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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蝎子羊蝎子（小小说）

□ 李 方

城市后面 （组诗）

□ 涂 拥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一本迷人的小书，叫做《南方草木
状》。跟它类似的书还有《桂林风土记》
《桂海虞衡志》《荆楚岁时记》等等。古人
分类时，在四部中，将其收入史类。

《南方草木状》，晋人嵇含著，记述两
广一带的南方植物。也是世界上相当早
的地方植物志，它也影响了后代文化人
对自然的观察、文体以及眼光，李时珍的
名著《本草纲目》描述南方植物时，尚多
以《南方草木状》为注释依据。

寥寥十数页的小书，分三卷叙述草
类、木类、果类，什么甘蕉、耶悉茗、茉莉
花、豆蔻花、鹤草、水莲、菖蒲、益智子、桄
榔、水松、荔枝、椰……迤逦写来，又不仅
于此，民间器物、南北地理差异等等，它
也有着笔。

“榕树，南海桂林多植之，叶如木麻，
实如冬青。树干拳曲，是不可以为器
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为材也。
烧之无焰，是不可以为薪也……枝条既
繁，叶又茂细。软条如藤，垂下渐渐及
地，藤梢入土，便生根节。或一大株，有
根四五处，而横枝及邻树，即连理。”

寥寥数语，描摹得宜，逼真有神。写
榕树见其庞大浓荫性质；而他写椰子也
是如绘如画，数笔勾勒，也兼渲染，且尤
其富于质感，倘以实物观感印证文字，则
那味似胡桃、肥美有浆的椰子，仿佛就在
目前呢！

“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瘿瘤，
一夕遇暴雷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
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
此则怪异好玩。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旁，若寄生
然。极柔弱不胜刀锯，乘湿时刳而为履，

易如削瓜；既干则韧不可理也……”
“交趾有蜜香树，干似柜柳，其花白

而繁，其叶如橘。”
“指甲花，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

叶如嫩榆。”
“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作之，微褐

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而
不溃烂。太康五年大秦献三万幅。帝以
万幅赐阵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
《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

细味其文字，不禁为古人的观察、认
知能力而惊叹。“水蕉如鹿葱，或紫或
黄。吴永安中，孙休尝遣使取二花，终不
可致，但图画以进”。看来当时的植物图
已很逼真，可以表现植物的性状。

《南方草木状》在宋代以后受重视。
宋以后的花谱、地志援引者多。《四库总
目提要》主要讲它的版本源流，特注明系
两江总督采进本。它有时讲性状，有时
讲源流，有时着重谈作用及影响。在书
中，也可见古人会利用益虫防除害虫，也
会嫁接，也会以嫩草酿酒……

这类山川草木的书籍，有的作者一
生在野，安于布衣生涯，有的是将相名
流，为业余或退隐后的寄托。后者在社
会上的地位是居上的，负有政治文化之
责。不少是在归去来兮的矛盾纠缠中，
始终苦闷不已。另外不少底层知识分
子，隐于下吏，顺势疏于社会应酬，而在
自然万籁的声光风月中安顿了自己的红
尘生命，实现人生对自然的深入，舒展抑
郁，恢复生命的疲困，同时求取人格的纯
净，美感的着落。

类似的书，《桂林风土记》，系唐代莫
休符撰。它的序言也妙，只有几十个字：

“前贤撰述，有事必书。故有《三国志》
《荆楚岁时记》《湘中记》《奉天记》。惟桂
林事迹，阙然无闻。休符因退居，粗录见
闻，作《桂林风土记》，聊以为叙。”

《桂海虞衡志》南宋范成大所作。是
他入桂、出蜀时沿路的所见所闻，其记叙
趣味深足：

“石榴花，南中一种，四季常开。夏
中既实之后，秋深忽又大发花，且实。枝
头硕果罅裂，而其旁红英粲然，并花实，
折饤盘筵，极可玩。”

“添色芙蓉花，晨开，正白，午后微
红，夜深红。”

“冬桃状如枣，深碧如玉，软烂甘酸，
春夏熟。”

