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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院的花事鲁院的花事
□□申瑞瑾申瑞瑾

我和海燕是在2016年3月14日傍

晚，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南门闯进那场

花事的。

我熟门熟路地自南门左拐，沿林荫

小道往前。远远地看到两个男生，走近

一看，是大庆诗人立光与上海诗人俊

国。之前建立了班级微信群，知道他们

的名字和模样。立光接住我的行李，俊

国接住海燕的。踏上台阶的时候，我瞥

见大门两侧的一排高大乔木，无叶，初

开的白花，花香袭人。而我曾入鲁院短

训半月，记忆里只有冰封的池塘、孤寂

的塑像和光秃秃的树。

春天来了，玉兰终于亮明身份，掐

准日子似的迎接着们这一拨学员。

南方也有玉兰，常见的是广玉兰，

常绿乔木。似荷的白花藏在肉肉的叶

片里，饱满却含蓄，易令人想起那些叫

玉兰的女子。也有一种唤深山含笑的

光叶白兰，花与叶共生，我最近才认得。

不得不承认，我的目光一开始就被

鲁院的玉兰拽住了。

玉兰乍开时白里带几丝浅紫，海南

同学开贤说，这应该是白玉兰，紫玉兰

叫辛夷。多年前我被女文友写文喻作

紫玉兰，后来在杨村一苗圃遇到，树及

人高，满枝桠的红紫，花冠杯状，当时

我心里还隐隐不爽，怎么被形容成这

种花呢？

才两天，鲁院门口的玉兰就开大

了，白得稀里哗啦，晶莹如雪。天空仿

佛专为白玉兰当背景，蓝得没有一丝杂

质。玉兰或若少妇或似少女，在“北京

蓝”的映衬下风姿绰约、落落大方。行

道树里还有淡紫色的二乔玉兰，说是白

玉兰与紫玉兰的爱情产物，在B座的一

侧矜持绽放。

玉兰在院子里展开一轮花事时，梅

园满树的花苞才蠢蠢欲动。

每天下午5点多就有同学绕着飘

香的院子散步，有时一群，有时几

个。半月后，玉兰渐残，嫩叶初长，枝

头偶有晚熟的花与新叶并肩。我每天

拿着单反相机对着玉兰狂拍，好像要

抓住什么。同学们忙着相互熟悉，同

时沉浸在盛大的玉兰花事里无法抽离。

与此同时，梅，千姿百态的梅，粉墨

登场了。

一日自南门外出，看到转弯处一地

浅紫的泡桐花。抬头望去，也留心到铁

栅栏里的紫玉兰，低调、灵动，跟我当年

在苗圃见到的全然两样。迟开的紫玉

兰，倒是稍稍抚平了我终将失去白玉兰

的惆怅。

汉代刘歆所著的《西京杂记》卷一

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

树……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

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证实汉初

即有赏梅习俗。但湖南人不认得梅的

大有人在，我曾在公园梅林几次听人惊

呼：“哇，桃花开得这么早！”

