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暗黑的楼梯一级级上去，可以看见一
扇窗。

这是一扇普通的窗，跟农村所有那些老
房子拥有的窗一样，大概六十厘米见方。窗
的四围框着木板，或许还有窗门，这个我已经
记不清了。因为窗子常年开着，有没有窗门
无所谓，即使有，也隐没在黑暗里，没有人会
留意。

这真是一扇普通的窗，没什么特别，但它
框着一方绿色。

刚上楼的时候，你是不会想起这方绿色
的。因为你上楼不是为了什么绿色，你上楼
总有别的什么事情嘛。

但是走到一半，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唤醒，
你抬起头来了。

你看见一扇窗，一方绿色。
越往上走，绿意越浓。现在你明白了，唤

醒你的是什么。就是落在你头顶、前襟、楼梯
扶手、身旁墙壁上的这片绿光。它在楼顶漫
过窗框，等待你穿过黑暗，并最终抬起头来。

每次它都不会失望。
一抬起头我就高兴起来了。立刻，我的

内心被这片绿光所充盈。我盯着它，一级级
上去，直到走到窗前。

窗外是一片竹林。跟我在农村其他地方
见到的任何一片健康的竹林一样，这片竹林
也生机勃勃。它们茎干挺拔，枝叶浓密，挺立
在我们这幢房屋所倚靠的山坡的外缘，像一
道屏风。一棵棕榈为这道屏风添上浓重的一
笔。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最初见到这片竹林的
心情了。也许是短促的“啊——”一声。也
许是微微一笑。也许是朝向窗外，张开双臂
——但只是灵魂的。

通常我不会在窗前停驻很久，因为这里
地方狭小，不适合停驻。我总是站一小会，或
匆匆一瞥，就继续往前走。

走过窗口是一片灰白的楼板。除了楼梯
口那扇窗，楼上其他后窗都关着，通向前窗的
房门也关着，这让屋子里黑黢黢的。但我仍
然可以看到楼板那端堆着的木料和木料上一
些废弃的用具，看到房梁和椽子原木的颜色，

还有椽子上面排列着的那些瓦片——它们是
黑灰色的，看上去十分质朴和深沉。

南边是一排卧室，靠西是我和老方的。
打开房门，可以看见两扇老式的木头推窗，窗
子上装着玻璃。

透过玻璃可以看见村子里其他房屋、田
野、远山以及远山上面的天空。因为年代久
远，做工粗糙，这两扇推窗开起来十分费力。
我也就懒得打开，连帘幔也经年累月地让它
们合着。

大概是六七年前的夏天吧，连日暴雨之
后，楼梯下面的灶间塌掉一个角，老房子被推
倒重建了。楼梯改变方向，被安置在房子中
间。原来空荡荡的二楼后房变成两个房间，
其中一间是书房。

原来楼梯口那个小小的后窗不见了。书
房里有一扇大大的推窗，推窗总是遮着帘幔。

拉开帘幔，可以看见屋后那片竹林。竹
林还在，那棵棕榈树没有了。竹子还是绿色
的，但是绿得很平和。它们在你面前徐徐展
开，你愿意看多久就看多久。因为窗前有一
张桌子，桌前有一把椅子。

你就呆呆的，坐在椅子上看着竹林出神。
它们为什么绿得平和了？你想。那种从

云层里透出来的光一样、能够将人唤醒的感
觉，为什么没有了？

是因为窗子变大了，你想。大窗使光散
漫，小窗使光凝聚。

你又想起停留在楼板、木料和废弃的用
具上的那片黑暗。黑暗中仿佛浮动着什么东
西，使你脚步加快、目光盯着房门而全身凝视
身后。你说不清那种感觉，如果要找一个词
形容的话，也许是疑惧。很轻微的。

但是现在，当你坐在窗前，看着竹林回想
那片黑暗的时候，心里却十分宁静。

它们是一些沉思的时光。你想。虽然老
去，却不曾离开。

正是它们使楼梯口那方绿色绽放光亮，
犹如从云层里穿出来一样。你想。

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片黑暗中的一
缕。你轻轻地想。

达夫弄·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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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弄1号
心愿

名家特稿

凡人茶馆

小院坐北朝南，白墙黛瓦，三开间的二层木
结构楼房，不算气派，但，也绝不是一般的住房，
符合郁达夫先生当时的家境，也与郁达夫先生
身上的儒雅气质相得益彰。小院依山临水，山
是鹳山，水是富春江水。它们在先生的文字里
长了年岁，而且将比我们任何人都会年长。这
点，我确信无疑。

