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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见稻荷在伏见稻荷，，想起村上春树想起村上春树 □□商子雍商子雍

■笔走龙蛇■

伏见稻荷大社位于京都市，是
日本人祀奉农业与商业神明稻荷神
的一个神社；而村上春树，则是有着
世界影响的日本作家。

日本，我只去过一次，并且，只
去过那个国家的两个城市：京都、大
阪，在两个城市里，总共只停留了短
短的十几天，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只
能说是浮光掠影。然而阅读日本，
却已经有 70多年了。前几十年是
被人蒙上眼睛读，对日本的认知当
然不无偏颇甚或大有谬误；近几十
年来读日本时，眼睛亮堂了许多，从
而能够较为正常、较为客观地了解
这个国家。

说实话，我尊敬，甚或喜欢日
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有
理性的国度。毋庸讳言，历史上，日本
也曾经丧失理性、陷入癫狂，但日本的
长处是，通过全民族的深刻反思，已经
把不堪回首的历史彻底翻页。

通过阅读形成的对日本的好印
象，在短短十几天的东瀛之旅中得
到了充分印证，这次行走，当然就十
分愉快。由于是那种随心所欲的

“自由行”，所以，尽管出发前大致有
一个规划，但每天的具体行程，却往
往取决于灵机一动，去伏见稻荷大
社也是如此。傍晚，在租住的民宿
里吃过晚饭以后，翻开一本介绍京
都名胜的小册子，伏见稻荷四个大
字映入眼帘。忽然想起，那位鼎鼎
大名的村上春树，不就是出生在京
都市伏见区吗？此伏见与彼伏见，
有关系吗？细细读过小册子里的相
关内容，原来，伏见稻荷，就是坐落
在伏见区的一个祀奉稻荷神的神社

啊！当然要去！因了它是兴建于西
元 8世纪、眼下又在京都香火最盛，
更因了伏见区是我喜欢的村上春树
的出生地！

第二天一大早，乘坐从京都到
奈良的城际火车，很容易就抵达了
伏见稻荷。下车后步行几分钟，沿
着一条宽阔的坡道前行，便看见了
一座朱红色的高大鸟居。鸟居是类
似牌坊的日本神社附属建筑，代表
神域的入口，用于区分神栖息的神
域和人类居住的世俗界。而朱红
色，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里被视为
可以对抗魔力的颜色，经常用于日
本古代宫殿、神社、佛阁。伏见稻荷
大社更是将其解释为“代表稻荷大
神丰饶力量的颜色”。

在伏见稻荷留恋大半天，给我
留下久久难忘印象的，也正是这被称
作千本鸟居（实际的数量上万）、从
稻荷山脚开始一字排开、一直延
伸到山顶的朱红色的高大日式
牌坊。

原来，日本民众历来有供奉鸟
居的信仰，或者是缘于祈求“心愿能
实现”，或者是因为感谢“心愿已实
现”，他们便会出钱给神社纳奉鸟
居，稻荷山上沿御山参道连绵而建
的上万座朱红色的鸟居，背面写着
捐助的企业或个人的名字以及建造
日期，正面则简单地写着纳、奉二
字。建造早的鸟居有的已经老朽褪
色，呈暗红色，新建的鸟居则光鲜亮
丽、活力四射。数以万计的朱红色
鸟居一座接一座地连接在一起，透
过阳光的照射显得格外壮观迷人，
漫步其间，彷佛置身梦境，恍惚间觉

得自己穿越了时间与空间，即将进
入一个过去与未来交织的瑰丽世
界。一些年前，在影片《艺伎回忆
录》中，曾见到过主人公小千代欢
快地从伏见稻荷大社里千本鸟居中
跑过的场面，色彩艳丽、画面生
动 ，让人对千里之外的千本鸟居
顿生向往之心，没想到数年以后果
然亲临其境，受到的震撼和感动，
真是难以言表！

听京都当地人说，外国游客由
旅行社组团来到伏见稻荷，限于时
间紧迫，对那个绵延不绝的千本鸟
居，都是浅尝辄止，而我和老伴儿，
则是一路向前，瞻仰了大约三分之
二的鸟居长廊——遗憾的是，一念
之差，没能坚持走到山顶，留待来日
吧！途中的一次小憩，想起了出生
在伏见区的村上春树，用手机调出
2009年他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仪
式上的那个著名演讲，旁若无人（其
实，旁边也真的几乎无人）地高声朗
读，其中有言——

“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
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
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
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
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
如此。”