曾几何时，梅于我，也只是文字里

见过，画里赏过。踏雪寻梅，何尝不是

南方人从字面引发的浮想联翩。

始遇腊梅，是2016年的元旦的惊

鸿一瞥，而非日后与鲁院之梅的日日相

见。金黄的腊梅，腊梅科，如蜡般晶莹

剔透，香若禅似道。而蔷薇科的梅，惟

有暗香，是另一种清奇。鲁院的梅，

是蔷薇科的梅。我没留意是哪一树梅

率先开的花，只记住入校10天左右花

就开了。同学们开始三五成群流连

于梅园，友谊在暗香中滋生，被白玉

兰或轻或重灼伤的疤，一时间都忘了

去管。

每一株梅树上都挂着不同的身世，

我记不得那些学名，满目粉红白，满目

单瓣、重瓣与复瓣，是家乡梅林不可比

拟的。

抵京近1个月才迎来了第一场敷

衍了事的雨，地面都来不及打湿。而鲁

院、京城，每一朵花都盈盈地开着。

梅园的花事 20 天不到。自从梅

花落尽，我就很少进梅园了。丰盈之

后必然凋零，是每朵花、每个人逃脱

不了的宿命。与梅花几近同时退场的

还有紫玉兰和梨花。粉海棠强撑着不

肯撤离；丁香在池塘对面密密地书写

白与紫的故事，有风的午后，风生生将

细碎的丁香赶进流水沟，草地上尽是

声声叹息；池塘边花缸里的莲正努力

睁开眼，立光与长征怕渴了它们，偷偷

装了水来浇灌，我心想，院子里的花都

养得这么好，园丁难道会单单冷落了

它们？

春暮，海棠与丁香相继谢幕，惟剩

小径旁的蓝鸢尾，梅园的蒲公英，沈从

文塑像旁的芍药，冰心老人身边的红月

季，以及边开边落的桐花。

桑葚被吃了好些天，我才想起跟同

学去采摘，在茂密高大的桑葚树下，望

着在树上摘果子的同学，我好似回到童

年。不，童年我压根儿没摘过桑葚呀。

有人将青梅带进教室，说是梅园

的。我终于重新走入梅园，探望缀满枝

头的青梅。有人开始倒计时，计算归期

或者说离日。我笑他们矫情，自顾自关

注着未竟的花事。

准确地说，我是5月27日发现第一

朵睡莲的，白色的，怯怯的。

不知莲是何日入了池塘，也不知何

时有了锦鲤。池里有了莲和鱼后，同学

们开始三三两两在池边闲坐或唱歌。

6月，最耀眼的花事几乎全归属莲了。

池塘除了我最爱的睡莲，还有碗莲。碗

莲纤弱袅娜，远不如荷塘或荷田里的莲

霸气，却自成清婉。

跨越春夏两季，花儿们你走我来，

授课老师来来去去。我爱一个人坐在

窗前，煮一壶黑茶，等着此起彼伏的花

事上演。偶然也夜立池边，不顾乍起的

凉风，与睡莲说上几句体己话。当然，

一些点拨，一些教诲，一些友谊，都融进

繁复的花事，镌刻我心。

结业典礼后，有些同学不辞而别，

他们不敢面对别离。我多留了一天，天

刚蒙蒙亮，我悄悄下楼。睡莲没醒，连

锦鲤都没醒，只有碗莲醒着，朝开暮合

的木槿不知何时醒的，我与它道了别。

离愁就在那一刻喷薄而出，我继续与院

子里文学前辈的塑像一一道别，与玉兰

树上的青果道别，与已经挂白果的银杏

道别，它们不会说话，它们不会出卖我

眼里的不舍。

四个月的鲁院生活，在我看来，是

繁华一梦，是接二连三的花事。在与

植物的交流中我感受到太多的不能言

喻，远比我在与人的交往中来得轻松

与自然。

新的花事将在鲁院重现，树是旧

树，花非旧花，人非故人。季季花事皆

为匠心打造的心灵花园，玉兰教会我们

感恩，梅花要我们坚韧，莲让我们纤尘

不染，丁香令我们相信真情……就连花

树上的果实，也是鼓励。

自天南海北奔赴同一个理想的我

们，曾聚首那座花园，却终究散落天

涯。而总有些种子，会破土发芽，开最

美的花，结最好的果。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

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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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今年三年级，她上一二年级时，每天晚上妻子

