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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从上海市区出发，坐
在车里静静地朝远郊松江驶去，
心情便会平静和安宁起来。我一
生都住在喧嚣繁华的城市里，在
纽约和上海两地来回穿梭，近 10
年我在松江居住，认识了很多松
江人，他们说话带着很重的乡下
口音，我喜欢他们的朴实勤劳善
良和慷慨。本来是一个上海人，
现在我也很喜欢讲自己是一个松
江人。

我在上海出生。退休后，每
年我都会从纽约飞回上海生活半
年多，入秋从纽约回国，过完了冬
天，才飞回纽约。以前我家在常熟
路长乐路口，我跟姐妹们逛马路，
总是从常熟路拐个弯，到淮海路
上散步。我印象中的上海，就是
熟悉的商店和法国梧桐树。我们
定做大衣会去鸿翔时装店，我们
定做皮鞋会去兰棠皮鞋店，我们
理发一定会去沪江理发店。

每次回国，都感到上海日新
月异，渐渐地，上海已经发展到
家门口都找不到的地步。我们老
上海的心里常常会有失落感，走
进任何一个地方，已经听不到真
正的上海话，而我的家也从上海

搬到了松江。我开始说自己是乡下人，到市里去玩，见到亲友
总爱多说一句，阿拉乡下人到上海来白相了。

几年前，在松江大学城附近，车子经过一个地方，一眼
望去是一片湖水，波光粼粼的湖水上，飘逸着一大片三角形
屋檐，那屋檐非常古朴典雅，就在水平线上，只见屋顶，不
见房屋，这个建筑群完全沉浸在水里，令人惊叹。原来，这
就是有名的广富林遗址。

广富林距今已有 6000多年历史，这个古建筑群以三座巨
型的宫殿般的建筑，仅露出那三角形斜坡的屋顶，漂浮在波
光灵动的富林湖面，屋檐高低错落有致，周边的亭台楼塔，
布局严谨巧妙，尤其是很多的木石结构，造型古朴，色彩低
调，甫入景区，宛入仙境。

上海在我印象中，跟悠久的中华文化历史似乎不太搭界
的。怎么在离开上海市区並不太远的地方，会有这样一片古
色古香的水面上的屋檐？我对松江陡地充满了好奇。

让人带领着，我们先把闻名遐迩的泰晤士小镇、钟书
阁、佘山教堂、植物园走了一遍。

松江有7所大学，形成大学城区的特有文化风情。我花半
天时间，浏览参观了松江大学城里的大部分大学，这些大学
都比我以前到过的大学宽阔宏伟得多。松江地大人少，整个
城市都没有拥挤的地方，偶尔在校园里遇到那些朝气勃勃的
年轻学生时，他们都很乐意与我合影。

视觉艺术学院真的是非常美丽，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一个
典雅古朴的茶社，门口是荷花池，正是夕阳下的美景，我们
留影荷花池，又品茗饮茶楼。

让我更加惊艳的是松江新城的核心，往张江科技方向走
的2号地铁上，往往有人让座。那是因为上海浦东有个张江科
技角，那里出没的青年有礼貌有教养，是人们公认的美好新
事物。现在松江新城却造了一座宏伟的科技城，被称为漕河
泾南部综合体。

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会知道松江会出现世界最长的城
市产业长廊，名为：拉斐尔云廊。一大片正在热火朝天建设
中的楼群，抬头看，竟然有一片云一般似乎飘浮着的屋顶，
那蓝色天空下面，便是松江区的金融集聚区，被命名为：松
江智慧港。

一些高大上的项目，也纷纷落户松江。纵然它们的文化
与科技的高度，带着神奇的速度、神秘的色彩直达云端，但
它们的实体却稳定地扎根在厚实、丰沃的松江土地上，而未
来的知识界精英将云集在松江新城新区的周围。

每当我驰骋在松江的大道上，松江总是一如既往地安
静，马路宽敞，车水马龙有序前行，建筑宏伟壮观、气宇轩
昂矗立在路旁。我觉察到松江跟其他城市有明显的不同之
处，即使在松江的商业街道上，装饰风格也都很得体，我看
到的松江是一派少有的大气磅礴和宁静美丽。

