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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乱弹杭
州

杭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提起杭
州，人们往往马上联想起三秋桂子十里
荷花，联想起哀怨的梁祝情史，联想起
苏小小和冯小青，联想起柔婉清丽的越
剧，还有甘醇鲜爽的龙井茶，便是湖边
的老房子们，也往往无言地讲述着一个
久远而缠绵的故事，比如秋水山庄和它
的女主人，又比如风雨茅庐和曾经的

“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王映霞夫
妇，更不必说杭州星罗棋布的茶楼茶馆
了，更是天天谱写着杭州人的休闲和惬
意。于是乎，杭州成了人们心目中悠闲
慵懒的代名词。甚至，当我身着小西装

去拜访一位学界泰斗的时候，老先生竟
于席间半开玩笑地指责道：“杭州姑娘
不穿真丝，俗了！”

可是，难道杭州端的只有水软山温
似名姝吗？只有十七八女郎的檀板清
音，没有关西大汉的铮铮之声吗？！非
也！窃以为，杭州是龙井茶，红颜惊艳刹
那芳华，清香留芳绕室三匝；杭州也是
越剧女小生，既擅演悲悲切切的文弱书
生梁山伯，也可扮回肠荡气的英雄豪杰
陆文龙。西湖山水，有苏小小和冯小青
作证，更有岳武穆、于少保和张苍水的
英魂护卫，还有鉴湖女侠长相厮守，秀
雅妩媚而不失之于俗艳，烟柳繁华而不
失之于秾丽，柔中带刚，英气内敛，就好
似杭州人口中之语，烙刻着鲜明的汴梁
印记，明朗清脆，大异于“你侬我侬”的
典型吴方言。

杭州土著人称杭铁头，有股子韧
性，也有股子狠劲，无事便罢，有事，是
决不肯轻易放弃原则的——我很喜欢

这样的杭州人，比如胡雪岩，他虽非杭
州土著，但一生事业重在杭州，创办的
国药商号庆余堂乃公认的行业典范。著
名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也是杭州
人，他在其《胡雪岩全传》里说，在商场
上呼风唤雨多年的胡雪岩最后的困顿
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坚持收购杭、嘉、湖
的丝茧，支持民族手工业，勉力与洋机
器和近代化生产相抗衡——略去复杂
的历史背景不论，胡氏的“杭铁头”风
范，可圈可点、可赞可叹。而张小泉剪
刀、王星记扇庄、都锦生织锦……一家
家老字号的背后，莫不是一个个奇绝动
人的创业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一个个
筚路蓝缕的创业人。

现代杭州人中精明能干善于捕捉
商机的更不在少数，浙商在全国扬名立
万，为经济学界所瞩目，自非泛泛之辈。
选择在本地创业发展的杭州人也已经
制造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故事，比如，西
子湖畔有家著名的青藤茶馆，是若干年

前两个在某单位做接线员的年轻女子
所创办，而一个叫厉玲的杭州女人从大
学的教席上走出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她的名字，和杭州最著名的百货
商场杭州大厦和银泰百货紧密相连，成
为商界的熠熠之星。在杭州，寻常巷陌
里的芸芸众生也往往出手不凡，比如有
个年轻妈妈辞职在家带孩子，突发奇
想，创办了一家跑腿公司，从仅仅雇佣
一名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替一个孕妇去
妇女保健院排队挂专家门诊号开始，发
展为人数上百口碑不错业务不断的中
型公司，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每当远方客至，我习惯在青藤茶馆
订个能看见西湖的包厢，与新朋或旧友
品茗言欢，或是带他们漫步北山路，水
波潋滟、春光骀荡，有说不尽的旖旎惬
意。而必到之处，则非西泠印社莫属
——拾级而上，等待你的，是创社四君
子和首任社长酸寒尉吴昌硕傲然清泠
的文人风骨，荡涤尽十丈软红尘。

郭梅 从教多年，课余敲键盘亦多年。毕业于华东师大，杭州
师大教授，学者、作家。有长篇小说《江湖》、散文集《我心如舟》、
专著《浙江女曲家研究》和《杭州戏曲史》等著作50余种。

