛰而出。魏明帝托孤于二重臣，司
马懿与曹爽并列。为了夺得对朝政的专权，懿
要把爽踢开。爽也想把懿踢开。爽是曹氏皇
族宗室，野心不输于懿，他倚势削懿权限，挤对
懿，给穿小鞋，以便最终除掉懿。懿的制敌策
略则是软硬兼施，先是隐而不发，以退为进，装
病暂避政敌的咄咄相逼，以麻痹对方，同时积
极筹划，乘敌不意雷霆出击。懿的装病不是新
招，就用旧套路，像当初他扮中风躲曹操征召
那样，对曹爽说自己“旧风疾发”。若是庸角儿
老调重弹，必然没滋没味，老戏骨出场，定能把
旧戏唱出新彩。《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松之
注，引了《魏末传》，给我们来个传神桥段回放：
曹爽令其党羽、新任荆州刺史李胜，以向太尉
辞行名义，“伺察”司马懿病况。李胜在门外觑
见的是：两个婢女给懿换穿见客衣裳，懿手臂
既抖又僵穿不上袖子，折腾一阵，急得努嘴伸
脖表示口渴，婢女给他端碗喂汤，懿牙关总合
不上，汤流一身。转头见李胜进门拜见，似生
似熟回答李胜问候，说你是并州刺史吧？胜
答：我忝任荆州刺史。懿喘着说：噢，你并州为
官，好自为之哦。胜答：不是并州，是荆州。懿
喘定，说：并州近胡人之地，你去有立功机会。
胜答：谢大人提携，不过荆州不近胡地。懿说：
你去吧，我又老又病，死在旦夕，咱们怕是不
能再见了……李胜泣涕告辞，回报曹爽：司马
懿老病昏聩，“指南为北”，不中用啦！这就是
懿、爽、胜三角色扮演的别样“三岔口”：场内司
马懿浑身是戏，出神入化；场外曹爽以耳代目，
听戏当真；串场李胜两头传话淆乱真假。《晋
书·宣帝纪》采用这段别史录影入官史。曹爽
得知司马懿已经是“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以为
“不足虑矣”，却不料“老病昏聩”的司马懿，脱下
行头，狼腰轻舒，狼吻立张，以曹爽犯“背弃顾

命，败乱国典”“图谋神器”之罪，处死并夷三
族。这是司马懿“狼顾相”的又一张定妆照。
据《晋书·景帝纪》载，司马懿诛杀曹爽的

“深谋秘策独与帝（按指晋景帝司马师）潜画”，
事发前夕才告诉次子司马昭，昭是夜“不能安
席”，而司马师“寝如常”。因此司马懿对不露
声色能扛事的大儿子大加首肯：“此子竟可
也！”司马师随后续演三马食曹的另一出重头
戏：废掉皇帝曹芳和张皇后。与其说这是宫
廷政变莫如说是君臣互搏之变。当了多年儿
皇帝的曹芳已成人，他不满司马氏专擅朝政，

要撤换辅政大臣司马师。张皇后及其父参与
此谋。司马师早就“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
间”，当然也渗透于宫廷。帝后之谋被司马师
的秘密别动队侦知，司马师立即“怒遣勇士”
捕杀国丈，勒令皇帝废张后。《三国演义》第一
百九回如此描写：司马师大步入殿问“罪”，皇
帝曹芳“魂飞天外”，“战栗跪告”：“朕合有罪，
望大将军恕之”，并为张后“大哭求免”；司马师
不但不给皇帝面子，而且杀鸡给猴看，当皇帝
面把皇后用白绫绞死。臣问君“罪”，君求臣
恕这幕悲、惨、滑稽活剧的最后，是司马师恨
意不消，废掉曹芳，另立新君。
司马懿、师、昭父子“非人臣”到底。司

马懿能蹈晦，他不当场置猎物于齿吻，而是
狼顾反噬曹氏前三世。他的两头狼子司马
师、昭，狼性更露，同食曹氏后三世，甚至当
场咬死撕吞。司马师箭伤迸发暴死后，诈戾
老弟司马昭登台，主演由悍戾老兄司马师起
了头的更血腥的食曹戏码：弑曹髦。曹髦是
曹操一大群重孙中不起眼儿的一个，机缘凑
泊继曹芳为君，八年后非自然死亡——被逆
臣刺杀。陈寿《三国志·魏书》只有四个字记