于是我开始搜索了一下松江的历史，这一下我找到了上
海的根，原来在松江。

松江是一个千年古城，建城已有 1260年，上海最早出现
人类的地方就是松江广富林。发现了广富林遗址后，在发掘
中，又发现了良渚文化土台，而且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墓葬
最多的遗址。

大约在 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来自中原地区安徽
北部、河南东南部及山东地区的先民，从黄河流域一带向长
江流域迁徙。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了广富林附近地带，在这
里定居生存繁衍，与本土的南方文明碰撞融合，他们就是这
片土地上最早的移民。

世人谈到上海，往往只知它的繁华与现代化的发达。唯
从广富林遗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秦朝，秦至南朝梁时期，
此地曾称海盐县、前京县、青浦县，自唐代天宝十年，成为
华亭县，这就是上海1200年前的前身。

至 1277 年，华亭县升为府，同时建立了松江府。至清
代，松江属下是华亭、上海、青浦、奉贤、南汇、金山和娄
县七个县，从此在地图上出现了上海这个名称。

上海带着松江的泥土芬芳，带着广富林的传说，向世界
开放，展示出这个海派城市的特有风貌。在上海的文化里，
早已传承了中国的传统习俗礼仪，也融汇了西方国家成熟的
风土人情。

松江区默默地退在上海身后，它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
黄昏的阳光把一切景色镀上了金光，我多次走在古老的广富
林石板路上，想着它几千年来的历史。原本静静地沉睡在地
下，寂静无声，因着水面上的屋顶浮出了水面，从 4000多年
前的一个原始村落，走向了一座富甲天下的繁华古城。松江
在历史上寻找到它的来历，也让大上海找到了它的祖先。

我现在很喜欢骄傲地对人说：我是松江人。

来到沁源前，我对山西的印象，
多半不离贾樟柯的电影。他在 《站
台》《小武》《山河故人》 等影片里呈
现的山西地理风貌，再三地强化着我
对山西的认知。2011 年我大学毕业，
在漫长的毕业旅行中，也曾游荡到平
遥、太原、榆次，一路上所见之景，
亦与贾氏电影里的镜头相差无几。

然而，沁源是一个特例。它是山
西的江南，是漫漫黄土中沁人心脾的
一块绿洲。昨天傍晚，我们的汽车从
太原驶出，越是临近沁源，我眼中的
碧色就越浓郁。暮光铺洒在静默的山
岗，一层又一层的绿随着微风轻轻摆
荡，在它们生动的眼波里，装着夏日
的密语，也装着未知的远方。很多年
前听到的雷光夏的一首歌，突然就跳

回我脑海，那条绵长的旋律，结下了
厚实的绿叶。对，那是些阔叶林带的叶
子，叶片上的纹理清晰可辨……不知过
了多久，满车的人都睡着了，我从耳机
里的民谣歌声中缓过神来，不经意地
朝窗外一眺，竟然以为回到了故乡。

故乡，一个熟悉又温暖的词汇。
我的记忆渐渐复苏：幼年时分，在滇
东北深处的小城，也是这样的黄昏，
祖父去幼儿园接我回家。一路上，夕
曛把敝旧的小城镀上了一层童话中的
金色。远处的青山重重复重重，覆盖
着苍苍的植被。我还那么小，远方那
么大，在我视线的极点，整个世界青
山辽阔，这份辽阔让人心焦，让人渴
念。我问祖父山的那边是什么，祖父
说还是山。我说那么再翻过去呢，他

说翻过去了，山的背后也还有山。我
问：“全世界都是山吗？”他说不是
的，翻过许多山后，在远方，还有平
原，有大海，有丘陵和沙漠，有数不
清的城市和数不清的人们。我说：“爷
爷，我要快点长大，和你翻过山，去
别的地方玩。”祖父笑了，他把我的手
紧紧地握了一握，慢悠悠地说道：“等
你长大了，爷爷就死了。”