要给她削四五支铅笔，排放在文具盒里，给她第二天使

唤。上了三年级，开始学习使用钢笔了，也等于是换笔。

我就注意到两件事情，她几乎是隔三差五要妈妈给她

买新笔，因为她接二连三地丢掉和用坏了新买的钢笔。

后来她看上我用的笔，并很快毁掉了我使用了十来年

的钢笔。还有，期中考试前夜，她的文具盒里排放着一

模一样的四支新钢笔，主要怕考试时钢笔发生故障影

响考试成绩。

现在的孩子提出买文具，不会有家长拒绝的，在当

下这大概是国人最乐意最高尚的理财方式。不过孩子

用笔的奢侈，真的勾起我与笔的一段回忆，我要给她讲

讲这个故事。

小时候家里穷，我上一年级时还用过石笔、石板，

后来就是铅笔，然后捡哥哥们用剩的破水笔，水笔基本

都是残次的“三结合”，笔帽笔尖笔杆都是混搭，不是原

装的“一家人”。四结合也不稀奇，摇摇晃晃的笔杆上缠

烂胶布、烂线绳的多了去了。那些旧水笔轮到我用，笔

尖不是磨偏就是已经磨秃了，而且老“屙墨水”，就是笔

肚里灌上一管子墨水，第二天到校拔开笔帽，墨水可能

基本上都糊在你的两只手上。现在想来，水笔使唤久

了，再重新搭配组装起来凑合着使，它肯定要跑冒滴漏

了。

最毁人的，就是那种便宜的竹杆黑帽的圆珠笔，那

种欲哭无泪的书写至今思来我还是伤心欲碎，现在说

它就是便宜没好货，可那时家里就能买得起这种便宜

货，你无权选择。这种笔的特点是，你不用它，它可以在

纸上划个印子；你一用它，它就没油了。往往是你越用

它写，它越写不出来，你越用力写，压迫它写，它就涩涩

地出些油，写的字有横没竖，有起笔没收笔，见首不见

尾。纸张糙脆的练习本还常常被油笔划得破碎。针对这

种不堪，大人们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往笔尖儿上呵气，

大概是觉得，既然叫油笔，那么呵上热气就能融化了油

笔里的油墨，油下得畅快了，书写自然就能流利些。

还记得那时上课，老能听见前后左右的同学们给油笔尖儿呵气的哈哈

声，都一样的，我们都是穷孩子。大人教的这个方法根本无效，反而令我们

更难堪——我们贫寒，那烂油笔芯比我们还寒酸，哪有油水呢？指望呵一口

热气就能让油笔咕嘟咕嘟下油，无异于说一句热情的话就哄出周扒皮一堆

钱来，所以，不大可能。我那时的体会就是，遇到这种笔芯就绝望，彻底绝

望。我曾经给一支油笔芯呵气，呵了又呵，后来几乎塞进喉咙里了，呵气呵

得我热泪都流出来了，照样写不出来。所以，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我第一次理

解就是定向的——投的是烂油笔，我想我要正好碰上那种油笔写不出字

来、又可以马上去当兵吃粮，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投笔的，别说从军，从工从

商从政，都可以。

那时常常转念头，我要能使唤上一支自己的新笔就好了。

转眼上了四年级，当年我已经接管了供应全家烧煤的营生，知道怎么

接管吗？接过的是一套干活儿的家什，家长1分钱不给，就让你出门自己去

找。写到这里我简直哭笑不得，我的爹娘太厉害了，绝对是当我们奇兵使用

的。我是他们的第五个儿子，别说他们不稀罕了，就算还稀罕呢，也在心里

打过五折了。爹爹老说一句话，叫“好儿不吃十年闲饭”，我们弟兄几个都是

六七岁抬，八九岁挑，十来岁就该干吗干吗去，要给家计独当一面。穷人的

孩子早当家嘛。其实我才不想当这个家。

当时村边有六七家公家的单位，我必须利用早晨或上午下午的课余时

间去村边的厂矿食堂或医院拣麸炭（烧过一火的煤核儿）。就是那年冬天的

某一天，我在村里的供销社看上一支银灰色的圆珠笔，那支笔很端庄，立在

货架上的纸盒里，定价是5毛零几分，但不超过5毛5分。不要怀疑我的记

忆。我让售货员拿下来仔细看过后，更加喜欢，决心买下它来。当时我攒了

几毛钱，都是拣牙膏皮（一个2分钱）卖到废品收购站。在筹款期间我经常去

供销社去瞅瞅那支笔，我非常担心哪天被别人买走。

记得攒到差几分钱的时候，我很长时间连1分钱的破烂都没捡到，那时

和我一样寻寻觅觅凄凄惨惨切切的穷孩子太多太多了，而1分钱，太少了。

我向妈妈求援，妈妈1分钱也没给，还义正辞严地呵斥，“别的笔就不能写字

了？”是啊，在理啊。可是我怎么给妈妈解释我的想法呢？我那时还真不会表

达一个愿望，我也没有权利表达任何一个愿望，妈妈也不会听：张嘴要钱就

是无理要求。现在寻思，那时家里就是拮据，不是不给1分钱，而是1分钱也

不往这上头花。一文钱逼倒英雄汉的事天天有，我既不是英雄又不算汉子，

就算逼倒了，逼得连翻两个跟斗，还是1分钱别想。