也许因为雨天，小院前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这份寂寥，倒也贴近我此刻瞻仰的心情。我静
静地站在墙门外，很长时间，我的目光落在从院
子里探出身来的树上。在院子里栽树是江南人
家的习惯。在这样简朴而不失雅致的院落里栽
树种花，想必百年前也是如此。只是树身很年
轻，乌青的枝杈蓬蓬勃勃，与门墙上的“郁达夫
故居”有点不相匹配。不过，似乎也提醒我，我
走进的是少年郁达夫故居。

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成为镇上一个操着外
地口音的乡村医生。替病人看病之余，我唯一
的爱好是写作与读书。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开
始喜欢郁达夫先生的文字，只要是他的书，见一
本买一本。不管里面的文章重不重复，只要是
新版本都会掏钱买下来。那时我盼望下雨，因
为一下雨，医院里就很静，要不是急诊，病人一
般也不会到医院里来。我觉得看他的书最好让
自己的内心充满宁静，摒弃所有的杂念，跟着他
的文字体味他心灵深处的快乐与彷徨。欢悦着
他的欢悦，也忧伤着他的忧伤。阅读郁达夫先
生的书，我真的很用心，也很用功，有热爱之心，
又有敬畏之情。

我慢慢转过身，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铜像。毫
无疑问，那是郁达夫先生的铜像。我记得第一
次看到这座铜像时是在江边，如果我的记忆没
有偏差的话，那时的故居应该靠近江边，后面是
一座山。铜像中的郁达夫是那么的年轻，手执
书卷，目光遥远。

铜像中的郁达夫是坐着的。这样的坐式铜
像非常契合我心意。纵观郁达夫一生的命运，
让他安静地坐着，暗含某种希冀与祝愿。他的
一生似乎始终处于飘零的状态，奔波在外面，有
为生计的需要，也有出于对事业的追求，他从一
个大学调到另一个大学，由一个地方的结束到
另一个地方的开始。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情
感，好像总是找不到支点。他自己也把这种漂
泊的感觉写进文章中，尤其是他的散文与诗词
里，只要稍加体味，总是能感受到他灵魂深处的
孤独与无助。

小院内花木扶疏，洁净雅致，有果树，也有
花草。刚才我看到的那棵年轻的树，原来是樱
桃树，旁边还有一棵是香泡树。自然，冬天是看
不到果实的。花草丛里有一块矮小的石碑，上
面写着几行字，说是郁家祖上是几代儒医。无

疑，种在园子里的那些花草不是一般的花草，而
是中草药。我认识其中的一种——麦冬。其他
的我一时叫不出名字来。生长在这样的家庭，
作为年轻的郁达夫学医自然是理所当然。只
是，他的兴趣并不在这儿，他念了二年的医学后
改读文科，这时他的文学才华开始展现。几年
后他的小说《沉沦》发表。有意思的是，他念过
医学，但在他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痕
迹。可以想像，他对医学真的不感兴趣。当然，
也不是特别厌恶。因为，就郁达夫先生的个性
而言，特别的爱，特别的恨，他都会写进文中。

故居的中间是正厅，左边是厨房，右边则是
一间小的起居室。如果不是正厅那张郁达夫先
生的自画像，我还以为闯进了某个邻居家里。
画像旁边有一对联：春风池沼鱼儿戏，暮雨楼台
燕子飞。字体有些枯瘦，而且重心意右欲左，似
乎暗含了他人生的飘忽不定，以及犹豫不决的
矛盾。左墙上挂着一幅鲁迅的亲手书：“运交华
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
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
秋。”落款是“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
一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耳
熟能详，似乎始识诗词便知此句。而对“达夫赏
饭”却是不知为不知。说起来“达夫赏饭”还是
一段民国风雅旧事。1932 年 10 月 5 日，郁达夫
先生因长兄任江苏高等法院上海刑庭庭长，宴
请鲁迅、柳亚子等名流。饭局散时，郁达夫先生
拿出一副素绢，请大家题词留念。鲁迅当场写
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半年
后鲁迅又写出这首七律，并拟以《自嘲》。郁达
夫先生也有唱和：醒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
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
流。后来印证俩人的人生果真是一个彷徨，一
个呐喊。

小楼里的一些陈设时时提醒我，这儿居住的
除了那位像男人一样操守家事的寡母和整日开
合着嘴巴念佛念经的祖母，还有翠花和孙荃。

“在我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
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
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疼爱我的，却是
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可以想像在郁达
夫先生孤独的童年里这位翠花曾经给予了他怎
样一种爱。大灶旁、米柜上等好几处提示牌上
的文字是摘自郁达夫先生的文章，如翠花在厨
下收拾食器，翠花晚上睡在米柜上，等等。孙荃
是郁达夫先生的第一任妻子，能识字断文，有才
情，俩人曾有诗集出版。只是对于这位妻子，郁
达夫先生始终缺少一份激情。不知道这是不是
冥冥之中的劫数，郁达夫先生两处故居的楼名
都不太吉祥，与孙荃的新房是“夕阳楼”，与王映