一转眼，祖父已辞世十余载，我
也离开故乡十多年了，但这个片断，
在我的记忆中却日渐清晰。无论我走
多远，故乡都会以一种持续的、神秘
的方式召唤我。比如此刻在沁源，这
漫山遍野的绿，这蜿蜒在绿中流向远
处的溪流，这溪流中浮动闪烁的金
光，这份悠然、惆怅与唏嘘，竟与我

的故乡如此相像！
去年，我远在云南老家的杨氏家

族，历时数年，终于将一册厚厚的杨
氏家谱修订完毕。家谱的彩页上有一
株枝繁叶茂的桂花树，那是我们的祖
先在清乾隆年间从江西移居到云南后
亲手栽种的。若再将家族史往前推，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在他很小的
时候，他的祖母便告诉他，我们的根
远在山西。对，就是那个被无数中国
人认领为故乡的山西洪洞，不信你看
看你的小脚趾甲是不是分瓣的……写
下这些文字时，我正置身于沁源浩大
的苍翠中。我想，时空确实在施加某
种魔法，让我在旅途中回返故乡，这
故乡是童年的，家族的，历史的，文
化的，永恒的乡愁的……

某一年，我远走西安、宁夏时开
始琢磨地名。不知别人是否有体会，
我对那些古称谓总心怀一种景仰，进
而能闻出一股味道。西安、宁夏的名
字不止意味着安宁，还意味着平和宽
广，再往深处想，似乎又与地域特征
和人文背景关联。比如眼下我正要启
程去甘肃，边收拾行囊边自己嘀咕，
甘肃的“肃”是四声，不是江苏的

“苏”，读一声。之所以这样嘀咕，是
家乡的方言中有时不怎么区分一声和
四声。便想“肃”字之于甘地，是再
适合不过了。此刻南方草木葳蕤，京
畿之地的北方落叶如织。而查看我要
去的古浪、天祝一带，已是瑞雪纷
飞，夜里零下十几度，按内地人的感
觉，已经属于严寒。我们的版图就是
这样神奇而有趣，绕此转一圈，就是
走过四季。

我对以草命名的地方有种说不出
的好感。湖北有麻城。四川有大竹。
江西有萍乡。广东有东莞。麻城和萍
乡都好理解。麻城与天麻有关。天麻
这种东西，治气血两虚和头晕目眩。
萍乡境内水面上遍布萍草，故此得
名。有人说，竹子是草么？是的。它
长得再高再壮，却没有年轮，不分枝
杈，不具备任何木本植物的特征。所
以很悲催，它是草本。绝少有人想到
莞草是种植物，尤其在北方，很多人
闻所未闻。据说困难时期，当地人都
以莞草为食，救了不知多少性命，后
来才有了东莞，天下闻名。

天 津 有 蓟 县 。 蓟 城 、 蓟 门 、 蓟
丘、蓟州，千百年来我们就这么随口
叫。说到“我们”，可知这是生我养我
之地，既赋予生命，又赋予生命之外
的元素和条件。可绝少有人知道这也
是以草命名的地方。蓟是多年生草本
植物，茎有刺，叶子羽状，花紫红
色，瘦果椭圆形，全草可以入药。它

还有个俗名叫起起牙，我的长篇小说
《菜根谣》 早时的名字就叫 《起起牙开
花》。史学家讲，作为古地的蓟城在北
京西南，曾为周朝燕国首都。而周朝
燕国首都，据查便有燕下都古武阳之
说，位于河北保定易县南3公里的高陌
乡，易保公路纵贯。数字如此确凿，
但蓟州的史学家自有其观点。他们觉
得，陈子昂的“北登蓟丘望”就是登
临城北的府君山。既然李白题写了

“观音之阁”的匾额，就有理由站在后
山坡上写“燕山雪花大如席”。他的好
朋友杜甫在远方惦念，也不免写出

“剑外忽传收蓟北”。这就要说到众乐
乐与独乐乐了。原本语出孟子与齐宣
王的几句对话，“独乐乐，与人乐乐，
孰乐乎？”“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
乐？”国人基本耳熟能详，能引起哲学
思考的估计不在少数。