不过我还是想买下那支新笔，那就等于我的全部野心了。我的想法就

是买下那支笔，把它从崭新使唤到破旧，我不想老是捡哥哥破旧的烂笔。那

时去学校似乎也没啥可学的，我学习成绩一般，我没想过买一支新笔来改

善和提高学习成绩，那么想没意思，我就是想有一支新笔而已。

熬人的转折点绝对是等来的，记得那时候郊区文工团的水源有两个，

一个是水池，一个是水罐，那段时间应该是供水不正常的缘故，眉目干净衣

着整洁的演员经常端盆拎桶爬到水罐上取水。

记得那天是晴天，上午放了学回家挑上筐就出门，吃饭前妈妈看见我

闲晃是会打骂的，所以，拣炭一可以合理出门，二可以远避打骂，一箭双雕。

那天连一个做伴儿的小伙伴都没碰上，这也能说明问题，马上吃晌午

饭，就那么点时间，一般家长都不想把孩子撵出门去。我挑着筐晃荡着路过

大水罐，寒风冷峭但铁罐被冬日阳光晒了一上午，靠上去暖乎乎的，些许有

些春的意思。

我靠着暖和了一会儿，顺着水罐肚子上焊的小铁梯子爬到水罐上头，

水罐上留着一个脸盆大小的口儿，口上有一个可以加锁的铁盖子，我就扒

在那个口上往下瞧，当然是没事可干，胡乱看看水深浅的，但就那一看，猜

我瞧见了什么？透过安静清亮的水面，我看到一个东西，一个钢镚儿啊，天

爷啊，它在水下躺着，发着一轮一轮的璀璨的银光，庄严而沉静地等着我，

不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感觉它盛大得像一朵洁白的莲花。我那时没见过

大钱，但一眼就能认出那个钢镚儿是5分钱，5分钱是最大的钢镚儿。

水罐里的水已经不深，不过深不深当时根本不是我的问题，那时村里

丈二深的蓄水池，我一个猛子可以摸着底，请你不必怀疑一个在贫寒农家

开始独当一面的子弟的行动力。

我把担杖上的铁丝钩固定在水罐口上，顺着担杖出溜下去，捡起那枚

冷藏得彻骨寒的硬币……

那天我没有再去拣炭，而是马上返回家里拿出存下的钱马上去供销社

买下那支笔。我付足了钱，手里还有一个小钢镚儿的零头。

那是我拥有的第一支自己的新笔，为了它，真费了一些劲儿，我一直用

到高一，还误进了重点班。

那支笔的终结也是一个冬天，我背着书包到五六里远的高中，路经一

道侧斜坡，那个地段长年背阴，到了冬天积下雨雪，更是冻得滑溜，那时能

穿的最美观的鞋子就是塑料底布鞋，现在必须研究当时的穷酸穿戴，那种

塑料底的单布鞋在冬天出门着地走几步就冻透了，每年冬天脚上长冻疮。

穿旧的塑料底已经磨得没有花纹，再冻一下，简直就是一副滑板，踏上的又

是那种侧斜坡，那天早起上学路经那里，一脚不慎滑倒了，搓出去起码有两

步远，书包也跟着甩出去，书本文具撒落在马路上，包括我那支端庄的灰

笔。爬起来拾掇了东西，一瘸一拐到了学校，上课时拿出来要用，发现笔杆

已经断了，带螺丝扣的地方摔裂掉块儿了，一次报销。

这是一个完整的笔的故事，那支笔来之不易，去之意外。但它是我惟一

记忆深刻的笔。后来我用过不少好看的笔，却没啥可说的东西。这个小故事

告诉我的小女儿，如果有一杆笔让你难忘，你就得爱惜它。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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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磨房已经是非常遥远的

景象了。哪曾想到，几十年后的2016年盛

夏，在美丽的甘南，偏僻的冶力关镇池沟村，

我见到了仅存于记忆中的磨房。

池沟村的磨房建在穿村而过的河沟上。

河沟不宽也不深，也就1.5米多的样子，水深

不到1米。只因坡度大，水流湍急，垂伸于水

中的木头桨叶，在激流的冲击下，匀速地旋

转起来。磨房里的石磨便开始了运转，喂进

磨口的麦子，经过石磨碾压，出磨时变成了

面粉。

磨房没有地基，地基是横在河沟上的两

根粗实的圆木。磨房不大，充其量10个平

方。房子是木板房，屋顶也用木板盖成。因为

是木板房，天长日久，风吹雨淋，木板房上如

缀满补丁的衣服一般。那一块块补丁的颜色

有深有浅，深的已经发黑，浅的已经发灰。立

在河沟之上的磨房，如今像一头卸了套的老

牛，立在河沟上，一派沧桑。好在磨房下的

水，一刻不停哗哗地唱着同一首歌向前奔流。蹲在磨房一旁抽旱烟

的老农说：“磨房停歇十多年了，房子已破旧不堪，可我们一直不舍

得撤掉它。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我们吃的粮食都是水磨磨的，可以

说是磨房供养了我们池沟村一代又一代人。”