霞一起居住的是“风雨茅庐”。跟孙荃并没有相
伴到夕阳红，与王映霞也没有风雨同舟。

或许应了心理学家的说法，出现在童年生活
的那些人会影响他一生。郁达夫的童年生活中
似乎男性这个角色是空缺的，三岁父亲去世，还
没长大，俩位兄长早早离家去很远的书塾念
书。“只有孤儿寡母的人家，受邻居亲戚们的一
点欺凌，是免不了的……”家里的田地被盗，堆
在乡下的租谷等被窃去，身兼父职的寡母自然
要争夺，但也有失败的时候，年幼的郁达夫眼看
着日渐败落下去的家境，除了跟着母亲一起哭
外什么事也做不了。郁达夫先生的内心是极其
敏感的，这跟他凄惶的童年是有很大关系的。

站在二楼的屋檐下，我看到了郁达夫先生的
“背影”，他还是坐在那儿，身着长袍，侧着身，想
必是注视着滔滔富春江水，“那些上下的船只究
竟从哪里来，上哪里去……远看天和地以及淡
淡的青山，心里就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种渴望与
愁思……”年幼的他无论如何是想不到那些船
只会像是他的人生，一次次远行，又一次次地回
来，带着离别的伤感和对前程未知的恍惚不安，
也带着游子漂泊的苦闷与对生计的奔波之倦。

走出小院时，我回望了一下，门墙上写着
“达夫弄 1 号”。假如，郁达夫先生地下有知，他
会感到欣慰，因为这个名牌号让一生郁郁孤行
的他，永远留在了故乡。

干亚群，从事散文创作，已经出版散文集
《日子的灯花》《给燕子留个门》《梯子的眼睛》
《指上的村庄》等，作品见于《花城》《上海文
学》《散文》《美文》《散文选刊》《作家》等，获得
省2012－2014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七届冰
心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等。

我从父母那里要来钥匙，走进老
屋。老屋是间二层土木结构的瓦房，建
于上世纪 50 年代。二楼的窗户比一楼
要小，宽高大概在60×70公分左右。

走上楼梯，打开北面的窗户，那窗户
门是用木板钉起来的。我站在窗前，看
到的是一家已经闲置的厂房。以前是水
田，有两块。水田北面是一条路，村里的
一条主要道路，可以开拖拉机。

那条路以前人来人往，尤其是早上
和傍晚，邻村的社员去农田劳动大多沿
这条路走。他们有抗的、有挑的、有推
的，早上出来，傍晚回去，队伍连绵不
断。有时队伍中会夹着一两条狗。那些
狗经过时，我家的狗会冲着叫个不停。
队伍中的狗在主人的唆使下也会冲下来
叫。但我家的狗仗着道地霸王会叫得更
凶，甚至会冲上去，逼退对手为止。

这支队伍中，后来出现了一辆拖拉
机，突突突的声音，老远就能听到。每当
听到这声音，我总会上楼去看。那拖拉
机除了装满农具、稻谷、肥料之类，还会
装人，坐的、站的，摇摇晃晃出来,摇摇晃
晃回去。我很希望能坐一次，可惜我们
村还没有拖拉机。

当然，除了每天看邻村社员来来往
往，在窗前还能看到一些特别的人。他
们是红卫兵，穿的都是绿军装，戴着红袖
套，领头的还举着红旗。从大人口里知
道，他们是在串联。我常猜想，他们到底
要串到哪里去？联什么？

更可怕的是走来这样的队伍。这支
队伍里抬着稻草人，稻草人的头上戴着
用报纸糊起来的又高又尖的帽子。我家
的一家亲戚也在队伍里，也戴着高帽子，
被人押着。两人抬着的长长的晾衣竿
上，串着红红绿绿的衣裤之类。据说这

是从亲戚家里搜出来的。
我在窗前呆想了一会，目光却转到

了窗台。忽然想起小时候曾玩过的游戏
——躲猫猫。那次，我将自己蜷缩在窗
台上，将窗门关上，躲在那里。现在我探
头往外看看，窗台离地面有一丈多高，这
么窄小的地方居然关着窗门能坐着个
人？有点后怕。可那次游戏我确实赢
了，他们找了我半天找不到，我很自得。

