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责任编辑：杨燕 组版：张磊

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

文化视野

8

文
化

为总结推广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的新鲜经验、典型事迹及优秀组织形式，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启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推介工作。据
了解，活动将遴选推介主题阅读、公共服务、社会推广、数字传播、组织协调等五类全民阅读项目。（史竞男）

那年夏初，我在杭州某院
校 的 家 属 院 小 住 ，院 内 有 许
多 两 米 多 高 的 小 树 ，叶 子 碧
绿 厚 实 长 似 驴 耳 ，枝 头 缀 着
许多鸡蛋大小的青果，没过多
久，果实变黄，便有人架梯采
摘，一问，方知是枇杷果。我
获赠一捧金黄的果实，掰开来
看，里面是几个深栗色的油亮
的核，果肉入口细腻甘美，滑
软多汁，甜中微微带酸，滋味
非常好。

枇杷是亚热带水果，北方
向来种植者少，去年秋天，我
到城北一个叫水木清华的小
区访友，无意中竟看到许多枇
杷树，原来，因为此树四季常
青，被开发商当成景观树种植
了。时逢深秋，浓绿的大叶间，
已有簇簇棕色的花蕾举出来，
毛茸茸得很不起眼，但冬日过
去再看，它们已经开出丛丛白
色的小花。淮北的冬天草木凋
零，这满树盛开的枇杷花，给
人如遇天人的惊喜。更惊喜的
还在后头。寻常的果树多是春
天开花秋日果熟，初夏时节花
褪残红青果小，没什么看头，
而枇杷四五月间满树金累累
黄灿灿，“树繁碧玉叶，柯叠黄
金丸”，这样的情景，怎不教人
惊讶感慨吟诵赞叹？看过一些
它的写意画，其中一张颇为难
忘：大叶墨黑，果实艳黄，几只
胖乎乎的小雏鸡在旁边悠悠
觅食，在这样一幅画前看着，
隐 约 总 有 些 担 心 ，生 怕 一 眨
眼，那甜软的果子就被鸡们啄
光了。

成都的枇杷颇有名，像我
们故乡砀山的梨园一样，五·
一还办采摘节。但比枇杷更有
名 的 是 一 条 同 名 小 巷 ，枇 杷
巷，成名原因，是这里曾经住
过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即大唐
传奇女诗人薛涛薛洪度。作为
营妓的薛涛是个不折不扣的
美貌才女，几岁时曾作“枝迎
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一句诗，
被当时还在做官的父亲认为
大不祥。后来父亲亡故，薛涛
迫于生计流落风尘，迎来送往
于各色男人中间，果真中了父
亲担心的“诗谶”。但毕竟是才
女，打小诗书熏染，多少还是
有些风骨的，晚年“退休”，她
就隐居于枇杷巷，种菖蒲，种
枇杷，菖蒲难得开花结实，被
视为祥瑞，枇杷开花凌早寒，
被视为高洁，爱慕她的文人王
建如此赞颂：“万里桥边女校
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
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风尘里打滚过来的女诗人，厌
倦了酒盏笙歌，她要和枇杷花
一起，在寒风里静一静了。

枇杷还有金丸、芦枝等几
个名字，因为叶和果都与琵琵
形似，这个名字叫得最响。枇
杷 与 琵 琶 ，像 双 胞 胎 的 俩 孩
子，叫来叫去有时就走神了，
有一个段子发生在明朝，画家
沈周收到友人送来的枇杷，附
信上却写成“敬奉琵琶”，沈
回信讥笑:“承惠琵琶，开奁视
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恍
然大悟的朋友作诗自讽：枇杷
不 是 此 琵 琶 ，只 怨 当 年 识 字
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
管尽开花。“箫管开花”这个
比喻贴切生动又对仗工整，想
这同学平日功课也不差，错写
俩字纯粹笔误罢了。沈周这家
伙也不厚道，这么好一盒果子
都堵不住嘴，要是送我，哪怕
写成泥巴，我也赶紧吃了，不
说话。

