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和远方，并不在“别处”

◆

园林是都市的“梦余”

鱼丽

词是诗余，园林是都市的“梦余”。

古猗园里，斜生一树桂花，散布着海棠盈
盈———园子里， 一点儿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静得像一幅画。 记得松江的醉白池里蔷薇也
多，梅树俏丽，桃红色，浅浅的，像宋人院画，?
工巧。住的地方离城越来越远，却越来越接地
气，去园林游玩，看植物开花，不再是一个富贵
的梦想。

入夏时分的秋霞浦，有芭蕉摇曳；深秋的
桂林公园，桂子飘香……沪居多年，明清时代
的园林像一幅画卷般展开，四季皆宜，似可做
一篇长篇随笔了。

沪上“西园”，错落有致地点缀在青浦、嘉
定、松江、南汇等地，多处郊野，既有油画的实，

亦有国画的韵。有本怀旧式的画集，描摹出来
的“西园”尤感如此———细笔青绿的园林，点染
其间，感觉也由浑厚转为细密。画家的雅意也
就全在于此吧。

去得最多的是古猗园。松桧梧柏，翠竹猗
猗，?园林之胜。有一次冬天去，下了点薄雪，

细巧地覆在那屋宇的薄瓦上，?有点西园小雪
的味道。这种小型的冬天况味，于都市的高楼
之间，自然是少见了，因而它在我心中留下美
好的影像，我曾为它撰写过几篇随笔，那些性
情文字，正如沪上的冬雪，薄薄地敷染了一层，

稍添了些优雅之气。

只记得，淡季去时，那园子?清幽，老树?
多，园子里绿荫怡人。走在一团一团的树荫下，

仿佛能感受到古人的优雅。

在园林里缓步慢行， 节奏不是那么快，像
缓慢地翻阅手卷， 也会遇到许多美好事物，那
是一种松弛，一种缓慢。逍遥步西园，内心纵然
婉转深沉，可绝不心如止水，只是慢慢品味属
于自己最好的光阴。

在日落前的一瞬，夕阳残照已经挪到我书
架最上边的一格。满室皆暗，只有书架上边无
限明媚。明式风格的书橱里，写园林的书有好
几本，没事翻翻，设想古人是如何的优雅古穆，

也是一桩乐事。王峥赠送的《书与画》杂志，已
经集起好多册了，平常闲暇时分翻翻，书页之
间，颇觉水流潺湲，草木自馨。

忽一日，就翻到了一画：《西园雅集图》。画
中，以“之”字形的曲水分割画面。水流时隐时
现，有藏有露，有机地将画中景物串联起来。一
干文人雅士，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

或看书，或说经，正是宾主均?尽宴游之乐……

米芾还为此图作记，云：“水石潺湲，风竹相吞，

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

嗟呼！ 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 岂易得此
哉。”

在中国文人画的园林图式里，读到了那么
一句：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感觉不俗。如
果读懂了西园雅集，也许就慢慢读懂了中国文
人画的这层文化襟怀。

西园雅集，可与晋代王羲之“兰亭集会”相
比。我对画名?好奇，为什么叫西园雅集？而不
是东园？原来古代时候，地广人稀，比较适宜建
园，那时候，人们喜欢在西园玩。想那时候，那
些车马客，联翩而来的心情是何等的风雅与荣
耀，西园自然也无上荣耀起来了。只可惜雅集
之事，历经百年而已零落殆尽，空余一幅图画，

记其清游而已。

上海园林之美原也就有别于北方。许是我
到上海之后，这些身处郊野的园子风物与我的
精神格调天然相契， 对园林的迷恋自然而然，

耐人寻味起来。（选自《上海：海上风情录》）

“园林巧于因借”

金泓

苏州人是幸运的， 当四面八方的游客把
去园林当作旅游的一部分时， 苏州人早已把
去园林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于我，偷得浮生半
日闲，便会去园林走一走。狮子林，是经常去
的一个。