少年时读书读到一段歌词：“淡淡的
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
小溪旁……”淡淡的读出来觉得真是美
啊，虽没听过歌但是意象中的那种美丽
情境至今难忘。有一年清明和几个老友
一起游西泠印社，小四说你们来早了，再
过十来天漫山都是杜鹃花才好看。于是
心里存了念想，但一晃十来年过去，也没
有在合适的时节再游过孤山，也成为心
中一个淡淡的遗憾。

南京也有许多杜鹃花，玄武湖莫愁
湖古林公园都有不少。杜鹃花开得热
烈，在绿暗红稀的三月末时不时就能偶
遇一大片红紫斑斓，足以让人眼前一
亮。情侣园杜鹃长在蔓园的一座小山坡
上，一簇簇一树树点缀于奇石苍松危岩
藤蔓之间，虽没有山野深处的潇洒野气，
但坡上坡下高低错落也颇有映山红的味
道了。而且蔓园杜鹃品种很多，除了深
红浅红淡白粉紫，还有黄色橙色灰紫玫
瑰紫等比较少见的颜色，仲春时节五彩
纷呈竞相绽放，春风里的倩影摇曳于每
一个角落，把整座小山装点得如诗如画。

杜鹃因为花期较长，看花也能从容一
些，我曾几次在开得最美的时候寻访过蔓
园的杜鹃花，每次都惊叹不已。有一次去
得比较晚，本来就人迹少至的蔓园更显
清冷，只有满山的杜鹃花开欲燃。我沿
着两旁开满杜鹃的石阶拾级而上走到坡
顶，又沐了一襟晚照拾级而下，来时还不
觉得，归时却被苍岩巨树蜿蜒藤蔓旁逆
光向着斜阳的一树树红杜鹃惊艳得不知
所措！本来就是鲜艳的正红色，满树红

花逆着夕阳变成了半透明的朱红，朵朵
宝光璀璨剔透玲珑，真个是满树生辉，《世
说新语》里石崇和王恺争豪斗富，用铁如
意击碎了晋武帝赐予王恺的稀世珊瑚树，
然后取出高三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
来赔偿他的珊瑚宝树也不过如此吧！

在红杜鹃下盘桓了一会儿，夕阳渐
沉，众鸟归林，喧嚣一片，可惜没有听到
杜鹃鸟的啼声。苍松下痩石边的白杜鹃
玉雪可爱，白得耀眼。张恨水先生说北
方少杜鹃鸟亦无杜鹃花，苏扬人士玩杜
鹃盆景尚白，红则视为凡品，白杜鹃确实
少见，蔓园竟有大片白杜鹃，虽不是名贵
品种，但大片开时也蔚为壮观。尤其在
暮色初沉，花枝失色之时，开到丰盈的白
杜鹃冰清玉润，莹洁得可以洗心。一旁
的淡紫、灰紫透红色的杜鹃花在晚风中
静静地飘散着淡淡的香气。

上星期去城南的老门东，在明城墙
下邂逅了绵延数百米的大片杜鹃花，娇
艳无比的花朵衬映着沧桑古老的城墙，
视觉上的鲜明对比，却又是如此相得益
彰，这也是我深深爱着的这个古城独有

的魅力吧。城墙下杜鹃花那喷薄盛放的
气势也教人叹为观止，立刻觉得“怒放”
这个词妙不可言，杜鹃花开得掏心掏肺，
恨不得倾其所有捧出十分春色！杜鹃花
开起来真是热闹啊，其他的花事大多阑
珊了，杜鹃方枝头春意闹。正是：石城四
月春犹艳，尽展芳华是杜鹃。

但是杜鹃花也能开得极为静气，我
见过最为幽丽的杜鹃花是今年清明在溧
水的无想山中，清明时节并不是花儿开
得最好的时候，今年因为天气原因花儿都
提前绽放，虽峰回路转几经波折还是寻
到了开得极好的野意盎然的山中杜鹃。
春阴漠漠的下午，沿着绿草萋萋的小路
前行，晚樱大势已去，一树树初开即已娇
艳无比的杜鹃引来翩翩蛱蝶流连花间。
那一日深深切切地感受到了“芳树无人
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的幽寂况味。