祖先崇拜，已经内化到每个中国人
的潜意识中，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未能例
外。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曾任左
拾遗，是西晋杜预十三世孙。杜预允文允
武，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现存最
早的关于《春秋左氏传》的注解；曾出任
镇南大将军，镇守荆州，推动了晋灭吴的
统一战争，被封为当阳县侯，堪称一代名
将，殁后被供奉在文庙也被供奉在武庙。
对于这样一位祖先，杜甫自然不会忽视。
在开元二十九年寒食节那天，杜甫写过
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表达了追远之
思。在《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
上都》一诗中，杜甫也说道：“尚书勋业超
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唐代将领卫伯
玉，在代宗广德年间拜江陵尹，充荆南节
度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杜甫这两句
诗，既是对卫伯玉的恭维，也是对自己远
祖杜预的赞颂。

杜甫的祖父，名审言，曾与崔融、李
峤、苏味道一起合称“文章四友”，其中以
杜审言成就最高。明代胡应麟在《诗薮》
中说：“初唐五律，必推杜审言为作者。”
对杜审言在五言律诗形成上的贡献以及
创作上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杜审言
最有名的律诗作品是《和晋陵陆丞早春
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
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
转绿萍。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诗歌
刻画了江南早春景色的秀美，也写出了
宦游思乡之情，胡应麟赞道：“初唐五言
律‘独有宦游人’第一”。对于这样一位
杰出的祖父，杜甫曾道：“吾祖诗冠古”，
洋溢着引以为荣之情。

杜甫家族长期以来“奉儒守官，未坠
素业”，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因为能诗，便
又增添了一个新传统：写诗。诚如南宋赵
蕃所说：“究其所源流，盖匪一日基。有如
审言门，遂至杜拾遗。”元初王义山也曾
说：“少陵元是谁家数，衣钵当初自审
言。”杜氏家族写诗传统对杜甫影响很
深，他在《壮游》一诗中夫子自道：“七龄
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
成一囊。”“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
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少年杜甫，文名
彰著，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别人家的孩
子”。长安十年的困顿，使杜甫体会到了
人生的艰辛，写出了一些反映自己也反
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安史之乱”爆发后，
杜甫诗歌题材发生了变化，再现了动荡
流离的社会现实，具有史的认识价值，被
誉为“诗史”。需要指出的是，杜甫诗歌在
对社会现实书写的同时，也是对家族诗

歌传统的发扬，难怪清人郑鸿评价道：
“渊源家学千秋继，不愧诗名在杜家。”

杜甫育有两子——宗文、宗武，杜甫
的儿子对于作为家学传统的诗歌又继承
得如何呢？作为一个舐犊情深的父亲，作
为一个“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诗人，杜甫
当然希望儿子能写诗。杜甫所谓的“有子
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其实只是说说而
已，并不能当真的。他在《宗武生日》一诗
中说：“诗是吾家事”，明显有希望儿子能
继承家族诗歌传统的意思。那么怎么样
才能写好诗歌呢？“熟精《文选》理，休觅
彩衣轻。”杜甫认为要多读书，特别是要
精熟《文选》，而不要追求物质享受。在
《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一诗中，杜甫也

说：“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由于
杜甫多次强调阅读《文选》，南宋张戒在
《岁寒堂诗话》中曾指出：“《文选》中求议
论而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
子，其作诗乃自《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
也。”这样说来，《文选》不但是杜甫诗歌
的武库，也涵养了他的诗歌风格。由于经
典具有永恒的魅力，“后进追取而非晚，
前修久用而未先”，除了自己运用之外，
杜甫还对儿子一再强调要把《文选》读得
滚瓜烂熟。

强调精熟《文选》，其实杜甫在很大程
度上是对小儿子说的。杜甫两个儿子的命
运不尽相同，南宋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
指出，杜甫诗中“无一字及熊儿，故余疑宗

文失学。”所谓熊儿，是宗文的小名。其实
也不是没有提到宗文，杜甫就写过《催宗
文树鸡栅》一诗，不过是催宗文干活，而不
是催他读书。所以刘克庄又说：“长子宗文
者，传记乃不言其所终，岂竟失学，遂无闻
欤？如‘树鸡栅’之类，必非精《文选》者。”
杜甫在《遣兴》一诗中称赞小儿子宗武道：