载：“卒，年二十。”身为晋朝史官的陈寿，不得
不如此隐笔，隐去晋宣帝司马昭手染的弑君血
迹。一百七十年后南朝宋国的史臣裴松之注
《三国志》，采集官私史籍，还原了三马食曹最
惨酷的一幕。四百年后唐人撰的《晋书》，欲说
还休地提供了司马昭弑君的一个官史版本。
被召进魏宫，候任帝君的曹髦，是个知书

达礼的谦和少年。他并不清楚自己已是储君，
因而拒绝侍臣安排的法驾车辇，自己步行入
宫。他还拒绝正殿止宿，只居边厢。他登基后
主动“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由此“百僚陪

位者欣欣焉”。司马师、昭派人进宫，测验新君
给人的观感。派去的人错会司马兄弟打探之
意，回报说新君威比魏武才比陈思——有曹操
之威曹植之才。不靠谱的谀词使司马兄弟大
光其火，他们并不希望侍候英君，只乐意摆弄
庸主。于是他们加强了对这个少年帝君的控
驭。年齿渐长的曹髦，反钳制的自主意识和君
权意识也渐长。积郁八年，终于在这个阴云密
布、气闷难舒的秋夜爆发，“帝见威权日去，不
胜其忿”，召三名近臣也是他师傅的尚书王经、
侍中王沉、常侍王业入宫，说：“司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
讨之！”悲愤已极的青年帝君喊出的这句话，就
是流传千百年的俗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的语源。枉为人师和帝师的王沉、王业一听，
飞快跑向丞相府告发，王经则苦谏少主千万不
能冒险。明知宫内外禁军皆由司马昭统辖，但
血气方刚、冲动失智的曹髦，只想拼死一搏，于
是可笑复可怜地“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
去讨伐司马昭。早已获密报的司马昭，命令死
党、中护军贾充，率皇家禁卫军和司马氏私家
护院队，全副武装进宫。曹髦身后一众苍头、宫

僮组成的讨逆“御林军”不战即溃。曹髦独自“手
剑奋击”，口呼“我是天子”！司马氏雇佣军官兵
不敢向前逼近皇帝，早被司马氏买通的太子舍人
成济，大声喊问现场指挥贾充：“事急矣！若之
何？”贾充喝道：“司马公畜养汝等为今日！无所问
也！”成济要请示明白：“是杀是执？！”贾充勒令：
“杀！”成济当即挺长矛，出手之狠，用力之猛，矛透
帝胸“刃出于背”。曹髦来不及惊呼痛喊，倒毙车
中。晋臣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孙盛撰《魏氏春
秋》，对历史现场的这些追述，情境真切，文笔生
动，孙盛收结之语是：“时暴雨，雷电晦冥。”雷声炸
裂了郁云，暴雨倾泻，闪电刺穿了黑夜。时、地、
人、物、言、动、氛围，历历如影像视频，极具原发
当场感、代入感。暴雨雷电晦冥的空镜头，竟似
穿越两千年后现代版影视化的春秋笔法，比莎士
比亚名剧《暴风雨》呈现的经典意境早了千年。
离现场不远，坐镇相府的主谋司马昭，实

时知晓行刺成功的消息，他当时没有额手称
庆，而是当众演出“五内摧裂”痛悼姿态，内心
紧急筹算如何为自己开脱，黑手洗白，应对“天
下其如我何”谴责风潮。他立即“召百僚谋”善
后之策。有大臣主张“唯腰斩贾充以谢天
下”。但司马昭想推出位阶更小的当替死鬼，
就暗示大臣：“卿更思其次。”大臣不够圆滑机
变，答“但见其上不见其次”——只有杀比贾充
更大的官才能为弑君抵罪。“其上”者谁？司马
昭之心路人皆知，但“百僚”谁敢说？最后是司
马昭一言定谳，“归罪成济而斩之”。但敢一矛
刺死皇帝的成济岂是善茬？他“不即伏罪，袒
而升屋，丑言悖慢”——挣脱羁押，蹿上房顶，
扒光衣服破口大骂司马昭、贾充不忠不义。
昭、充急令卫队放箭，“自下射之，方殪”，成济
终被乱箭穿心封口。
三马食曹连续剧的又一集就这样收结了。