去得多了，去得久了，自然不必像那些游客
一样刻意留意导游对园子来龙去脉的讲解，也
不会像乾隆皇帝那样赞不绝口甚至贪爱得要将
整个园子搬回自己家， 更没有当年那些虔诚的
僧侣们那样静默地听“狮子吼”而醍醐灌顶。我
只是像拜访一位老朋友一样去看看它。

不再耽于嬉玩于假山，不再惊讶于岿然于
一池中的石舫， 我独独迷恋上了园子里的花
窗。明末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一书中把花窗称
为“漏砖墙”或“漏明墙”，“凡有观眺处筑斯，似
避外隐内之义”。一步一景，全赖它。透过花窗
观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虽影影绰绰，却更加
丰富。但是匆匆过客是?容易将它们当成走马

观花的一个背景，一个隐约模糊的符号。然而它
们本身也是一幅图，一个美丽而繁芜的世界。《园
冶》中提到了菱花式、绦环式、竹节式、人字式等
16种，如此复杂的几何世界，是演不完的变化，是
道不尽的万象。而那形象的实物花窗，则蕴含了
古人美好的愿望。如花瓶寓意四季平安，桃子寓
意福寿安康，葫芦寓意子孙连绵等。

狮子林中最别致的花窗当数琴棋书画 “四
雅”花窗了。四个形状不同的花窗里分别塑有古
琴、围棋盘、函装线书、画卷，为园子增添了不少
雅气。但我以为，真正的风雅绝不是雕刻在园子
中肆意显现的。雅，是用心寻求的一个过程，一
种心境。透过各式的花窗，看几枝竹叶扶疏，看
几朵梅花争艳，看一楼朦胧，看一池荡漾。本来
熟悉寻常的景，因着花窗的阻隔，而变化出别样
的韵味。计成说“园林巧于因借”，一扇花窗，便
将远景借成近景，将实景借成虚景，平添许多意
趣来。

无须刻意，无须雕琢，大自然也懂得蒙太奇。

几扇花窗，本来静默的中国画，如今在阳光的帮
助下，却成了生动的故事。站在花窗前，任清风随
意吹拂，任思绪逍遥遨游。想几百年前黄家的小
姐独自一人，轻摇纨扇，对着花窗赏着与今日相
似的风景； 想几百年前黄家的小姐独自一人，斜
倚栏杆，对着花窗哀叹着“人比黄花瘦”的心事。

于是，突然了悟：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斗转星
移；但园内的世界，却年年??仿佛相似。（选自
《苏州：吴门酒一杯》）

龙翔桥的人间烟火
吴卓平

说起“龙翔桥”这三个字，总会有一种热热闹
闹的气息扑面而来。 而它之于老底子杭州人，恰
如王熙凤之于荣国府，每每提及这个地名，身虽
未到，其神已传得淋漓尽致———车水马龙，人潮
涌动，灯红酒绿……

与繁华喧闹的龙翔桥一对比， 不远处的西
湖，倒有了些黛玉的味道。

不过，不少初来乍到的外地游客总是一头雾

水，“只知道老婆饼里没有老婆，夫妻肺片里没有
夫妻，难道龙翔桥也没有桥吗？”

你还别说，即便是杭州人，如果年纪不达标，

怕是也说不出龙翔桥究竟是一座怎样的桥。放眼
全杭州最热闹的延安路，除了人行天桥外，还有
其他桥吗？

事实上， 杭州现存了一批有名无实的桥：井
亭桥、众安桥、小车桥、天水桥……隐约透露出漫
长?月里，一个湿漉漉的杭州。

龙翔桥亦如此。

这一说， 就要说到南宋的第五个皇帝理宗，

原名赵与莒。那是宋宁宗末期，权相史弥远独掌
朝政，赵与莒是他从绍兴山阴县找来的一个光屁
股玩泥巴的小孩， 是宋太祖流落民间的落魄后
代。赵与莒先被封为沂王，居住在后市街，嘉定十
七年（1224年）八月，宁宗弥留之际，史弥远以皇
帝的名义发出诏书：册立赵与莒为皇太子，几天
后便成了理宗。