“骥儿好男儿。”所谓骥儿，乃是宗武的小
名。宗武何以被称赞呢？因为在杜甫眼里，
儿子牙牙学语之时就“诵得老夫诗”。杜甫
在《又示宗武》一诗中说：“觅句新知律，摊
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暇日
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
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
夏，达者得升堂。”这年宗武已经十五岁
了，孔子“十有五而至于学”，所以杜甫希
望儿子潜心向学，见贤思齐；对于他学问
上的进步和身体上的成长，杜甫都表达
了作为父亲的欣喜。

关于杜甫家族作诗的传统，南宋黄
力叙概括道：“要知是家传，审言以传
甫。传之而又传，衣钵传宗武。”但遗憾
的是，宗武诗无一字存者，看来他未能
克绍箕裘。清代查慎行所谓的“宗武学
能传杜老”，可谓不实之词。苏轼评价
儿子苏迈道：“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
武。”一方面反映了苏迈能继承家学胜
过宗武，另一方面又表明了苏轼的欣
慰之情。元代李昱说：“已知子可为宗
武，更愿孙能继审言。”这是对儿子不
过如此失望的表述，但把希望寄托在
孙子身上，希望孙子像杜甫一样，能继
承祖父的笔墨遗风。清初嵇宗孟则直
言不讳地指出，“忆老杜，誉儿堪鄙。宗
武诗谁纪。”因为宗武并无文字传世，
故而批评杜甫对儿子的夸耀并不可
取。对于杜甫家族的诗歌承传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足见这一问题引起了人
们的兴趣，成了历代诗人热衷言说的
话题。

杜甫是唐代诗歌的巨擘，推动了中
国诗歌的发展，可与日月齐辉。作为子
孙，他光耀门闾；作为父亲，他对儿子寄
予希望也再正常不过了。但遗憾的是，诗
书传家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普遍的情
况则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杜甫儿子默
默无闻，原因固然很多，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在他们好读书的年龄，爆发了“安史
之乱”，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已经不错
了，焉能有别的奢求？因此我们没有予以
苛责。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生而为
人，就应该无条件地自强不息，至于结果
如何，就姑且随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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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晬语 杜甫诗歌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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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武夷山的路上不自量力地带了本
《朱家溍讲北京》，结果翻来覆去只看得
进讲吃的几篇。虽说当中提及的好些老
字号早是无迹可寻，不算少的拿手好菜
中道失传，再怎么描述其美味也是搔不
到痒处，可引我饶有兴致读下去的，反而
尽是吃之外的事。比如跑堂的伙计与顾
客之间“处得像朋友一样”，大到场面上
的宴请，小到几个人的便饭，伙计都能念
着顾客的需求，张罗出一餐圆满。其对顾
客口味、趣味、品味之熟稔，如今恐怕只
能由app里的“购物推荐”完成，而前者
叫人情味。我猜想，自己之所以对那些第
宅园庭的白描文章不得耐性，大概也是
因为这种冷静、严谨、客观的笔法里缺少
情感的痕迹。而没有故事，没有人，我的
眼睛总是很快失焦。

走进山里的时候，眼睛是被密密匝
匝的竹林吸引的。笋子大呀，可不是食品
包装袋里切条切片的尺寸；竹子也是顶
天立地地茂盛，没了画框，才晓得还能画
到宣纸外老高。写生的重要恐怕真的是
要你亲眼去看一看，才不会照猫画虎。而
囿于城市懒惰如我，竟被“干如篆、节如
隶、枝如草、叶如真”的写意画蒙骗了多
年，想当然以为竹子就是那么稀稀疏疏
的枝叶，其外应是大片大片的留白，留给
飞鸟，或留给题画诗。于是乐了，没成想

美国教育学家里欧·巴士卡里雅屡屡提
到的学生们照着艺术教员的模板把一棵
树画成一支大棒糖的糟糕案例，竟也发
生在自己身上。为此我真心羡慕同行的
几位小朋友，能在这样早的年纪走进山
野，在被文学、被艺术“灌输”之前，识得
一花一树的真面目。