一晃，数以百计的日日夜夜过
去了，又一次想起村上春树，想起两
年前在此君的出生地、日本京都市
伏见区的那个著名神社里，高声朗
读他的那篇著名演讲的旧事。

回回 家家 □□杨福义杨福义

我们圆满完成了使命，
恋恋不舍地离开武汉，
连心的手握在一起，
透着浓厚的深情。

团结奋战五十个日日夜夜，
向病魔发起了一次次冲锋，
科学施救，舍我抗争，
江城人民，把我们夸作“孙思邈的后生”。

怕打扰武汉人民相送，
我们离开，选在了黎明，
警车开道，向我们致敬，

我们用身体组成了“心”字，
把爱留在了江城。

飞机降落，
停机坪上，喷出了一道飞舞的水门彩虹，
怦跳的心，感受着回家的喜悦。
欢迎的锣鼓声震天响，
震撼了思乡的心、爱的真诚。

零感染，一个都不少，
三秦父老，把我们称作“战地英雄”。
一千四百六十朵鲜花，捧在胸前，
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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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吐蕊，大地回暖，
草长莺飞，春风拂面。
一个多月的抗疫阻击战，
把我们从冬天带到了春天。

武汉，
一个英雄辈出的城市，
因为新冠疫情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
迎风伫立的黄鹤楼像是在大声呼喊，
波涛滚滚的长江水已是泪流满面，
一夜间繁华的都市突然间沉默，
一眨眼空旷的城市变得惨淡。

一座城市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心，

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急奔武汉，
一次次生与死的赛跑就在争分夺秒之间，
一次次悲与喜的交替就在救援的每一个医院。
我们钦佩那些敢于冲锋的勇士，
我们崇敬那些坚守岗位的天使，
正是你们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默默付出，
才迅速遏制了疫情的扩散。

如今，春天已经来临，
疫情正在消散，
这座英雄的城市将再次被载入史册，
那些感天动地的故事将会永远铭记人们心间，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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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古城落下今春第一场小
雨，细细密密地下了一天。趁着此
刻闲暇，我踱步进园去寻春。

园子里比较寂静，有三三两两
的游人在散步，或静坐，或冥想；有
情侣十指紧扣，边走边窃窃私语。

天蓝云白，惠风和畅。彩霞满
天，映红了西边的天空。我健步如
飞地绕湖走了两圈后，夕阳的余晖
慢慢被一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所遮
掩。小鸟清脆悦耳的鸣叫声欢快地
在枝头喧闹，此起彼伏，从这个枝头
飞跃到那个枝头，轻盈地来回穿梭、
雀跃。小草已偷偷钻出了地面，睁
开惺忪的眼睛探头探脑，充满好奇
地打量着这个多彩的世界。

雨后的公园土地湿润，空气清
新。树木、花草仿佛被水洗了似的，
洁净一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
木芳香的味道，令人心生欢喜。

一池碧绿的湖水平展如镜，在
微风地吹拂下，荡开层层波纹。淘
气的小男孩向湖中投入一颗小石
子，湖水瞬间便漾出了一圈又一圈
的涟漪，在绚丽夕阳的映射下，晕成
金黄色的一片，煞是好看。

春天的气息已扑面而来，使人
欣喜。老人在缓缓地散着步，小孩
子气力足，骑着脚踏车从我身旁疾
驰而过，慌得大人在后边跑着追，一
边高声提醒着：“小心点，可别撞了人。”活
力四射的大妈在音乐的伴奏下扭动着腰
肢，跳起了广场舞；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已
迫不及待地换上了轻薄的春装，抬头挺胸，
脚步轻快地健步走，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今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

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全国人民
响应国家和政府的号召，坚定信心，
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宅居在家，相
信科学，共抗疫情。特别是日夜奋
战在疫情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舍
生忘死、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高尚
品质和崇高精神令人动容，催人奋
进，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人心齐，泰山移。全国人民齐
心协力，共抗疫情已取得阶段性胜
利，令世界为之瞩目。

由于受疫情影响，大家居家生
活已经一月有余，在家憋闷的够久
了，都想尽快出来透透气，舒展舒展
蜗居了一冬的筋骨，放松一下身心。

我瞅瞅四下无人，在没人处快
速拉下口罩，猛吸几口新鲜的空气，
把胸中积郁了一个月多的浊气、废
气全吐出来，尽情地呼吸着湖边新
鲜的空气。啊！真舒服呀。一看迎
面有人走过来，或者后面的人与我
擦肩而过时，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重新又戴好口罩，捂住口鼻，继续
健步走。

“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甩
掉吧，连同那可恶的病毒一起甩掉，
还人们一个轻松快乐，浑身舒坦，步
履轻盈，身心愉悦。以崭新的心情
拥抱春天，享受春天的阳光和春色
烂漫。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我们不管身在何处，不管在生活中遇到多
大的困难和挫折，只要心中向往美好，拥有
坚定的信念，就一定能够积极乐观应对，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迎来春光
明媚的春天。

