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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普普文文学学

树，比人类更古老的存在，予人恩惠与智

慧。对于美国生物地质学家霍普·洁伦，树具

有更加特别的意义。

霍普·洁伦曾三获富布赖特奖，并先后两

次斩获地球科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奖章，此外

还有许多奖项。她的自传《实验室女孩》(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2月)在2016年横扫美

国多项图书奖。

《实验室女孩》写树，也写人，以树喻人生。

从结构上，全书分成三部分：根与叶；木

与节；花与实。在她人生的每个阶段，她都从

树木身上汲取前进的动力。从内容上，全书

有很多独立的章节，可看作独立的散文篇章，

书写洁伦眼里树木的生长以及树木让她产生

的感悟。

全书风格与绝大多数人物传记不一样。

它极富文学色彩，笔调优美。它本身就像一棵

树，摇曳着绿意的生机，予读者以清爽和感动。

洁伦家族在19世纪80年代从挪威移居美

国。到了霍普父亲那一代，家族终于告别了屠

宰厂而跻身教育界人士。幼年的霍普喜欢跟

父亲待在实验室，她热爱实验室安静的环境、

整齐排放的操作台，以及台上发生的“魔术”。

有时候，她跟着母亲在菜园里劳作，或者和母

亲一起阅读，母亲以前学业优秀，但为了家庭

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深造。

父亲与母亲的经历，就像播撒在她心田的

种子，在发芽，在等待。5岁时，霍普意识到了

自己不是男孩子，她发现无论她做什么，总是

比男孩们得到的更少。她在成长，她渴望变得

和父亲一样，但在社会预设的轨道里，她总是

被一股力量推向母亲身处的位置。

“种子知道如何等待。”霍普写道。耐心坚

守，等到条件具备，抓住机会。童年时，她的窗

外长着一棵美国蓝杉，她在蓝杉那儿学到坚忍

克己，活过就要留存生活的痕迹。霍普的青春

期，没有爱情，只有在大学医院里忙碌工作的

岁月，她必须承受艰苦环境的压力，就像仍然

处在黑暗里的种子，向着微光，默默积蓄能量，

时刻做着准备。

她获得学位，拿到教职，找到了合伙人比

尔 一 起 创 建 实 验 室 。“ 木 与

节”，是她在创业过程里遇到

的所有疼痛的证据。作为年

轻的女科学家，没有经验，缺

少资金，被性别歧视，被嘲笑

被冷眼，最可怕的是过于疲劳

引发了实验事故，事业差点毁

于一旦。在那些辛苦得仿佛

望不到头的日子里，她一边舔

舐伤口，一边克服自我怀疑，

与狂躁症作战，想象那些被埋

在土里千年万年的植物竟然

还会有复活的机会。

地球生物学家的视野涵

盖土壤科学、地质学、大气科

学和植物学等诸多学科。透

过洁伦的讲述，我们对于这些

领域也会有所了解，洁伦的文

学素养让她能够精确地描述专业的研究过程，

让普通大众也能体会发现的乐趣。还在大学

阶段，她就发现了朴树果核里含有蛋白石，她

说：“我是这个无限膨胀的宇宙中唯一知道这

件事的人！”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洁伦的成就

逐渐得到肯定。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能

源部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资助，2008年她在

檀香山建立稳定同位素地球生物学实验室。

《实验室女孩》也是一部科研工作者的友

情之书。全书很多笔墨在描述比尔，从两人相

遇开始，时光荏苒，几十年如一日，比尔一直是

霍普的伙伴、同事、灵魂伴侣，他们有着过命的

交情，成为各自生命的一部分。霍普说她很难

确切形容她与比尔的关系。在我看来，他们就

是并肩的两棵树，根须盘结，互相扶持，共同迎

接风雨，也共同沐浴阳光。

在南滨，在老街，总有惊喜候在古朴静谧

的青石路上，总有幽思隐于黄葛树掩映的旧时

小洋楼里，不期然就撞个满怀。

千年秘语

春日午后，与一家店邂逅。

仿若与人初见，或一笑而过，或引为故知，

驻足，欣欣打量。一只两角四足的兽昂然与我

对视，通身由枯枝搭就，灰白头颅、躯干，怒张

的耳，抓地的腿。无生命体征，但似有灵性。

目光沿它身后盘起的树枝攀缘，“东巴纸坊”字

样在浅橘色光晕下氤氲出温润的光。呵，会有

什么故事讲给我听？

门脸不算大，进深却不浅。木台、书简、纸

墨……如行于时光隧道，奔着千年前的光阴靠

拢，再靠拢。捧一本沉沉的深棕色树叶贴伏于粗

粝墙面。解开束页麻绳，目光被哑黄毛边纸久久

攫住。暗花纹路如蜡染粗布上恣意伸开的肌

理。纸张厚实可双面书写，不担心墨迹洇染。轻

翻，听不见普通书页脆响，只闻沙沙的沉声。

须用心去听。这来自彩云之南的山野物