此外，我还顶羡慕山里人能给日常
见惯的花草起些日常的名字。比如，用来
煎饼的花就叫它“煎饼花”，简单明白，才
不管它学名别号都叫些啥。然而，这样的
名字若不是有以花煎饼的生活经验，就
是有多大的脑洞也想不出来。所以在当
地向导开腔儿之前，我只能靠着先进科
技满足自己的考据癖，让现代识图技术
告诉我，它叫金樱子，是双子叶植物药蔷
薇科植物。

山间木屋里早起早睡的奶奶就是用
这花煎饼给一路颠簸，入夜才进门的我
们加餐作夜宵的。而后每一餐早饭，都有
四海碗小菜摆在桌上，耐心等着迟起的
我从桌边好大一个电饭煲里盛两碗稀
饭。她总是怯怯地问饭菜合不合口，把都
市穿梭人群面包、奶酪、煎蛋的“汽车早
点”排除在想象之外。孙子辈儿的几个小
孩子围坐在灶台边抢着拨弄柴火，奶奶
就说，“烧着头发可不管”，没那多弯弯绕
绕。夜里洗澡出来，端一盘绿绿的“果

果”，也是简单的一句“小妹，你吃”。后来
才听当地一位老师说，光泽管这叫“文
子”，平常也不做的，因为嫌麻烦。皮是以
鼠曲草剪碎磨浆，拌入浸泡磨成糊的米，
温火煮成面团后捏成；馅儿是以腌菜、香
菇、豆干等搭配上好的笋子、腊肉；最后
才像包包子似的入笼蒸熟。其工序之繁
琐，不禁让人感叹，我们许是沾了这几个
假期跟父母回乡玩耍的小孩子的光。

奶奶住的这座二层小楼是三十几年
前建的，屋里没有洗手间，淋浴房在厨房
的一角，大概是后来改建的。木质结构的
房子不隔音，谁唱歌、谁走路、谁起夜都
听得门儿清。除了大城市灯红酒绿的吸
引力，这恐怕也是年轻人不爱居住的原
因之一吧。说来也奇怪，人在刚刚独立时
总爱嚷嚷独立空间这回事儿，但凡有一
点干涉和打扰都叽歪得不行；可独立得
久了，就好像吃厌了一人份的便当，有时
竟也怀念起挤挤挨挨坐在一处的聒噪
了。除做茶外，据说当地妇女间还有“叫
茶”的风俗，有啥话不憋着，只消擂好茶，
摆好果品，姐妹们进门就拉起家常来。

雾是在行程的最后一天起的。突如
其来的山雨把茶厂低矮的房顶砸得震耳
欲聋，我们一面在棚子底下加工包装茶
叶的袋子，一面担心明日下山的路怎么
走。谁想晚饭后雨停了一时，雾就沿着山

起来了。等不及吃到饱，就被拉着跑进山
坳里。房子有窗，窗外有树，树上有弥漫
的仙气，眼睛所见终于和小卡片上一样
了。于我，此行全是为了这张照片而来，
至此方才没有遗憾，实在惊喜，也实在幸
运。照片是在站在青钱柳下取的景，对
了，干嘛还要矫情地叫学名呢？因为若要
叫它“摇钱树”时，十次总有八次会说成

“发财树”。有趣的是，这山沟沟里竟连一
个商店也没有，沿途唯一经过的小卖部
实际什么也不卖，几天下来，我竟一张钞
票也没花。若是对茶不上瘾，来这儿没
网、没咖啡馆、也没有奢侈品商店的地方
待个把月，大概能治“剁手”。不过，这天
地灵气、日月精华生养的茶，喝上一盏，
想不上瘾，也难。

多年前，有人兴冲冲地拉我参观小
商品市场体验生活；如今，有人伴我车行
土路，爬没有台阶的山，睡没有洗手间的
木房子。便想起相识的初衷，一是共鸣，
一是新知。这一次都有了。朱家溍讲北
京，曾引庄尚严一句“苦忆黄沙大北风”，
家国沦陷时期，其思乡之心切，连风沙这
等讨厌的事都成了好滋味。从武夷山回
京的路上，天色随着每一公里黯淡阴沉，
直到以雾霾黄沙扑面，我竟怎样也不觉
得美。而去过南北极的姑娘只说：“习惯
习惯就好了。”

◎葡萄

域外风物 少年锦时

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推介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