池沟村的磨房并没有因为时代进步了而被当做多余之物拆掉。

不由得让我想起老家磨房的命运，心里好不感叹。我老家也有一座

磨房，那磨房要比池沟村的大。老家的磨房全由清一色的青石条砌

成，建在悬崖峭壁之上，有人称它为好看的石房子，更多的人则叫它

石磨房。石磨房一共3间房，一间是磨米磨面的加工房，一间是囤粮

食的仓库，一间是磨房主人睡觉做饭的房子。那磨房建在河岸边上，

石磨靠悬在水里的木桨带动，可以说省人省力。用现在的话说，是典

型的绿色工业。

磨房一年四季生意兴隆，四邻八乡的乡亲，都会挑着装满稻谷

的箩筐，到磨房加工。自我记事时起，就常随父母到磨房磨米磨面。

当大人在磨房把稻谷加工成大米时，我则坐在磨房山头前一棵大柳

树下的石条上，欣赏那冲击桨叶之后一泻10米之远的水流，那水

柱是白色的，在阳光下闪着白光，水落在河滩时，深滩被水流冲出

比簸箕还大的水窝，那水纹用力地向外扩散，最终又被上游的来水

所覆盖。

周而复始，石磨房、大柳树成为我儿时最美丽的乡村风景。随着

改革开放，电力的快速发展，电磨很快替代了水磨，磨房自然而然受

到冷落，加上年久失修，如今磨房只剩下残墙断壁。那棵二人牵手才

能环抱的柳树，据说被磨房的主人砍伐，做了自己的寿木。为什么冶

力关镇池沟村的磨房能够被完好地保留，而我故乡那用石条砌成、

远比眼前木板磨房坚固百倍的磨房，却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无声无

息地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

星星布满了整个宇宙，月亮与繁星的光辉将山村照得如同白

昼。我望着眼前轮廓分明的磨房，仿佛是一座神殿立在眼前。月光

下，抽着旱烟的老农对我说：“你不知道，用水磨磨出的包谷和面粉

是多么的好吃，蒸出的馒头又软又甜，煮出的玉米糊香甜可口，用水

磨加工谷物，省工省时省钱省力。现今的年轻娃太图省事，没有耐心

到磨房加工粮食，习惯拿钱到镇上的粮店去买现成的米面。”

如今的池沟村早已今非昔比，全村的人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二

层小楼，楼前养着花草、种着蔬菜，不少农家将沟里的水直接引到庭

院里，小桥流水别有一番风味。池沟村以磨房为中心，修建了休闲广

场和文化墙，古朴与现代的反差，勾勒出池沟村新农村的独特韵味，

成为甘南新农村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磨房虽小，在池沟村上了岁数人的心里它却最重要；磨房虽旧，

在面貌一新的池沟村它却最为显眼；磨房虽然已经成为过去，可它

却成为了池沟村人永远的回味。在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池沟村新农村

这面旗帜的人们看来，磨房又成为池沟村的一道不得不看的风景，

一个乡村的地标，一个让人思古忆今回味无穷的地方。

水在轻声歌唱，磨声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坐三个半小时的高铁

我潜入了你的城市

然后打车

来到一家咖啡小店

一杯拿铁

两碟蔬果

还有窗外你的寓所

回程的车票已经买好

我有五个小时的时光可以打磨

每个周六

我都如期而至

来赴一场自己的约会

没有阴谋也没有阳谋

只是期待某一天

与你有一个不经意的邂逅

玫 瑰

这一刻我需要喃喃自语

沿着诗歌的来路

感谢你

你是开在我心灵的花朵

世上最脏的东西都无法玷污

在经年的轮回中

我把你藏在心的最深处

用爱浇灌

即使磬石碎成齑粉

流水化为乌有

所有的爱情都成明日黄花

你仍保留含苞未放的样子

每一个失意的夜晚

当你在心中徐徐盛开

我就会在迷茫和伤痛中

含笑而哭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
学员）

拿拿 铁铁（（外一首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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