困龙腾空，人生得意，理宗登基之后便把旧
王府改为道观，赐额“龙翔”，称龙翔宫。元朝至元
年间，龙翔宫被大火烧毁，之后迁到浣纱西河重
建。桥以宫名，故称龙翔桥。

到了上世纪 70年代，由于河道淤塞、建设人
防工事等种种原因，浣沙河开始填埋，取而代之
的是浣纱路。当然，浣纱河上的那些桥也全部被
拆除，其中就包括了龙翔桥。也是从那时候起，龙
翔再无桥，只留下一个名字，沿用至今。

尽管徒具其名，但龙翔桥并没有因此淡出杭
州人的记忆，相反，龙翔桥成了一片更大、更热闹
的区域，倒真有点“龙出生天”的意思———这块杭
州最热闹的地方， 开始引领着整座城市甩开膀
子、迈开步子往前奔。

随便找一个 50?以上的老杭州人， 问一问
他们印象中杭州哪里最时髦，得到的答案八成是
“还能去哪逛，龙翔桥啊！”

每到夜晚，龙翔桥又是另一番光景。在邓丽
君甜美的歌声中，年轻的人们一头扎进龙翔桥的
海鲜夜排档，推杯换盏，划拳行令。

它的接地气，它的人间烟火味，它的温良实
在，让人难以割舍，更让人充满期待。（选自《杭
州：钱塘风物好》）

一座城，伫立在历史长河边，披着时间的
柔光，看岁月流转，世事变迁。它静默不语，却
内涵万千。它的故事，远非走马观花、匆匆打卡
可以领略；而是要点一炉香，温一壶酒，与它对
坐，慢品细读。

当我们奔波在现代生活的高速轨道上，需
要不断地回溯来处， 以便汲取滋养心灵的能
量，明晰未来的道路和生活的方向。通过中国
旅游出版社的“一人一城”系列，作家让一座城
市的气质、气息、气韵自然浮现出来。在这样的
个人视角中，一座城市在漫漫光阴里沉淀下的
温暖，将会浸润和拥抱我们的此时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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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年幼时，对食物的爱恨鲜
明而强烈，可淡得也快。一个 6 ?
的孩子若是瞧见榴莲这样的东西，

他的肚子会难受得翻江倒海。同
样，有些东西对他们却是无上的美
味，一想到就觉得快活，吃的时候
高兴得要命。但这种激情往往也会
随着时间而彻底消失，比如那种小
小的巧克力饼干。

在十八九?的时候，人对美食
的感知力尚不存在，顶多也是在萌
芽阶段。我记得我刚上大学一年级
那会儿，最接近“品鉴美食”的经历
就是有天半夜去了亨利小馆———

就是好莱坞大道上的那家老亨利，

人人都说它背后的老板是卓别林。

等了许久， 松饼端上来了。它
大得跟桌面似的， 边儿向内卷着。

两名女招待手忙脚乱地对付它，店
内的食客都盯着我们，而我要确保
饼上涂的黄油化了之后才能抹苹
果酱， 而且要充分淋上柠檬汁，洒
够肉桂粉。

女招待把这个庞然大物卷起
来的时候， 我总是得把眼光移开：

她俩实在太紧张，连舌头都伸了出
来。松饼切好了，撒上糖粉，放在我面前。到底
有没有吃完自己那一半，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
也没法想象自己现在还会点这东西吃。

然而，尽管混杂着势利的气息和炫耀的味
道，但正是这些对食物的天真尝试，预示着一
个年轻人日后会变成哪一类人。他面临两种选
择———这个二分法经常被人胡乱引用———吃
是为了活着，还是活着是为了吃。

但凡是个正常人， 就必须把食物吃进嘴，

好为身体提供营养。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更何
况还有漫长的做饭时间和消化时间。

在 20到 50?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要花上
大约两万小时来咀嚼和吞咽食物， 折合下来，

