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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稿野桃花野桃花
赵希平

早春二月野桃花，
错落层叠百丈崖。
浅绿山中遥似雪，
熹微晨里灿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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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娟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万物闹春宴
柳静

一花一石都有意
柴华林

近日，偶然心动，约一二好友，
遂往享有“京城第一枝”美誉的卧
佛寺探梅。

自北京植物园东门入，经曹雪
芹故居，土房瓦舍，静寂无声；过澄
明湖，湖面微波粼粼，沿湖岸柳，倒
垂金丝，婀娜款款。虽有轻寒，但
脚下的土地已不再坚实，越发柔
软、蓬松，草坪已返青，一蓬蓬的迎
春花已开满枝条，黄色的花朵儿像
一颗颗星星，而植物园最著名的桃
树，枝条上缀满了一朵朵的花儿，
桃粉色像极了小姑娘的脸，而玉兰
树则争先恐后地举起毛茸茸、拇指
长的花苞，跃跃欲试。它们就等着
一阵东风，一缕艳阳，一丝微雨
……一切都呼之欲出，春天已经到
来！

卧佛寺偏东一隅，苍松翠柏掩
映着梁家墓园，我们特地拜谒了梁
启超先生墓。而后，继续往卧佛寺
寻梅。向北步行约20分钟，就望
见了依山而上的石阶香道，香道两
侧是一片苍黑的古桧树，树干粗
壮，树冠相交，就已令人心生肃
穆。顺山势仰望，光彩夺目的便是
那座四柱七楼的琉璃牌坊了。牌
坊匾额为乾隆御笔题“同参密藏”，
背面为“具足精言”。过了牌坊便
是山门，正中门额上悬着“十方普
觉寺”，又名卧佛寺，这寺始建于唐
贞观年间，原名兜率寺，又名寿安
寺，历代有废有建。

山门外树木繁杂，与同伴四下
寻觅，却不见腊梅芳踪，只见进出
山门的游人络绎不绝，有的胸前挂

着相机，有的手里摆弄着手机，是
了，寒梅藏于古寺。买票入寺，第
一进院便是天王殿，殿内天王端
坐，寂寂不见人来拜我，我便怡然
见众生赏花。院内有一半圆形月
池即放生池，池内游弋着簇簇红
鲤，池上有石桥一座，桥柱的汉白
玉雕刻十分精美，游人皆眼望腊梅
穿桥而过，无人驻足。放生池周边
种着十几株腊梅，未及细看，先闻
见暗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
花香似茉莉，但比之更浓、更幽
远。树高多是两三米，主干有大拇
指粗细，枝条疏落有致，一朵朵明
黄色的小花犹如蜜蜡精雕而成，无
端在枯枝上绽放，那样熠熠生辉，
怎不让人轻拢枝条细细欣赏？我
喜欢素心腊梅，它的花瓣纯黄，花

蕊洁白，香幽味远，颇有出尘之美；
而磬口腊梅，花瓣外层深黄色，内
层紫色，花蕊紫红，香味浓，则有娇
弱之美；还识得一种花淡黄色，紫
红心，花瓣狭长，不知何人命名为
狗牙腊梅。

赏梅人三五成群，围着腊梅摆
姿拍照、闭目闻香，不亦乐乎。真
是佛前宝像无人拜，庭中尽是赏梅
人。天王殿的东侧有一株古腊梅，
比其他腊梅略高些，主干也更粗
壮，被铁栅栏四下围住，花朵并不
繁密，颜色也不亮丽，是淡黄色，花
期已近尾声。相传是唐代贞观年
间栽种的，也有说种于元代或清
代，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是当之无愧
的“京城腊梅之冠”。它曾经一度
枯萎，而后又发新芽，长势繁茂，所

以又称“二度梅”，传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中海棠复生的那个桥段，
就是受卧佛寺“梅开二度”的启发
而创作。这株古腊梅若知自己曾
立此奇功，不知如何欣慰。

今人爱梅，不似古人爱梅者
甚，只看那香雪海一般的清辞丽
句，就略知一二。咏白梅的“不同
桃李混芳尘”“雪似梅花，梅花似
雪”；咏红梅的“晓来一树如繁杏”

“流水空山有落霞”，甚至咏墨梅的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
坤”……白梅懒赋赋红梅，咏黄腊
梅花的何其少？找寻半天方寻到
一首“香蜜染成宫样黄”的咏野腊
梅诗。追踪溯源到《本草纲目》，书
里记载：“腊梅，释名黄梅花，此物
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而香又相

近，色似蜜蜡，故得此名。”原来如
此，但因其都有“雪虐风号愈凛然，
花中气节最高坚”的风骨，所以是
梅非梅都奇绝，才令陆游恨不得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
翁”。

诗人们爱梅，借物抒怀，如果
“东君也不爱惜，雪压霜欺”，那就
以茶当酒发现“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的不寻常之美，
如果不甘心于竹篱茅舍，那就需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的自警自励。忽然想起刚拜谒
过的梁启超墓，那墓碑上只有“先
考任公府君暨李太夫人墓”的字
样，梁任公一生著述无数，在世留
存遗嘱，却要求墓碑上不留一字。
噫！老年旧事无人说。