我在后面窗前站了一会，转到南边
的窗前。这里看出去是一大片竹林，虽
然比以前少了许多，鸡笼山就在西南
边。最喜欢冬天下大雪后的早晨，打开
窗户，南边的竹林全被大雪压弯了，远处
的村庄甚至亭山，都能一览无余。

往后退，窗户里风景越来越小，但脑
子里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了。那年夏
天，我报考的成绩揭晓。我在参加“双
抢”的田里被通知第二天去体检，结果有
一个指标超出一点点，我被淘汰了。我
沮丧到了极点，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
外。那“不合格”三个字像一块巨大的石
头挡住了我迈出农门的大门。我清楚地
记得，那窗户像一个画框，一支枣树的枝
条斜着伸出一截，右上角是鸡笼山的一
角。有时还能看见一架飞机从左边飞出
来，慢慢地飞到右边不见了……我不知
道这样盯着窗户睡了几天。

我在这老屋住了30多年，后来搬到
街上住了。现在住的房子三面有阳台，
这些阳台兼有窗户的功能，比老屋的窗
户大多了，也敞亮多了。北面的人家可
以看到我家的餐厅和客厅的一部分。我
总喜欢把北面的窗帘拉起来，妻子见了
总要说我：有什么怕人家看到呢？

我边拉窗帘边心里嘀咕：私密。私
密你懂吗？

这是我们新设立
的一个栏目。同题竞
写，顾名思义就是，同
一个题目，大家一起来
写，看看谁写得最好，
最有意思，最与众不
同。每月一题，月初公
布题目，我们每期从来
稿中选取两篇文章予
以展示。然后根据读
者投票，评出2篇为月
度优胜奖，发给奖品以
资鼓励。

本月同题竞写题目
为《窗》，请大家踊跃投稿
参与。字数控制在1000
字左右。投稿邮箱：
527942548@qq.com。

——编者按

前几天应约送客人去机场，客人是一对母女，北
方口音，第一次来杭州旅游。

车子行进在时代大道上，高架两边花团锦簇，当
车子疾驰而过，带起的劲风引得花瓣纷纷飘落。

“妈妈！快看，这么多花瓣掉下来了。”小女孩惊
呼。

“是啊！这么漂亮的花怎么种在这儿？！”女人语
气里满是痛惜。

“妈妈！这红色的是什么花呀？”
“月季花。”
“那黄色的呢？”
“嗯……牡丹花吧。”

听得出来这妈妈对花一点也不熟悉，正搜肠刮肚
地猜着花名。我对花也没研究，幸好她们没有问我。
于是我默默一笑。

“快看，那儿有紫色的，那又是什么花呀？”
“可能是杜鹃花，宝贝，你数数看有多少种颜色

呀？”妈妈为了转移女儿的提问 ，反问道。我再次微
笑。

“有大红、粉红、紫色、白色、黄色……”
“还有嫩黄、红里白、桔红……”妈妈补充道。
车子经过杭州钱江四桥时，车窗外下起了雨，江

面笼罩着团团雾霭，江景漫漶，两边错落有致的高楼，
在一层薄雾中若隐若现。

不一会车子驶入江南大道，浓浓的绿意扑面而
来。

“妈妈！这是什么树？”
“香樟树！”我抢着回答。
虽然花儿我认识不多，树木我可认识不少。“叔

叔！前面那又是什么树？”女孩见我回答，立刻来了兴
趣。

“那是银杏树，你看它现在树叶碧绿，到了秋天树
叶会变色，到那时满树金黄，远看像燃烧的火焰呢！”

“叔叔！那高高尖尖翠绿的又是什么树？”
“那是水杉。”我回答。“它和银杏树被称为活化

石，植物里的大熊猫。”我俨然成了“植物学家”。
“这些树在我们那儿从来没有看到过。”女孩的妈

妈感慨地说。“你看，你们这儿光绿色就有这么多品
种：嫩绿、碧绿、翠绿……我们那儿的树只有一种绿，
还常常看不到。”

女孩妈妈的感叹我并不奇怪。早些年我去过客
人的家乡西安咸阳，到过那里的博物馆，在博物馆后
院随意堆放的珍贵的石碑中，我曾发现了一株碗口粗
细的树木，底部用一圈汉白玉石保护着，能享受如此
待遇，必定不俗，我清楚的记得它挂着的牌子上写着：
香樟，常绿性乔木……

说话间，机场很快到了，相互致谢道别，在后门关
上的那一刻，我听到妈妈对女儿说：“回家好好读书，
争取住到杭州来……” 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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