语，来自千年之外的神秘低喁。它带着使命而

来。最初由纳西族东巴祭司专事记录东巴经、

绘制东巴画。观日月山川鸟兽，《东巴纸典》上

的原始文字，纳西族民谓之“木石上的痕迹”。

千年手工纸配千年象形字，成为当今世上活着

的象形文字之绝响。

沉厚绵实如粗布帛，嵌入木本肌理与古旧

气息。甫一问世便烙上宗教与神秘印记的它，

出于草野，诞于山民之手。尧花，纳西族地区

特有的高山野生稀有植物，取树皮经煮、捶、

搅、捞、晒，数十道全手工经数月打磨方能成

就。这何尝不是凭了耐心、敬畏与坚守，何尝

不诠释了一种心灵的傲岸。

生命反刍的过程真是神奇。从山间林丛

中来，经碾磨蒸煮到过滤晾晒，山人用汗滴赋

予它新的生机与更大力量，用手掌温度植入古

老民族的敬畏之心。也许是奉了神意，它千年

不腐，以出身草野的清芬，以“千年纸寿”的尊

贵，从旷远山林走入繁华都市，拙朴如它，独异

如它，能否于红尘中续写一段不朽传奇？

一张东巴纸静躺于案头。素笺上，竖排手写

毛笔字静雅端丽：“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

不喜；你念或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听，杜鹃绽放的声音

一首《白头吟》，充满妻对夫另有所爱的苦

楚诘责。世事缥缈，纵然起头一段奇恋佳话，难

免也跳出破音。好在文君的抗争温和又决绝，

“相如乃止”。总对这诗有种复杂的情感解读。

但伫立一德堂前，脑中跳出的正是诗中一

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一座白色哥特式教堂。原址建于1891年，

后被毁，近年重建。伴随开埠，海关成立，老街

一带诸国领馆、兵营、银行林立，包括一德堂。

今为有情人大婚的理想浪漫地。

门前一块铜色金属牌镌刻着：“亲爱的，给

我一个答复吧，辉映我曾经苍白的青春，我将回

报给你最倾心的微笑和任何风浪都无法剥落的

温柔。抗战胜利后，我们将在黄土地上筑一座

小小的城堡，守着炉火听杜鹃绽放的声音。”

一封穿越76年的情书。1944年，年轻翻译

官随军奔赴缅甸前线。秋夜，战事激烈。生死

难卜的他给远方的她写下心曲。天可怜见，次

年8月他奏凯而归。爱，终在山城修成正果。

70年后铂金婚纪念日，白发佳偶执手相看

仍情意绵延。生老病痛、风雨沧桑，无法摧折

爱和誓言：他能用英文朗诵情书，患脑梗的她

能译出中文。数年后他驾鹤西去。她忆他，忆

当年着淡色旗袍手捧玫瑰在火车站翘首迎他；

忆当年芳草如茵，她一袭白色婚纱偎着他；忆

当年，他病魔缠身，她不离不弃伴他左右。情

书陪她往后余生：“筑一座小小的城堡，守着炉

火听杜鹃绽放的声音。”

想起《平如美棠》。初识时年华正好，80岁

时美棠去世。平如常去他俩过往之处坐坐。

从未学画的他拿起笔，从美棠童年画起，画出

十几本画册。平如说：“画她时，心中所爱便可

以存在。”原来，对一个人的怀念比海深。

那么，情书里的他走后，她的执念，想必也

如此？如此漫长而刻骨的爱，世间几许。唯稀

缺，尤珍贵。凝望铜字，无法不肃然。

飞虹渐近

依山而建，面江而立，龙门浩老街似一幅

立体岩画。

春阳渐灼，眯眼远眺，大江宽阔，轻舟劈浪

划出细白水痕。用近乎60°仰角打望，可见东

水门大桥桥腹，红色的梁飞虹般穿过浅灰色曲

面梭形桥塔，南接渝中半岛繁华，北边暂时不

见虹的另一端，只知它必定着陆于这江南的高

处，某个绿意葱茏所在。

沿巷蜿蜒上行，踱进seewide江景餐厅。宽

敞露天阳台上，悠坐于藤椅里，随意叫杯清茶。

再看那飞虹，近了不少。钢桁架梁斜拉桥成就

它千米跨江雄姿，天梭形桥塔尖顶直插碧空，与

天光云影融为一体。江上的船渐渐小了。

沿 80 米高差梯步漫行。青砖黛瓦、旧街

灰墙，青石甬道、烟雨骑楼。望耳楼、美国大使

馆武馆旧址、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旧址、意大利

使馆旧址……老黄葛树旁逸斜出，张开如云冠

盖掩映着过往繁华。

悬于半空的星光观景台与飞虹于咫尺间两

两相望。桥上车如鱼群，从根根斜拉钢弦间流

畅滑过。若有纤指拨动，是否能奏出天籁乐章？

俯瞰脚下，适才经过的那些旧时遗

存已在远处。值得一品的近现代历

史，它们在我眼中缥缈。它们眼

里，我何尝不缥缈？

九曲八拐，迷失于青石

巷陌中。风声渐近，一列红色

地铁擦身远去。原来已行至

大桥下层。上下俯仰间，此时

离它最近。“轰隆隆”风声再近，

又一列红色地铁自纵深处呼啸而

来，撞开我的视线驶向下一个远

方。疾奔之姿，如日月既往，不可复追。

老家（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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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华