农历三月，春寒料峭。清风细雨
知人意晓时节，滋润万物，催发生
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大自然中
的每个小生灵都争先恐后地在朝朝
暮暮中不负韶华，匆忙赴约一场热闹
的春之盛宴。

北宋诗人宋祁在古诗《玉楼春·
春景》中写道：“绿杨烟外晓寒轻，红
杏枝头春意闹。”更是描绘出了春意
盎然，万物闹春的一派欢腾景象。诗
词中杨柳如烟，最先感知春暖，枝杈
上热闹地盛放着一片嫩绿，虽是清
晨，寒气轻微，但杨柳的柔情早已暖
化了这份春寒。粉嫩的杏花更是含
羞笑吟，娇艳欲滴，万万不会错过这
烂漫又热闹的大好春光，暖风吹过脸
颊，她们在一团粉红中仰起脸来，梨
涡浅笑，明眸皓齿，娇俏柔媚，像一道
美丽的倩影，投射于每个人的波心。
想必她此刻正在伸长脖颈倾听春风
细语、鸟儿情话吧。想必她正笑眯着
柔美杏眼，遥望风筝盈盈轻舞吧？

这时，漫步在野外山水间，握一
束柔柔晨光，放在我们的脸庞，一股
惬意感涌遍全身。这时不难发现，山
川河流已冰雪融化，正在奏响一曲动
听美妙的交响乐，或激昂，或舒缓地
在耳畔响起。一株株青草，早已忍受
够了寒冬的寂寞，迫不及待地探出嫩
绿的小脑袋，张望着外面热闹的世
界。那鲜嫩的草芽儿，想必轻轻一
按，就能挤出草香味的水滴，这怎能不
让人疼惜呢？简直让人舍不得踩它半
脚，只得踮起脚尖绕路走开罢了。

山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儿
们，在这场热闹的春之盛宴里，怎能
缺席呢？她们没有牡丹富贵，没有玫
瑰娇艳，但她们会随风轻舞，努力开
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即使再小再
素淡，也是芬芳美丽的一朵儿。即使
斑斑点点，也会在某个时间，落入别
人惊喜的眼眸中。随行的小娃儿们，
一会儿捞一网蝌蚪，一会儿在草地上
嬉戏打滚儿，一会儿描绘一幅写生风

景画，一会儿戏水打闹。仿佛在此
刻，他们是全世界的主宰，可以随心
所欲，尽情耍弄。这时的大人们，哼
上一曲怀旧的小曲儿，吟一阕岁月静
好，放下人世间所有的烟火、流年、红
尘、沧桑，让它们随风浅浅遇，淡淡
忘，只享受当下的美好。唯有惊叹，
人间值得，活着真好。

这时，走在城市街道中，金色阳
光透过斑斑点点的树叶，在地面上跳
跃。眼前的小巷幽静，花木扶疏，楼
房雅致，瞧那散发着幽幽清香的树木
杈儿上，一个个鲜嫩的枝芽开始慢慢
透出新意。树上那一片片小小的、新
新的，在阳光下闪着光的嫩叶子，让人
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种崭新的希望。

春是岁月的图腾，有着迷人的
风情。迎着初春的阳光，感受着春天
的气息，我们去赶赴一场青春的盛
宴。唯有不负春光，只争朝夕，勇敢
追梦，我们才能在短暂的生命时光里
不负韶华，春山可望！

脂砚斋对我来说，永远都是一个谜。是女是男？与曹
雪芹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续弦，还是红颜知己？对这部书
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批注得如此精细和动情。现在
对我来说，一边读原著一边读批语，好像读书时身旁站着
一个知情者，时不时就插上一段精辟的书评，对理解这部
迷惑的书，有一种豁然开朗或点拨的作用，这盏如星光闪
耀的灯火，始终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万事开头难，写小说也一样。《红楼梦》是怎样开头的
呢？实际真正的写小说高手，写小说时都是打着荒诞的幌
子，把作者真正想要说的藏在满纸假语谎言之中。《山海
经》里面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曹雪芹就借这个故事，把
一僧一道扔在荒唐山无稽崖的大青埂峰下，两个神仙级的
大师开始絮絮叨叨讲“灵通宝玉”的前世今生，讲到煽情之
处，还说饮愁海之水和眼泪还债的风月之事。观古今小说
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狡猾之笔，只有曹公能想得出
来，胸中如此好文字，手中如此新笔墨。他可能就是想要
走出古今小说的窠臼，避免那些写滥的俗套。