“沉香出交趾，以诸香草合和蜜调如
熏衣香其气温靡自有一种意味，然微昏
钝。”

好像丹青高手，中锋用笔，勾勒处处
是笔墨的深意，略加渲染的地方，则含蓄
不尽，言外多的是悬想的空间。激情与
愤怒隐藏了，留下的是哲学的醇美，他捕
捉那诗意的片刻，化为永恒，让人想象并
沉迷于草木蓊郁、山川秀蔚的图景。那
草木气息的循环滋养啊！

疏离大自然的氛围和精神，慢性综
合疲劳征之类病象，乃成大媒体经常的
关注话题。没有病因，但身体和心情都
在紧张的消耗。尤其大城市中，患此征
候者与日俱增。它像感冒，无端疲倦，
头晕脑涨，六神无主，人生、劳作，兴味
索然。《参考消息》（2006年7月23日）载
文说，这样的病状，乃是急待破解的医
学难题。这已不止是难题，恐怕还是困
境。这样的世界病，西医表示药物治疗

仅为治标，再高妙的杏林圣手也难以根
治。

今人懵懂糊涂中失去了再也唤不回
来的生态环境。很多慢性病因此而生；
要想减缓之，恐怕还要从生活方式上入
手。回到先前的时代本属臆想，如果没
有时光倒流的机器，那么，游心于《南方
草木状》这类灵妙的小书，纸上得来也终
觉不浅呢。他们对山川形胜、风土民情，
有着特殊的兴趣爱好，于生活沉浸很
深。知识、悟性、趣味、发现，当中就蕴涵
生命诗意的经纬。

大自然乃是与人性相协调的精神
家园，也是引发自由联想的源头。南方
草木的经纬，自有生命存在价值的浑
厚，古人最善体察生生不息的宇宙生
命，寻找与自然相融洽、精神得自在的
途径，把趣味和对生命的体认揉进文字
深处，文字的组织、细节满是大自然的
律动。

掩卷凝思，漫漶隐约的字句，在纸上
浮现起来，不惊不诧，灵妙大方，水墨淋
漓的，像是古艳的流水音。宁静、生机盎
然，而又深邃。

伍立杨 1985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
文系。其后长期任人民日报社记者、
主任编辑。1995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中国 1911》《民国幕僚史话》

《潜龙在渊：章太炎传》《铁血黄花》等
三十余部。曾任海南省第四届作家协
会副主席、海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海
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四川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

因为小弟的腰疼病在固原及周边
的诸多正规医院、江湖郎中那里始终没
有得到靠谱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小病
大养，养成大病，甚至让小弟忧虑成疾，
我就决定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带他去301
医院进行彻底的检查并施以相应的医
治。

301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的通俗叫法。对军队医院，人总是从心
理上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当然，我有
个在北京某部任职的同学，他与这家医
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决定带
小弟去北京301医院最重要的原因。

但固原并没有直达北京的航班。
我们是先直航到天津，然后乘动车去北
京南站。在动车上，同学发短信说今天
值班，不敢擅离，因此请朋友小王前来
接站。

他同时发来了小王的手机号。
车一路顺畅，很快驶过了夜色中的

301医院，直达同学单位门口，同学都站
在单位门旁边的羊蝎子店前等着我们。

吃羊蝎子没问题吧？虽然简陋了
一点，但今天不巧轮换值班，不敢走远，
又吃不准你们什么时候到，不敢到别处
订座。不过，羊蝎子你们宁夏人常吃，
应该是合胃口的。

老朋友，你知道的，我对吃饭的地
方是最不讲究的，我们在学院的时候街
边小店不也常去吗？

进屋落座。
羊蝎子是羊龙骨部位的通俗叫

法。俗话说：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
吃羊。而羊身上最美味可口的就是羊
脊椎。将脊椎一块一块拆开，形似“丫”
字，那块块骨头就像是张扬的蝎子，故
名羊蝎子。生活在宁夏的人，如果说没
有吃过羊蝎子，那就不是地道的宁夏
人。