大约是在小学六年级快毕业的那个夏天，我一边

坐在灶屋烧锅做饭，一边抱着收音机听广播电台的节

目。那时还流行电台点歌，突然就听到一首毕业的歌

曲，一刹那间，联想到未知的前程，即将告别的朋友，竟

潸然泪下。

多年后，那份动容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在一个无

聊的午后，我很想再次找到那份纯真和感动，打开酷狗

音乐，找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从《兰花草》

《踏浪》，到《乡间小路》《故乡的云》，从邓丽君到罗大

佑，听了一遍一遍。尽管旋律依旧优美，但我始终不能

确定就是曾经听到的那首歌曲，心底再也没有那种油

然而生的触动。

我慢慢明白，一首歌就是一段心情的印证，一个时代

的记录。能产生共鸣和感叹，一定是歌曲勾起了听歌人埋

在心底的某种情愫，道出了听歌人想表达未曾表达出的思

念或者祝福，说出了听歌人想说未曾说出的感叹。

只是这一切，就怕时过境迁。没有那份心境，再动

听的曲子也味同白开水。

第二件是关于吃的。读初三的时候，每个周末，母

亲早早从坛子里捞出三五片腌渍好的青菜，洗净，切

碎，洒少许菜油，加辣椒酱爆炒，然后装进一个小瓶，让

我带上。

这一小瓶青菜，就是我的下饭菜。我和几个住在

教室里的“老表”一起分享，把原本难以下咽的“甑子

饭”吃得口舌生津。

母亲估摸着我快吃完了，每周三早上都会再送一

瓶到学校来。学校在大路下边，母亲站在路的上边。

靠着窗子，每每早自习下课的铃声响起，抬头就能看到

母亲的身影，不管是大雾抑或是大雨。

即便我一晃背井离乡辗转腾挪二十多年，这些青

菜一直让我魂牵梦绕。五一节回家，我请母亲炒酸

菜。母亲从下午四点就开始准备。待吃饭时，满满一

大桌菜，中间一盘酸菜特别显眼。我迫不及待尝了几

口，清香、松软、酸爽。我努力寻找记忆中的味道，可我

觉得少了点什么。虽然它们都是母亲的作品。

我终于明白，这道菜，依然充满浓浓的亲情，但它

早已剥离苦难岁月里父母朴素的关爱和呵护，已没有

少年咀嚼时对梦想的执着和挣扎。于是，它自然就没

有了曾经的五味杂陈！

情不自禁想起老路在《有用的商学课上》讲的故

事。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有一

次打了败仗，连夜逃到一座破庙，又冷又饿就昏了过

去。一个好心的乞丐将剩饭、白菜和豆腐加水煮过

后端给朱元璋吃。朱元璋饥饿至极，狼吞虎咽，把一

锅热乎乎的乱炖一口气全吃了，他觉得这辈子都没

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就问：“这是什么呀，这么好

吃？”乞丐不好直说这是剩菜剩饭，毕竟看着像个大

将军，就撒了个谎：“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后来，朱

元璋做了皇帝，海味山珍吃腻了，于是发榜全国寻找

乞丐，就是为了再吃一口当年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只可惜当同样的乱炖端到朱元璋面前时，却再也没

有了当年的味道。

老路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叫作饿。

有一定道理，也不尽然。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美

好，不是所有的麻木冷漠都起于贪婪。每个曾经都有

不同的精彩，每个时段都有缤纷的色彩。只是，此情可

待成追忆，只怕今时已惘然。

只怕今时
已惘然已惘然

■廖天元

回到老家

我站在

宽阔整洁的草油路边瞭望

面对一片全新的土地

怀念之网撒向了记忆的大海

用力捕捞那

童年的恩恩怨怨

这里是橘子坡

那里是楠竹林

这里是小河沟

那里是老屋基

这里开过油菜花

那里稻香一片

昔日纵横交错的田垄地段

如今长出了高楼和厂房

昔日简朴宁静的村落穿上

现代化的时装

整个模样儿一副珠光宝气了

来来往往的人们

在喧腾中有说有笑

与我擦肩而过的问候中

我听不见熟悉的乡音

回到生我养过我的地方

仿佛是这辈子

第一次到达的地方一样

眼中的老家还在

心中的老家不在了

登高

天气时冷时热

心情时好时坏

骂娘的狗血喷人

无助的忍气吞声

乱云飞渡登高处

逆来顺受养天年

临风回首

麻雀飞过的影子

眨眼化成了一道青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