弑帝主谋司马昭把自己打扮成恪守臣节保皇护
国的大忠臣。元凶贾充被加官晋爵。惨死的曹
髦被第三个少帝曹奂顶替，五年后曹奂被逼迫
“禅位”司马炎，演完了三马食曹灭魏建晋的大
结局。实际上，名为魏元帝的末代魏少帝曹奂
“当政”的五年，不过是持国四十五年的魏朝一
小段回浪余波。曹髦被杀那个晦冥秋夜，反季
节突至的雷雨，已经浇灭了三国纷争的战火，蜀
已亡，魏先于吴亦将亡。随着三马食曹多集剧
终结，“三国”大戏也就谢幕了。

北方的春天，似一朝分娩，所有的一切，
都以萌发出的无限生机，迎接着新一轮的生
命。最惹人眼目的，是植物，总是以种子的根
系，紧紧地拥抱着暖意。青草发芽，万木染
绿，万紫千红一同丰富单调了一冬的世界。

在这第一波百花中，一直都喜欢山桃花，这种花儿，开在早
春时，盛于百花前。
白居易写《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我认为当然就是山桃花，山里地寒，因此开得晚。我们虽然
无法理解山桃花的思想，更不解其语，但会惊叹于，满树花儿简简
单单，清静自然，竟没有一片绿叶庇护，全都袒露着天真，袒露着
赤诚，袒露着冰清玉洁的情操，开得真个是率性凛然，义无反顾！
美得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 美得如游子般“报得三春晖”。
任谁突然间遇见了如此令人窒息的美，都不由心生感动。
其实，早春的那些在春寒料峭时就竞相开放的花儿，都是

在把冬天积攒的力量，迫不及待地用美丽的姿容展现于世。而
在我的眼中，小区里这些漫天粉色的山桃花，在朴实中透露着
顽强和无限的生命力。围着一棵山桃花，我兜兜转转地看着它最
美的样子。单瓣的花朵立于枝间，瘦小又轻盈，稀稀疏疏或相簇而生，
仿若山间隐士，天然出尘，与世无争。尤
其在蓝天的映衬下，一枝冲天，便显示出
冷艳与娇美兼具，妩媚与傲气并存。
不得不说，我即刻被这般的山桃

花给惊着了。
早年在北京昌平的一个乡里实

习，黄昏暮色中，在孩子的嬉闹声中信
步走出乡中学的院子，一眼就看见几
株山桃树含苞待放。白色的花骨朵缀
满枝头，那纯洁素净的颜色，不由让人
想起了一种温柔静美。
转天在山间走过一个豁口，漫山

遍野的山桃树，在早春的山野里盛
放。那枝头朵朵素雅洁净的花儿，似
美丽的白精灵，在蓝天下显得那么明
艳，那么倔强。尽管这时节许多小草
还没有醒来，树木也没有泛绿，山野间
既没有蜂蝶的光顾，甚至连鸟儿们也
不曾流连于枝头，可这争先恐后盛开着的斑斑点点，却自有一番
虬枝倩影，暗香浮动，彰显着大自然惊艳之美的同时，也为山野送
来了一派浪漫的春意。
听一位老者说，山桃很好养，随意地扔下一枚核，就会粘土

即活，遇水发芽，最终开出一树灿烂来。只是多盛放在山坡的塄
坎边，想要近距离接触却很不易，当真也是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的有风骨之花。
数天之后，漫山繁花似锦的山桃花，犹如天上飞来的云霞，

一片片、一团团、一道道地飘在山坡上、山谷里，有的竟是在悬崖
峭壁上轻舞。阳光下，山风吹来，那云霞似是在欲起又伏、欲飞
又落地滚动着，形成了花海波涌的山中奇观。
环顾四野，自己不觉间竟置身于“灼灼其华”之中了。《诗经》

里那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腾地跳进脑海之际，却又自然而然
地想起清人李渔所言“夭桃之美在荒郊篱落”，此言不虚。
但毕竟是早春，山风料峭无情，抑或可以说，还留有冬的霸