相当于不停气儿地吃上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单
是想想这个事实就够让人泄气的了！

年过 50?之后， 尤其是如果我们还继续
可悲地装作自己还年轻， 我们就会开始发福。

此时，即便是最迟钝的人也该警醒了。但不幸
的是，50?后发胖的现象实在太常见， 以至于
我们以为大腹便便和双下巴就是年老的一部
分。

相反，我们应当意识到这是填塞过度的身
体提出的最后抗议， 我们需要减轻它的负担，

让身体在最后这些年里过得轻松愉快。在饮食
上，我们应当有所节制了。

然而，此时正是“品鉴美食”登场，发挥它
那至为抚慰人心的作用的时候。老人家会对某
种特殊的口味或口感产生渴望，他们想吃的东
西即便形式粗陋，也远超过苛刻的家人所能了
解的程度。他们可能会说他冷酷无情，而他的
行为在自己看来相当合理，就像故事中那位古
代水手，他心爱的儿子在海上失踪了，当有人
终于鼓起勇气向他报告噩耗时，那位老人冷冷
地盯着来人一分钟，目光移向窗外，望着波涛
汹涌的大海，厉声说道：“啰唆什么，我的茶呢？

我要我的茶！”

但我们必定会变老，也必定要吃饭。一旦
接受了这些事实， 有个举动就顺理成章了：人
应该为自己布置一项愉悦的任务，那就是帮助
自己的味蕾习得高雅的品位。这样一来，人们
就不必在不情不愿中迈入晚年，相反，恰恰因
为懂得了品鉴美味的妙趣，可以轻松愉快地度
过这一生。

对于精致风味的欣赏———愿意尝试各式
各样的口味，且拥有敏锐的味蕾———将会始终
常伴我们左右，温暖我们的心房。

（摘自《立马上菜》，[美]M·F·K·费雪著，
苏西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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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衣上马蹴坚冰

总的来看， 在南郑的这段经历里，

最让陆游得意的有四件大事，后来的?
月， 陆游都在不断地回忆这段经历，甚
至可以这样说，这种回忆在一定程度上
成了他后半生的精神支柱。那么，是哪
四件大事呢？我把这四件大事大致分为
两类，一类是文的，一类是武的。文的有
一件事，武的有三件事。我们先来看武
的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陆游以军事参谋的
身份，向“司令员”王炎献计献策。到南
郑以后，陆游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思
想。他认为，要收复中原，必须首先收复
长安（今陕西西安）。而要收复长安，必
须以关中为根据地。要把握这里的地理
优势，先要囤积粮草，训练军士，如果金
人挑衅，就毫不客气地迎战；如果金人
不发动战争，那么在短期内应该以守为
主，机会成熟时再发动总的反攻，只有
拿下了长安， 收复整个中原才有保障。

这个战略思想并不是陆游的个人创见，

以前的抗金名将张浚、虞允文等人也这
样提过。

除了提出北伐中原自长安始的根
本战略思想之外，陆游还对王炎的用人
政策提出了个人意见。比如说，当时王
炎任用吴挺执掌兵权，吴挺是抗金名将
吴璘的儿子，因为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四
川、陕西一带对金作战，?熟悉这里的
形势， 在军队里也树立了一定的威信。

可是陆游来到南郑以后，经过多方面的
接触，他发现吴挺?不可靠。吴挺为人
骄横武断，养了一大帮子人，?有点拉
帮结派的味道，还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
的过失杀人，连王炎都管不住他。最让

陆游看不惯的，还是吴挺沉湎于奢侈的生
活，花钱如流水，对北伐收复的事情似乎
并不怎么上心。 陆游这个人我们都了解，

眼里最是容不得沙子， 心里藏不住话的，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一下王炎，在这种
关键时候千万别用错了人。所以他就向王
炎提出来，要用吴璘哥哥吴玠的儿子吴拱
来代替吴挺。可是王炎认为吴拱经验没有
吴挺丰富，而且胆子也小，担心他吃败仗。