其实杜鹃花还是要有野气的最好
看，视频里看过云南深山里的古老杜鹃
树，铺天盖地的繁花深处隐居着一对相
守了几十年的老夫妻，别有天地非人间，
像一个童话，但却是真的。

尽展芳华是杜鹃南
京

素纸 本名顾卉，自由撰稿人。喜爱花
草、诗词和古雅的闲情生活。著有散文集

《几回花下坐饮茶》。

那一年，外婆的生命是在繁花如
锦的四月间衰减，氤氲欲暑的五月中
消失的。

这篇文章从死亡开始，其实并不
悲伤。关于外婆的记忆，就如那儿时厨
房窗前的一排栀子花一样，每到四月
五月间，便不知不觉地绽放，携着春雨
的湿度，不由分说地溢出阵阵幽香，即
便我身在科泉干燥寒冷的四月，回回
都毫无抵抗地被它团团包围，陷入浓
浓回忆之中。

严格意义上说，我并不是由外婆一
手带大的那种小孩，但是从记事起我便
与外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外婆陪伴着我
长大。

是外婆领着我去幼儿园参加的入
园面试，是她把我爱在手上画手表的事
情“泄露”给园长，于是园长问我，“是你
画的手表好，还是我的真手表好？”外婆
事后总是津津乐道地跟我爸爸妈妈跟
家里各位亲戚炫耀，“我们回答得可妙
极了——当然是你这真手表好呀！我的

手表总是八点半！一到晚上睡觉时间，
爸爸妈妈就说你的手表已经八点半了！
赶紧要睡觉觉啦！”

上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搬出来，
只有周末回家的时候才能看见外婆。
再后来，我离开家越来越远，看到外婆
的机会愈发地少之又少了。

我居住的科泉的四月，是动辄就
大雪纷飞的。在科泉种的栀子花，也真
是没有什么花香的。我记得那一年，待
我踏着风雪出发，终于归家回到碧草
花香的南京时，外婆已经不在那里了。
就差几天，我终是没有再见到她。

至今，也不知道是后来本来就和
外婆离多见少，还是因为没有个正式
的告别，我总觉得外婆还在南京。当我
带着我的孩子去看她，她会坐在客厅
的椅子上，摸摸孩子的手，再给我讲一
段我小时候的故事。

她记得，只有一点点高的我无论去
哪里会搬着张小凳子，随时放下来踩着
去开灯，去橱柜高处拿饼干，去院子里

高高的香椿树上摘嫩芽给她炒鸡蛋。
我记得，她牵着拴在我的小脚踏

车车龙头的绳子，手里拿着个铝饭盒，
拽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总是在记
忆里仔细端详她的背影，正端详的时
候，她会回头笑盈盈地招呼我，一会儿
外婆带你去喝豆腐脑啊。

科泉和南京，毫无相同之处。一处
炙烈一处温婉；一处活色生香一处离愁
故土。说起来，离家万里，原以为对亲人
的思念是更加难熬的。可是在想念外婆
的四月，距离与差别却毫无妨碍，思念
如呼吸般温暖自然，哪里都可以有她。

我瞧着孩子们在科泉家里后院那
还是半黄半绿的草地上打滚的时候，
脑海里是儿时家里后院那透过嫩绿树
叶洒下的郁郁葱葱。在阳春日光中，分
明就看见院角外婆养鸡的鸡舍，硬是
给我养了兔子进去。外婆也并不恼，她
蹲下来从小小的鸡舍门往里看了看，
说这样看兔子太困难了，我们一起把
鸡舍的顶拆了，反正兔子也不会飞的！

我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要笑，只因着
外婆的这句话，那个从此就没有了顶
的鸡舍，只有兔子正儿八经地每次从
门洞进出，家里大人孩子们都可以从
顶上俯视，直接看到兔娃们的吃喝拉
撒，更是随手就可以把它们捞进捞出，
果真是方便至极。