气。第二天，山风竟毫无来由地夹杂着雪片袭来。而山桃花却
依然故我，在山梁上，在山谷里，甚至在陡峭的悬崖上，一簇簇白
色、粉色的花瓣，纵情飘舞于天地间，释放着原生态的大美大
爱。当我走近枝头时，却见枝头已悄悄地结下了果实的胎儿。
直到此时，那被人们所期待的绿叶，才相继拱出了嫩芽儿。
这就是山桃花，霜浓色更艳，雪欺意愈坚。
去年夏末，小区里，我弯腰穿行在几株山桃树下，不意见到

了坠落枝头的山桃果。早些天落地的山桃果，皮肉已干枯，剥掉
那层干薄的皮，里面的桃核很漂亮。
几天后，见一居民在门前剥着一袋子山桃果，将剥出的山桃

核摊在阳光下晒着。想起山桃核有医疗功效，尚不确定，便问将
做何用，回答串成手串卖。
突然想起，有朋友曾用山桃核串了只手串，数年把玩后，已

是红润剔透，更是爱不释手。
那位朋友告诉我，山桃核手串有三点功效：一可按摩肌肤，

起到一定的解压作用；二可释放压力，起到愉悦心情的作用；三
可提升气质，通过古朴大方的手串装饰点缀自己。
我当然不相信在桃木剑的挥舞中，一切都会变得吉祥如意，

也不信走在山间，听不见鸡叫的地方，山桃树最能辟邪。但圆润
的山桃核手串，一旦盘出了有如荔枝纹理或麦穗花纹的精美纹
路后，足可珍贵。
人说：山桃是“仙木”，一身是宝。我则思忖，既是宝，有时真

得看做了何用？用在了何处？ 题图摄影：丁莹

李显坤先生的系列文章“人间草术”至此刊发完毕。从

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李琦琳先生的系列文章“意大

利石雕艺术在天津”。 ——编者

谷雨节气，这个时候公历到了春深的4
月，春天深不可测，深得不能再深了，因为这
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下个节气是立夏，夏天就要开始了。
谷雨的意思是“雨生百谷”，没有雨的浇灌就没有百谷生

长。“谷雨”是农耕文明在节气里的典型反映，那时候的人当
然比当代人更关心粮食和蔬菜，看天吃饭的时代，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人们，没有工业文明，也没有互联网，就只好看春花
秋月，越是简单的生活，反而越有诗意。谷雨和雨水都是用
雨命名的节气，清明时节也“雨纷纷”，好像整个春天都没有

离开雨，谷雨时候的天气更暖和了，降雨更加频繁雨水更
大。谷雨不仅表明天气变化，跟农事活动直接密切相关，而
且此时正是播种的大好时节，是越冬的冬小麦的抽穗扬花
期、春播作物玉米和棉花的幼苗期，有哪些谷能不靠雨生呢？
我个人的生命体验里，关于谷雨的记忆是吃香椿。香椿

树很高，很直，香椿是香椿树的嫩芽，红绿相间，红叶绿边，红
得发紫。采下来的香椿用来炒鸡蛋，还可以做成煎香椿饼、
拌豆腐，在我看来，香椿的那股怪味儿就是春深的味道。
谷雨时喝新茶也是人间一乐。为什么要在谷雨时候

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大多数茶叶的采茶期。现在交通和邮政
都发达和快捷，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朋
友给我寄来的新茶。在南方，春茶有“明前茶”和“雨前茶”的说
法，“明前茶”就是清明之前产的茶，可能会更细嫩些，而“雨前
茶”就是谷雨之前产的茶，相对成熟，香气更浓。

谷雨时过去还有祭造字的仓颉的传统，现
在看不到了，我在天津这座滨海城市，也没有看

到过在谷雨时节祭海的仪式，过去都是有的。谷雨时还有贴在
门上的像年画儿似的“谷雨贴”，和端午节的除“五毒”的内涵差
不多，谷雨贴上有天师除五毒的形象或者神符，寄托盼望丰收
的美好愿望。中国的节气节日的民俗也有不少雷同之处，所有
的节令的民俗，都和农耕文明有关。
谷雨节气在太阳到达黄经30度，公历的4月20日和21日