脂砚斋的书评总能画龙点睛。她的点睛批语与书中
的故事总是珠联璧合，曹雪芹写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
畔，有一株绛珠草，脱胎下凡，实际暗喻林黛玉和贾宝玉木
石前盟的爱情故事。一般读者读到这里也如走进太虚幻
境一样云山雾罩，只有脂砚斋能读明白。批语：妙！然后
来了一句古诗：三生石上旧精魂。我钦佩脂砚斋，不光是
她批语精湛，更是佩服她学识博渊，文学修养极其深厚。
这句古诗引出一段公案：古时候有一个富家子弟叫李源，
父亲是个大官，在安史之乱中死去，这件事对小李打击太
大了。丧父使他立马看破红尘，然后毅然披上袈裟立地学
佛。那个寺院的方丈叫圆泽，时间长了与小李关系相处很
亲密也谈得来，经常一起聊天到天明。有一天，两个人一
起去峨眉山，他们船行到了南浦的时候，看到岸边有一位
穿绸缎的孕妇正在河边打水，看见圆泽两眼泪水就流了下
来，小李一脸懵。圆泽说，这妇人姓王，我来世是她的儿
子。三天后你来王妇人家看我，我到时候会对你一笑。等
到十三年后的中秋，你去杭州的天竺寺外，我一定再和你
见面。这天夜里圆泽就往生了，小李听说那妇人也是在那

个时辰生产的。三天后小李去看新生婴儿，婴儿见到小李
果然笑了，小李相信了圆泽说的话。

十三年后，小李从洛阳到杭州天竺寺，忽然听湖畔传
来一个牧童的歌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小李听了，知道是圆
泽的转世，感动得泪眼汪汪。牧童随后又唱道：“身前身后
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己遍，却回烟棹上瞿
塘。”牧童唱完掉头而去，从此不知去向。前世、今生、来世
好像早已注定，尤其是男女的情缘也是前世提前约定。宝
玉与黛玉前世是如何约定的呢？一个是顽石转世，一个是
仙草投胎，曹雪芹就是用这样荒诞传奇的笔法，讲述了一
花一石的木石姻缘。

脂砚斋读了曹雪芹小说神来之笔的开头，感叹地在眉
批中写道：曹雪芹以顽石和草木为偶像，实在是经历过这
种情感风月之波澜，饱尝前世情缘之滋味，书中这种木石
前盟的悲剧结果，是作者在发泄胸中的苦闷。古诗“一花
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正是说的这种心境。脂砚
斋有意把原诗中一花一竹改为一花一石，暗喻黛玉和宝
玉。我查了查百度，原诗是刘长卿写的一首《戏赠干越尼
子歌》，以前没有读过这首诗，通过脂砚斋批语认真地读了
一遍全诗。这首诗是作者写给一个十五岁出家的鄱阳女
子，厌向春江披上袈裟，五年持戒美貌如花，亭亭玉立静守
禅舍，好像有一个姓秦的北方来客与她相逢，一花一竹如
果懂得情义，不说话也不笑就能把人心留住。刘长卿写给
尼姑的诗，脂砚斋为何点睛在这里，无非是感叹曹雪芹写
黛玉眼泪还债，古今多少风流惟有二玉之情债吧。

（未完待续）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北京明城
墙遗址公园桃花盛放，与古老的内城
东南角楼相映生辉。遗憾的是，角楼
对面的蟠桃宫，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湮
没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相传农历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
的寿辰。这一天循例在瑶池举办蟠桃
会，宴请各路神仙。为此，自明清至新
中国成立初期，每年三月初一至初三，
北京蟠桃宫也要开庙三天，举行隆重
的蟠桃圣会。大约是1954年的某个周
日，笔者与几位同事怀着好奇的心情，
骑自行车出了崇文门，沿护城河一路
向东，直奔蟠桃宫，一探究竟。

蟠桃宫在东便门内护城河南岸，
坐南朝北，全称“护国太平蟠桃宫”。
规模不大，进入山门，前殿为灵官殿，
后殿为王母殿，供奉王母娘娘塑像。
庙前人头攒动，摊铺林立，卖香烛的、
卖小吃的、卖玩具的，五花八门，应有
尽有。殿外摆放着一只高大的铜香
炉，香烟缭绕，钟磬齐鸣，男女老幼摩
肩接踵，虔诚地三跪九叩，举香膜拜，

两进院落挤得水泄不通。更为有趣的
是，东配殿的送子娘娘塑像前，陈列着
一排漂亮的、形态各异的泥娃娃，那些
盼子心切或久婚未育的善男信女，恭
敬地献上香资，用自带的红绳拴走一
个中意的泥娃娃，期待来年早生贵子，
得偿夙愿。如今，“麟儿哪有神送到？”
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送子娘娘当然

“门庭冷落”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当年香火

旺盛的蟠桃宫，已于1985年至1987年
拓宽马路和修建东便门立交桥时陆续
拆除。目前，只有立交桥西南侧绿地
中3米多高、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的《护
国太平宫碑》，历经300余年，依旧巍然
耸立；而清代杨静亭的这首《竹枝词》，
更是引起了过来人对蟠桃圣会的无限
遐思：

都门杂咏
三月初三春正长，
蟠桃宫里看烧香。
沿河一带风微起，
十丈红尘匝地扬。

蟠
桃
宫
琐
忆

蟠
桃
宫
琐
忆

左
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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