■屐痕处处■

陈嘉瑞先生有一首诗，读后记住了一
句：“只记花开不记年”。就这一句，让我浮
想联翩。

花开无数，花开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是
何年？当即泪目！老梦见这一幕幕：

春日雨后，上学去，或放羊、割草去，路
过那个荒草梁，干枯的草还贴着地皮，嫩绿
的芽尖已经戳出地面。韩愈有一句诗：“草
色遥看近却无”。那一望的新绿，只有遥看，
才能浮现在眼前。一望无际的绿，真像铺了
地毯，吸引眼球，更吸引魂魄。那是挡不住
的诱惑，一定要走到跟前，去弯腰低首，看个
一清二楚。草芽嫩生生、毛茸茸，沐浴了露，
晶莹透绿。惦记了那绿，天天遥看，天天走
近了查看。枯草被嫩草覆盖了，荒凉挣脱了

“荒”，生机在鲜嫩里蓬勃，那地面像极了涟
漪涌动，宛如爬满了的绿毛毛虫。忽一日眼
前一亮，那草梁上像落满了星星，白花花的
惹得人瞭望。那花朵小而娇，小到微不足
道，娇到动人情处难以用词儿形容。一瞥，
或一个转身，就见一簇一簇的花朵，“跑”到

了一些小女孩的手上、头上、辫梢上。那些
花儿都是有名的，也曾听说，也曾记着，只是
岁月消磨，又都记不清楚了。好在虽忘了花
名，却记得花开，够了！

故乡的春天，是花花绿绿的春天，也是
水淋淋的春天。一晌雨，一夜风，忽然大晴，
开门、开窗，香艳扑面而来。房前屋后、院里
院外，涝池沿沿、道路边边，梁上梁下、田间
地头，沟崖、坡塄，旮旯拐角，哪里花开，哪里
就染了春色。红的，白的，半红半白，都是一
种新鲜，一种生动，令人惊艳。怦然心动，忍
不住回头，驻足，行注目礼。一树一树的花
开，一树一树的春天。认得哪个是杏花，哪
个是桃花，哪个是李花。一夜春风，将花儿
吹开，给树披上了锦绣；一夜春风，将花儿吹
落，那锦绣又铺在了地上。特别是雨后，湿
漉漉的地面上，落红无数，真让人心疼！于
是，爱了春风，又恨了春风。

故乡有南、北、西三条沟，都长一沟槐
树，所以又都叫槐沟。槐花盛开的时节，人
在高处，那槐沟就变成了玉沟、雪沟，一疙瘩
白摞一疙瘩白，铺排开去，像潮涌白浪，“涛
似连天喷雪来”，惊心动魄！说香风列阵，真
不是夸张。南沟更特别，向阳一面坡，满坡

桃树，故乡人叫桃园。槐树还未发芽的时
候，那一坡桃花，单单想象，就会魂牵梦绕。
沟北是官道，东来西去的路人都惊羡了那一
坡的桃花盛开。我见过不知有多少桃园，桃
花盛开的时节都不能媲美我故乡的那一坡
桃花红、桃花白。是的，在我心灵的审美深
处，只能用元稹的诗句来形容我的感受：“曾
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有一年暮春，穿越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偌大的草地上，一位小伙子推着割草机，
小心翼翼推进，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令我心生
好奇，就顺草径绕行，绕到他背后，眼前一
亮，只见割草机过处，总留下簇拥一团的打
碗花，煞是醒目。他的心里有花啊，我对他
不能不刮目相看了。过了些日子经过那里，
那一簇簇粉白的花儿越发吸睛、提神了。被
割过的草地，像被阉了似的，失去了生机，唯
独那幸存的花儿能多少给人一点诗意的回
味与写意的安慰。此情此景，恍若隔世。在
我的梦境里，总重复同样的一个画面：去梁
上割草，遇见花开一簇，肥嘟嘟的白，娇滴滴
的红，镰不由自主地绕开去。常常是有花的
地方，草最丰美。为了那花，我只能忍痛割
爱。可蓦然回首，那花呢？不是让羊吃掉

了，就是让其他玩伴拾了便宜。
不悔，我饶过了花，花就留在了
我的心房。

还有一年去革命公园，看见
了一堆金黄的蔷薇花，故乡人叫
它野刺玫，不独有黄的，还有粉
白和粉红的。故乡的坡塄、沟
塄、崖塄，总能看见开放，花绣成
堆，在险要处悬空显摆。有一年
也是割草，去了北沟，看见了崖
塄上的花枝招展，一位村姐求我
去折，再三嘱咐我小心。我却要
显示自己的能耐，出溜爬上去，
脚蹬住崖窝，膝盖磕住崖壁，用
镰刀钩折了几枝，又出溜下去，
送给了村姐，她将花顺手插在了
头上。她奖赏了我一句话，至今
记忆犹新：“看你匪的！”嗔怪里
别有一种民风村韵，使我陶醉。

自从有了记忆，便有了花
开。春风来，花怒放；春风去，
花落败。花开依旧美，人却面
目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人，谁不是这样
过来的？

只 记 花 开 不 记 年只 记 花 开 不 记 年 □□孔明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