左右。这个时候正是春天的燥热时候，戒骄戒躁，很有必要。
谷雨的三候，第一候萍始生，谷雨前后降雨量增多，浮萍开

始在水里生长。浮萍没有根，生长得很快，一生漂浮。第二候
鸣鸠拂其羽，在节气的物候里，布谷鸟——鸠，已经是第二次出
现了。之前是在惊蛰的第三候，人们认为鹰能变成了鸠，这一
次，布谷鸟拂着羽毛，叫着提醒人们该播种了，布谷就是杜鹃，
同是一种鸟，却有不同的名字。第三候戴胜降于桑，说的是这
个时候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飞来飞去，又落在树上。戴胜
是长着凤冠和长嘴的花鸟，古人认为戴胜落在桑树上，也是提
醒人们种桑养蚕。所谓“农桑”，是人们的衣食来源。种桑养
蚕，是我国古代人民早已掌握的劳动技术，是和农业生产同等
重要的农事活动。吃饱穿暖，是人的最基本需求，蚕丝能变成
华美的丝绸，又能反映人们的精神追求。
谷雨节气要特别说花信风。一候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谷雨节气，正是牡丹开放的季节，因此牡丹
还有一个别称就叫做“谷雨花”，牡丹雍容华贵，玉笑珠香，花盘
很大，色彩夺目，看着就高贵，确实和其他的花不一样。清顾禄
《清嘉录》曰：“神祠别馆筑商人，谷雨看花局一新。不信相逢无
国色，锦棚只护玉楼春。”十几年前的谷雨时节，我专门到洛阳
去赏牡丹，偌大的一个牡丹园里，牡丹开得到处都是，那之前我
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大片的牡丹园，但我也感到遗憾，好像这
么高贵的花，开得低矮了一些。
二候茶蘼，也叫酴醾，适合做精油，也可以用来采蜜。宋朝

诗人王淇《春暮游小园》诗里有“开到茶蘼花事了”之句，那时春色

已暮，韶华胜极，所以人们看到茶蘼花开的时候会有悲春之感，其
实大可不必，因为春天之后的夏天不是也很美好吗？苏轼也有“酴
醾不争春，寂寞开春晚”之句，不管开在什么时候，只要开得灿烂。
三候楝花，楝树是落叶乔木（香椿树其实就属于楝科），楝

花紫色，淡淡的。就是说，其实春天的花里，在茶靡之后也并非
“花事了”，这不是还有楝花吗？

宋朝汤恢《倦寻芳》有句“风到楝花，二十四番吹遍”。二十
四番花信风，是从前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小寒开始算起，一直到
本年的谷雨节气，一共八个节气二十四候，所以是二十四番花
信风。我的这组文章是从立春说起，花信风也是从立春的迎春
花说起，现在提到了六个节气的十八番花信风。一年周而复
始，从春夏到秋冬，小寒大寒又一年，是冬天里最后的两个节
气，不要着急，自然会来到，自然会说到。小寒大寒这样最冷的
冬天，反而还有六番花信，到时候自会说到。越是在冬天，越是
距离百花盛开的春天更近了。
到了楝花，这“二十四番吹遍”，这个伤感劲儿，好像从此就

没有花开了似的，其实不然，春天开百花，并不意味着其他季节
就没有花开，连冬天都有花开。夏天开的花也很是不少，比如
荷花、百合、康乃馨、茉莉花……秋天开的花也很多，比如桂花、
菊花……这个世界，好看的花太多了。
到谷雨，春天里的六个节气就都过来了。其实除了花信风

的说法，还有季节风，四时各有两个季节风，春天的两个季节风
是条风和明庶风，条风是东北风，明庶风是东风。风是从八面
来的，东方来的风，就是春风。俗话说，北国无春，在天津，春天
也显得很短暂，一旦天气热了，很快就是夏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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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漫谈

李桂林这句带了歧义的话，
可以是言语表达的无心之失，也
可以是带了戏谑的有意为之。又
不是头一天认识了，陆建芬当然
知道他存心不良。他这个人就这
德性，正经起来比经书都正经，不
正经起来比评书还不正经。