外婆家的一切，无论是吊着秋千
的白玉兰树，还是客厅窗户前的桑树；
无论是后院能结桃子的桃树，还是院
角那一片稀疏的竹林，都在对外婆的
思念中愈发地清晰——虽然我对外婆
的记忆多是细碎的，就像是打乱了时
间顺序的电影片段——她坐在二楼窗
前教我做中式盘扣，她从桌子抽屉里
拿出来给我的古铜手表，她趴在书桌
前写的回忆录，还有她房间里那棵挂
满了黄灿灿果实的金桔树。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只要生
者记得，逝者便安好。

人生千千结，放不下执着。生死两
头的距离，因着思念而温暖。

人间四月天科
泉

杨阳 曾经的新闻人，现在的教育人，
一直的超典型双子星人。

情侣园蔓园的杜鹃

西湖

※ 遗 失 ※
公告信息

徐天伦遗失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研 究 生 学 生 证 ，学 号
SX2003187，声明作废。
陈丽容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号 码:362322199505187827,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悦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
证编号JY13201040007128，声
明作废!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
南京市医药中等专业学校不
慎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银行
南京夫子庙支行开户许可证
遗 失 ， 账 号 ：
10105201040010363， 核 准
号：J3010000948503，证书编
号：3010-07223718，特此声
明作废。南京市医药中等专
业学校 2021年4月14日
遗失句容市华阳镇宏亮服装
加工厂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
321183600117797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鼓楼区包打天下
小吃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201060020205声明作废
祖霞萍遗失：房屋坐落：周村
街 10 号 3 栋 3 单元 3318 室，
购买的岱山保障房发票一
份，发票号：00422129,金额：
201596.2元，声明遗失
遗失：南京市江南水产商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201001003237，公 章 、财 务
专用章、（王锦富）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刘梓宸(男)医学出生证
明，出生证编号:Q320737428
声明作废。
格上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分公司遗失《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道路运输证》，车牌号苏
A23A1Z 证 号 宁
320152180136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装璜设计印刷公司
第二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
320100000010772，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金浦东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出的给闫娟
的定金发票伍万元整（发票
号码：12902005，发票代码：
032001800105）、首付款发票
七十九万伍仟元整（发票号
码 ：36423415，发 票 代 码 ：
0320018001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南京康吉物流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运证，证书
编号：宁13388756.声明作废.
遗失薛 菲 杨 身 份 证 ，证 号
320103199707141262，声 明
作废。
遗失许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
生证，学号：012620226，声明
作废。
遗失沈印玲身份证，证号：
370406199001020041，声 明
作废。
曾惠峰遗失东南大学毕业生
就 业 推 荐 表 ，编 号 ：
77070119，声明作废。
南京诺诚睿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寻回后不再使
用，声明作废。
遗失金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C2079 邓国水肆仟零叁拾玖
元商铺保证金单据，号码为
51436#,声明作废。
遗失樊一鸣南京体育学院运
动 训 练 学 院 学 生 证 ，编 号
2194421，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南京化工学校为
民 化 工 厂（工 商 注 册 号 为
3201121000183），遗 失 营 业
执照正本、副本和公章等全
部印章，声明作废。南京化
工学校为民化工厂 2021 年
4月15日
遗失公告 南化（集团）公司
南京化工学校劳动服务部乐
园百货商店（工商注册号为
3200001800606），遗 失 营 业
执照正本、副本和公章等全
部印章，声明作废。南化（集
团）公司南京化工学校劳动
服务部乐园百货商店 2021
年4月15日
遗失公告 南京化工学校粮
油供销经营部（工商注册号
为13476890-4），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和公章等全部
印章，声明作废。南京化工
学校粮油供销经营部 2021
年4月15日
遗失公告 南京化工学校应
用技术研究所（工商注册号
为13476582-6），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和公章等全部
印章，声明作废。南京化工
学校应用技术研究所 2021
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