但天下之大，鲜有以“独乐”为
名的物体，偏是蓟州城内有个大宝
贝，名曰独乐寺，寺名为明代严嵩手
书。那座落款“太白”的观音之阁，
就是主体建筑，安禄山起兵叛唐曾在
此誓师。东南角有两棵菩提树，我每

次走到这里，似乎还能听到鼙鼓咚咚
作响，胡人裹兽皮衣裙跳踢踏舞，和
着鼓点的嗡鸣。那时蓟州已改称渔
阳，白居易远在陕西周至任县尉，与
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
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和杨贵妃，不
禁感慨，方有“渔阳鼙鼓动地来”的
诗句流传至今。至此不由感叹古代信
息虽不畅，诗人尚不缺位。而且语调
平和从容，仿佛因“君王不早朝”引
发的安史之乱只是别人家事。可见，
即便是同时代的君王，若赢得悲悯也
需最起码的德性。到 20 世纪 20 年代，
梁思成夫妇坐驴车不止一次来探访古
建筑，留下的手绘内部结构图，漂亮
得令人叹为观止。夕阳打在独乐寺的
右半边脸上，门前的古柏通体发光。
成群的蝙蝠在天上飞。如今时光荏
苒，建筑还是那座建筑，夕阳还是那
个夕阳，蝙蝠呢？

遥远历史中的人和事，都被尘埃
掩映了。走在青石板铺就的窄街上，
有青苔从石缝里钻出，晶莹地泛着水
珠。便想这坑洼的石板路，不知踟蹰
过多少先人，这青苔就是那时的青苔

也未可知。2018 年，我在一座古庙里
办公，去宾馆开会经常穿街走巷。长
长的胡同里只有我一个人。冷不丁看
见门洞里坐着位老人，石化般似乎从
盛唐穿越而来。拎着文件包，听着自
己空泛的足音，总能引起无限遐想，
被人戏称开发了一条旅游专线。每一
条胡同都曲径通幽，前方有居民高大
的房屋堵在胡同口，以为无路可走，
可到了近前才知，贴着檐下总有条小
路供你通行。我真是喜欢那些石板
路，从鲁班庙门前经过，便进入了一
条名叫张相公的胡同。张相公是明朝
人，曾出任山西绛州学正。在家丁忧
期间天降大雨，七七四十九日天不见
晴。张学正率人在城内构筑引水工
程，使雨水得以顺畅排出。人们为了
纪念他，修了座庙，胡同因庙而得
名，并沿用至今。

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始终没离开
一个“蓟”字。

公元1923年3月，白姓县长治嘉由
永清调至蓟县。也不知在任多久，调
离时百姓刻了一块去思碑，颂扬他的
德性。“举前政之不便者悉罢之，案无
留牍，狱无冤民，闾阎其苏，政之大
和”。碑文还详细介绍了其父远从山西
灵丘来看望儿子，先到民间查问儿子
声名如何，是否贪财，是否清廉。得
知儿子囊中如洗，钱财接济了百姓，
才放下心来。诗文中记述了两件事，
一是“飞蝗蔽天”，白县长亲力亲为，
打赢了禾苗保卫战。二是正值直奉大
战，大军压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民不聊生。白县长却免除各种税赋，
使百姓得以延喘。这块碑谁也不知从
何而来，及至被人发现，已然矗立在
独乐寺的院内。于是我想，它从民国
年间一直立在那里也未可知。

田 野 上 被 称 作 “ 蓟 ” 的 那 朵 小
花，开千年而不败。

推开阳台的玻璃门，一道道紫色
的光芒顺着阳光的流向扑面而来。空
气是凝固的，在一枝枝挺擎着的花葶
上，我分明看到了一双双闪烁的眼
神，热烈却不失含蓄，盛张又隐含诗
意，这是那几株长在阳台的蝴蝶兰所
带来的清新气息。