你到底把肉放哪里了？声音如此
严肃，让她好生奇怪。走了大半天路，
陆建芬一句多余的话都懒得说。但
是，她还是把头转过来，看向李桂林。
天光太暗，他本来就黑的脸，只能看个
轮廓。一丝不安在陆建芬心里浮了起
来，虽然她回头之后，他一言不发。令
她不安的正是他一言不发，而且连他
扶在门框上的手也一动不动。

陆建芬把身子回拨25度，再将下
巴抬出个30度角。她不明白李桂林
今儿个演的哪一出。肉呢？陆建芬打
了一个哆嗦。她以为没看见肉是因为
蹲着身子，因为离得远，然而，起身之
后，除了靠窗横梁上挂着一副大肠一
副心肺，除了横梁上的结巴，她仍是什
么也没有看见。肉……怎么会……飞
了呢？她无论如何不相信肉会长了翅
膀，更不相信家里的东西会不翼而飞。

说完这句话陆建芬也变得不会动
了，倒是李桂林先回过神来。期末放
假时，因为到县里开会，学生考完试他
先下了山，留下陆建芬善后。老乡送
的肉他走之前就挂在梁上。朋友委托
制作的腊肉也挂在梁上，陆建芬是说

过的，即使不说他也知道，因为除了这
里，没有哪个地方更合适。他进屋来没
见着肉心里也觉不妙，转而又想，兴许陆
建芬把肉炕在了老乡家。很快他又觉出
这个想法自身也有漏洞，因为就算图省
事把朋友要的腊肉炕在老乡家，也犯不
着把挂好了的也转移过去。这是他急得
说出一个歧义句来的原因，也是他立在
原地，等着陆建芬一个回答的原因。

陆建芬的动作、话语和声调让他的心
一点点往下沉，而脑子竟成了电影幕布，
一个桥段正在上演：伸手不见五指的夜
里，一把电筒由远而近。木窗上的钢筋被
撬弯了，一个影子从窗户进入屋中，腊肉
一块块从窗户里钻出来，然后，影子融入
夜色，电筒光在摇摇晃晃中消失……

李桂林脚下如此沉重。从门洞走到
窗前，四步够了，最多六步。可他走了不
下十步。他多希望脑子里那一幕不是真
的，而妻子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演员。他
都在心里原谅她了，尽管她的这个玩笑
开得的确过火。可是，当他在窗前站定，
当变形扭曲的钢筋、印在窗台的鞋印撞
进眼底，他已明白，这的确是一个玩笑。
只是，开玩笑的不是陆建芬，而是你永远
身在其中，却永远捉摸不透的人生。

98 肉怎么会飞了呢？

声境的创造是中国古典园林
的题中之意，江南园林中就曾有
听雨轩、听橹楼等佳构。声境可
以创造，也可以借，《园冶》云：“焚
音到耳，萧寺可以卜邻”，即是借
临近寺院的鼓磬诵经之声。勺园
中的声境十分优美。如《游勺园
记》就几次提及：“未入园，先闻响屧
声”“此中听布谷鸟声与农歌相答”“黄
鹂声未曙来枕上，迄夕不停歇”“午后
再雨，同西臣饭太乙叶中，听莲叶上溅
珠声，快甚”等。水流声、鸟鸣、农歌、
雨打荷叶声在这里汇成一曲优美的田
园牧歌和静谧的园林小夜曲。

私家园林的品位，不仅表现在园
林布局和景致风格上，也直接表现在
环境氛围和具体的园居活动中。李园
的主人是皇亲国戚，他造园林，为的是彰
显皇家气派，贪图奢华享乐。明梁清标
《李园行》曾描绘过李园的游宴盛况：“戚
畹生当全盛世，张筵招客多贵游。十五
妖姬侍后阁，千金騕褭罗前头。朱履称
觞金凿落，牙樯载酒木兰舟。胜赏四时
欢不改，花落花开春常在。”

米万钟则不然，他筑勺园，只是为
取“海淀一勺”，有一个暂时躲避肮脏
的权力中心、“悠然把酒对西
山”的所在：“幽居卜筑藕花
间，半掩柴扉日日闲。新竹
移来宜作径，长松老去好成
关。绕堤尽是苍烟护，傍舍
都将碧水环。更喜高楼明月