小弟与我的两位同学不熟，也因为
身体的原因不能饮酒。同学就劝他：那
你好好吃菜。你不是腰椎不好吗？这
是羊的脊椎，你多吃，吃啥补啥。

我只是频繁地与两位同学碰酒。
要知道，我们已经整整四年没有见面
了。

你也尝一块北京的羊蝎子啊，别光
顾了喝酒。

我就象征性地从翻腾着的红油沸
汤中捞起一块羊骨头来吃，果然觉得没
有宁夏的羊蝎子味道好。

吃完饭后，就往医院旁边的宾馆
走，肚子里面像是塞进去了一个桶，哐
当哐当响。

小弟说，你装了一肚子的酒。
第二天诊断结束，结论是稀松平常

的腰肌劳损，并无大碍，情况好到医生
连两片药都不愿意开。不像小弟以前
去的那些医院和碰到的江湖郎中，想尽
办法塞给你两大包都装不下的药。人
民军队就是好啊。

我和小弟心花怒放，想疯狂地庆祝
一下。我想起了在宁夏和我一起吃羊
蝎子庆贺她离婚的一个女人。

她离婚后就离开了银川，来到了北
京，感觉她就像是跟银川这座城市闹别
扭、离婚了一样。

我在月坛医院附近，你们过来吧。
足足坐了四十分钟的出租车，我们

才见到她。
她坚持要去一家火锅店吃火锅。
北京的羊蝎子不能跟宁夏的比。

一是味膻，不像宁夏黄河的滩羊，吃的
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拉出来的羊
粪豆都是六味地黄丸；二是肉质柴，没
有宁夏的肉质嫩。她说。

她在宁夏的时候，我们就是酒友，
只要相聚，非两瓶高度白酒不能结
束。她拿到离婚证的当天，我正好在
银川，就到玉皇阁北街的盛世花园酒
店点了一锅羊蝎子，两瓶高度白酒。
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菜。酒喝完
了，沉寂下来的锅子里漂浮着一层红
白相间的肥腻的羊汤，还有桌子上相
隔不远的两碟羊骨头。

她在北京从事的工作，对外是保密
的，但应该是与航天工业有关。这个，
不宜过细、深入地探询。

你怎么样？在北京还习惯吗？
在哪儿都是生存，都是生活，无所

谓好坏和习惯。
但起码心情不同。这儿应该比银

川环境要好一些，收入高一些。
都差不多。挣得多，但吸的霾也

多。小弟的病看得怎样了？月坛这边
有家骨科医院，我有个朋友在里面，要

不要联系再查一下？
小弟连忙笑着摆手说：不用不用。

我是心理负担比病情更严重，现在检查
了没事，负担就没有了。

她微着笑说，也是。主要是心情。
转过头端起酒对我说，哪？我们俩再走
一个？

咣！
在银川，还有你跟我可以这样喝；

在北京，没人跟我这样喝的，我也不想
喝。她干了杯中酒，点了一根烟。埋在
锅汽烟雾里的她的脸，看上去更年轻、
更真实一些。

我和小弟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候
机的时候，她发了条微信给我：

哪里的羊蝎子都一样，没多大差
别。当你吃尽了肉之后，剩下的，只有
坚硬的骨头。

李方 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
家高级研讨班、第32期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高级研修班（编辑班）学员，宁夏文学
院签约作家。先后在《北京文学》《中国
作家》《飞天》《山花》等全国上百家报刊
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

《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
等转载或入选文学年选。出版散文画
集《梦境额济纳》、长篇文化随笔《一个
人的电影史》《传奇·李方微小说精选
集》。曾获《黄河文学》双年奖、《散文选
刊》首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小小说选
刊》双年奖。

清晨的鸟鸣

不是每个清晨都由鸟儿叫醒
也不是今天才有雨水
推开窗子，洗亮的树枝上
只剩下一只画眉
抖动羽毛后又飞向另一个小区
我知道更多鸟儿
此时已经隐身
正如我们揣着许多心事
表面阳光，稍有风吹
便去向不明
下雨不是天天有的事
天空因飞翔却更加明媚
这段文字还没写完
雨就停了，此时早晨八九点
鸟儿又跳在了小树林
落向键盘，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城市后面