陆游却说：“谁又能保证吴挺带兵就一定
不会吃败仗呢？ 何况吴挺为人那么骄横，

又手握重兵， 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就算他打了胜仗，恐怕您就更加管不住他
了！”当时王炎因为种种考虑，并没有采纳
陆游的建议。后来，吴挺的儿子吴曦果然
谋反叛变，暗中投降金国，自己在陕西称
王。陆游的担心竟然成了现实。

陆游在南郑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他
亲身参与了对金战斗。 虽然这个时候，还
在军事准备阶段，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战
事，但是因为位置处在最前线，小股的遭
遇战是经常发生的，这也是敌我双方相互
的试探。陆游就亲身参与了好几次这样的
遭遇战。

有一次，陆游参加了发生在大散关的

战斗， 大散关就在今天陕西宝鸡的西南
边，向来是金国觊觎的军事要塞。宋金曾
经有好多次在大散关这个地方交火，但金
人始终没能打开这个缺口。边疆的战斗是
艰苦的，陆游在诗里回忆说：“铁衣上马蹴
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两军对峙的时候，

有时甚至好多天都不能生火做饭，只能靠
冰冷的干粮充饥。可是这样的生活，陆游
并不觉得有多艰苦，“一寸赤心惟报国”，

因为这是他赤胆忠心报效国家的最好机
会，这才是他梦想的金戈铁马的生活。

还有一次，陆游甚至骑着战马，在冰
天雪地的晚上，突破金兵的防线，悄悄渡
过渭水，插入敌军腹地。他到金兵的地盘
上去干什么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
可能就是王炎派出去的情报人员，也就是
“间谍”。陆游本来就是一个身手不凡的剑
客，在这类关键时刻，他最擅长的剑术就
能发挥作用了。事实证明，陆游确实圆满
地完成了任务，他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严
密封锁，及时地将金军的内部情报带回王
炎的军营，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工作。

在南郑从军的日子里，像这样的小规
模战事和情报交流，随时都在发生，陆游
过的军营生活基本上就是枕戈待旦，风餐

露宿，几乎没有清闲的时候。像夜间急行
军啊，野外露营啊，边防巡视啊，甚至孤身
一人突破敌军防线传递情报啊， 等等，都
给他的军营生活增加了新鲜内容，当然也
增加了危险。

陆游在南郑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我
们前面讲过的上山打老虎。那个时候当兵，

在不打仗的时候还有一项任务， 那就是打
猎。打猎并不只是娱乐休闲那么简单，是跟
打仗有直接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猎
就是一种军事训练， 可以锻炼士兵们的身
手和胆量， 大规模的打猎甚至有相当于军
事演习的功能。 陆游单枪匹马打死老虎的
事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除了这三件直接跟打仗有关系的大
事之外， 陆游还迎来了他作为诗人的高
潮，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说到的，在文的方
面，他在南郑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他的
诗歌创作出现了质的飞跃。

到南郑以前，陆游已经是名声显赫的
高产诗人、 著名作家了。 他在 42?的时
候，曾经亲自删订了以前的诗稿，集为《剑
南诗稿》， 只收集了 42 ?以前的 125 首
诗。他自己说，这 125 首诗不足他所有诗
作的十分之一。

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九月一日夜读诗
稿有感走笔作歌》 中说，“四十从戎驻南
郑”“诗家三昧忽见前”。 直到在南郑从军
的时候，他才突然领悟到了“诗家三昧”，

也就是写诗的真谛，才发现自己以前对诗
的理解根本是不透彻的。那么，要成为一
个真正的诗人，关键到底在哪里呢？

陆游接下来解释了：“天机云锦用在
我，剪裁妙处非刀尺。”陆游想说的是：要
想把诗写好，光是熟悉格律啊、典故啊、辞
藻啊这些都还不够，应该包含饱满的真情
实感、丰富的阅历和深沉的思想。

（十九）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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