夜，悠然把酒对西山。”（《海淀勺园》）
1625年，因得罪权臣被削职夺籍后，

他果然就蜗居在这里“疗伤”。而平时的园
居生活中，他们更多的是夏赏花、秋观叶、
冬踏雪的闲适和应时的文人雅集。例如，
立春、二月十二日花朝、三月初三上巳这几
个重要的春日前后，往往都要在园中聚会
赏花、临水宴饮。尤其是常于三月三日举
行的修禊活动。修禊，意在祓除岁秽，获取
新生，后来逐渐演变为文人雅集的盛会。
王羲之《兰亭集序》云：“永和九年，岁在癸
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
事也。”那天，文人雅士们曲水流觞，“仰观
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
怀”，偃仰啸歌，一古今而渺宇宙，是一次
心灵的大解放。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米万钟勺园刚成之际，即效法书圣王羲
之，修禊于勺园，并请好友吴彬作《勺园祓
禊图》，以志新园甫成。两年后，米万钟又
依其为蓝本仿作《勺园修禊图》，于是便有

了这两幅宝贵的勺园图像。其
他像七月初七七夕节、七月十五
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
重阳节等，也往往有聚会宴集、啸
歌咏诗。著名诗人袁中道就留有
《七夕集米仲诏勺园》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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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酒井一男拿出一瓶清酒、一
听罐头，对唐明安说：“我到餐车
再点两个菜，今天我们喝它个一
醉方休。”唐明安说：“我去点菜
吧。”话落，却被酒井一男拦住：
“明安君不要出去，刚才那些警察
是带着怀疑离开的，你要是出去，他们
看到了难免不再找麻烦，还是我去
吧。”为了安全起见，唐明安同意了。

酒井一男一离开，张月霞立刻问唐
明安：“你刚才还对这个日本人很冷淡，
怎么突然间又热情起来了？”唐明安小
声说：“他是日本共产党员。”张月霞惊
讶地问：“日本也有共产党？”唐明安说：
“是啊，和我们一样信仰马列主义，是为
穷苦人民谋解放而斗争的党。”唐明安
肯定地回答。“哦，那我们去上海就多了
一个朋友。”张月霞说。“是的，以后和他
多交往，也许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

时间不长，酒井一男转了回来，身
后跟着一个提着食盒的列车服务员。
服务员从食盒中取出几盘炒菜，放到车
窗旁的桌子上便退了出去。酒井一男
拿出酒杯要倒酒，张月霞说自己不喝
酒，只倒两杯就行。酒井一男倒满两杯
酒，对唐明安说：“明安君，分别快三年
了，我们又在中国去上海的列车上相
见，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缘分
吗？”唐明安说：“只应庾信频漂泊，正坐
江关缘分深。我们各为不同的国度，为
共同理想而漂泊，分别近三年了，今天
相逢在去往同一个地点的列车上，这是

人生之大缘啊！”唐明安的回答有些激
动。“好，为我们志同道合和人生缘分干
杯！”酒井一男说完，把手中的酒杯与唐明
安的酒杯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唐明
安也将酒一下子全都倒进了嘴里。

列车驶入了上海火车站。站台上有
两个男人在迎接酒井一男。唐明安拿起箱
包要和酒井一男告别，酒井一男示意迎接
他的两个人，去拿唐明安的箱包，请唐明安
和张月霞跟他一起从外国人的通道口出
站。唐明安明白，酒井一男这是为了掩护
自己和张月霞，避免在出站口受到国民党
特务盘查，消除危险。唐明安同意了酒井
一男的安排，把自己的箱包递给前来接酒
井一男的人，然后拉起张月霞的手，用日语
和酒井一男说笑着走向出站口。

在火车站出口处，正在检查旅客的国
民党警察和特务们，一看来了几个日本人，
连盘问的话都没敢说就放行了。来到酒井
一男的汽车旁，酒井一男问唐明安和张月霞
去什么地方，想送他们一程，被唐明安谢绝
了。因为知道会有组织的人来接他们，酒井
一男没有固执己见，他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唐
明安，说：“明安君，这上面有我的地址和电
话，如果有事需要帮助，请找我。”说完，与唐
明安做了一个礼节性的拥抱，便上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