车水马龙后面
有一片记忆，正以山水
在高楼旁边呈现
那天我经过时
看到湖水洗过的城市
在蓝天中有了晨曦
如果太阳疲倦了
在这里可以找到座位
喧哗也可在此小憩
仿佛大自然原谅了钢筋水泥
花草们开始大口呼吸
我停下脚步
想再看看老人的安详
和孩子的笑声
这是城市背后的城市
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片山水
需要在大街小巷中找一个位置

赏花记

香樟梧桐和几声鸟鸣
带领我们，后来是花海
汹涌奔向山顶
樱花没有尽头，我们便无法停止
女人忙着留下自己
树下挤满长发和裙子
以及欢声笑语
一阵风吹过来，花瓣像蝴蝶
在我身边飞舞，也像雪花
即将融化大地
我一边叮嘱蹦跳的妻儿
一边用手扶住花枝
不让花朵绽放得过于激烈

海枯石还在

难以想象要有多大灾难
大海才能哭干
难以置信，为了山盟海誓
鱼把自己当作钉子
一头扎进石里，活了亿万岁
现在我相信了这一片喀斯特
都是大海骨头
依然波澜壮阔
其中最高的两块，人称夫妻峰
我更愿意望成灯塔
矗立茫茫人海
照亮这片土地
等待乱石中长出葱郁
让另一个我，重回海水

幸福

一条小狗被带到了广场
有着宽阔的幸福
夕阳灿烂地拥抱了它
不再呼来唤去
有着自由的幸福
它欢快奔跑
仿佛刚来到人世
好奇万事万物
不知寻找什么
只看到另一条狗到来后
它才安静下来

慢慢凑上前去
像是要把自己找到的幸福
送给朋友和家人

善意的发现

对面阳台上的孕妇
看着房顶吊下的南瓜出神
都将面临瓜熟蒂落
都在阳光下，孕育最后的甜蜜

我从书中抬头看到了这幕
睡意全无，仿佛与清晨
歌声一起醒来
把阳光下的成长赞美

孕妇突然一个趄趔
旁边的南瓜也跟着晃动
我情不自禁伸出双手
她们站稳后浑然不觉，我也诧异

第一次发现自己能超越时空
能将善意做到极致

平衡

拉手风琴的人
紧紧搂抱着过去
顺便也把我拉了进去
应该是一个老人
他（她）想拉回美好
继续跳动青春
可还算年轻的我
却开始满目沧桑
手风琴把风花雪月，天上人间
按进黑白键盘
当作日月交替
在努力趋于一种平衡
这个时候风不要吹
不要扬起短袖
不要吹乱拉琴人的白发

女儿游泳记

三岁的女儿
手划脚蹬，往河中游去
她以为父母就是救生衣
自己不会下沉
看到那面人少，水也干净
却不知远方
落日即将沉水，黑夜也将来临
而水下漩涡
足以装下一个生命
当有人惊慌呼叫
我们把她推回岸边
她才“哇”地大哭起来
对于错误浑然不觉
更不知江湖水深

窗前黄葛树

明天将是呆在家中第七日
我略显不安推开窗子
发现黄葛树光亮油绿
仿佛没有经历冬天
不知有一种伤害叫疫情
我看到远方的杨树和桑树
瘦得只剩树枝
让我不得不想到疫区
想到口罩后面的人们，
而这棵黄葛树除了枝繁叶茂
还将粗壮根须裸露大地
虽然无法行走，却必有一根
顺着长江指向了远方
树叶上虫咬、鸟啄后的洞孔
我更愿看成是留给春风的通道
后面跟着风筝和笑声

涂拥 四川泸州人。有组诗
发表《诗刊》《作家》《星星》《诗歌
月刊》《诗选刊》等刊，有诗作入选
多种年选。川江都市报《川江》诗
刊主编。

席湖作品

花开
时节
（版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