兰花是国人最喜爱的花草之一，
相传在远古的尧时期，已有人将野生的
兰花植入庭院。在湖北钟祥，有一座高
台被称兰台，据传因舜帝巡访至此，并
在台下种下兰花而得名。对兰花的赞
美，大多离不开它高洁、淡泊、静雅的品
质。李白有诗云：幽兰香风远，蕙草流
芳根。梁宣帝在 《兰诗》 中写道：开
花不竞节，含秀委微霜。《孔子家语》
中留下名句“芷兰生于深林，不以无
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道，不为困劳
而改节”。我亦喜兰，家里的阳台种了
剑兰、石斛兰、君子兰、蝴蝶兰，它
们与我比邻而居，就像我的亲人。

离家几公里处有一个花草市场，
这里是真正的花花世界。最吸引我

的，是一间叫香来早的兰花专卖店。
店面不大，但里面林林总总的兰花就
有近百种之多。卖花的小伙子一下子
就读懂了我惊讶的眼神，聊起与兰花
有关的话题便滔滔不绝。兰花过万
种，仅蝴蝶兰就有数百种。

蝴蝶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动物，
它终其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常常被寓
意爱情的甜蜜自由和生活的吉祥美
好。一种植物因为神肖酷似，而得以
享受了同样的礼遇，也算是另一种爱
屋及乌吧。由蝴蝶及蝴蝶兰，民间早
已准备了动人的传说。说的是在一座
清秀灵毓的大山中，藏匿着一条如诗
如画的山谷，一只蝴蝶翩跹而至，迷
恋这里的清幽美景，它在流星划过天
际的某个晚上，许下了心愿，希望可
以用一生守护这份美丽，并最终如愿
化为幽艳的蝴蝶兰，一生守望峡谷。

兰花店里，摆得最多、卖得最好
的就数粉色或紫色的蝴蝶兰了，逢上
春节或喜庆活动，更是卖得火爆。花
解人意，只需简单的花容便可凝聚为

无声的语言，传递一股股吉祥愉悦的
气息。

我家阳台盛放着的正是紫色的蝴
蝶兰。在百花齐放的春天里，它们选
择了隐忍养精，与火伞高张的夏日相
约，一同开启新的生活。它们一枝，
一枝，又一枝，悄无声色地拨动着自
己行走的时间，在叶茎之间将花葶举
起，高高的，用一个个打开的表情展
示自己内心的炽热。一朵朵蝴蝶兰的
绽放，让屋子刹时变得多彩和生动起
来。每天早晨上班前，我都会到阳台
走上一圈，在薄薄的阳光下，与花儿
对视着，彼此探望和温暖。城市的喧
嚣，让人或寄情于山水的悠远，或托
付于花草的清雅。蝴蝶兰没有强烈的
花香，但有微笑，这是另一种美，可
以让你的陶醉发自肺腑。我留意到，
蝴蝶兰都是花开一串的，一朵一朵次
第而开，最多的就有十多朵。

兰花真的靠养，从选择适当的花
盆、准备盆土，到日常施肥养护，都
需要下一番真工夫，这是真切的付

出。只是当看着这一朵朵热烈的蝴蝶兰
像一只只蝴蝶俏立于枝头的时候，你感
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邻居陈姐称赞，你家的蝴蝶兰开得
真好啊！儿子露出神秘的神色说，陈阿
姨，你知道这些兰花是哪儿来的吗？它
们都是我爸爸去年春节后从楼下的垃圾
桶边捡拾回来的。看着陈姐愕然的眼
神，我禁不住笑了。儿子说了大实
话。这些蝴蝶兰中的某一株，说不定
就是同样爱花的陈姐所丢弃的。兰花们
在人们迎春纳福的日子里吐出最后一朵
嫣艳后，被陈姐以及其他邻居扫地出
门，在即将送往垃圾填埋场的路上，遇上
了爱兰的我，从而移植到我家的阳台，传
续了生命，也让自己埋在心底的芬芳再
次呈现。

阳台上的一株株蝴蝶兰，在享受着
快乐的时光，它们与我互为睦邻，情
投意合。我觉得自己是那样荣幸。真
的，谁不想拥有一个心藏芬芳、可观可
赏可闻可抒情可展怀既养心又养学的亲
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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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草为名
尹学芸

在满目青翠中返回故乡
杨碧薇

与芳为邻
孙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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