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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谭

肖复兴

一

　　春节过后，天气乍暖还寒，风料峭
却有了暖意。那天午后，进天坛北门，
往西一拐，高台的白杨树下，有好几个
靠背长椅。刚落座不久，从我身前走
过三位女士，个头儿都很高，身材也清
瘦，都穿着长摆薄呢大衣，棕、红、蓝，
颜色不一，裙摆下都露一截黑裙，很时
髦的式样，非常显腰身。她们当中一
位紧跟着坐在我前边的椅子上，另外
两位分别站在椅子的前后，和坐着的
女士聊天。
　　我注意打量了一下，年龄四十多，
坐着的那位稍微大一点儿，脸色有些
惨白，偏偏穿着最艳的红色大衣。站
着的两位亭亭玉立，神情活泼，正从包
里拿出小吃饮料，递给坐着的那位。
她们的鲜艳衣着吸引了我，赶紧掏出
纸笔，画她们的速写。
　　先画站在椅子前面的棕衣女。没
过一会儿，她就坐下来，搂着红衣女说
话。我便画站在椅子后面的蓝衣女，
她很快离开，向我走过来，我以为她注
意到我在画她们，要过来看看。却是
我自作多情，她走过我的身后，走到我
坐的椅子旁边的垃圾箱扔东西，然后
迅速又回到原位。倒是过了一会儿棕
衣女站了起来，也走到垃圾箱扔东西，
回来时站在我的身边看我画画，指着
画本说：这是画的我吧？把我画得太
漂亮了！得到夸奖，我赶紧投桃报李
说：你本人比我画得更漂亮！她听了
咯咯笑了起来。另外两位也笑了起
来，蓝衣女冲我说：您画的这叫素描
吧？原来，刚才走到我的身后，也是看
了一眼的。
　　被人画得好看点儿，心里都是挺
美的，就像人大多都爱听好听的话一
样。说是忠言逆耳，却不受用。
　　她们三人又保持最开始的姿势，
一坐两站，说着闲话。我接着画她
们，互不干扰，各得其乐。午后的阳
光很好，已经有了春意温煦的感觉。
游人不多，走过的人都会忍不住看一
眼这三位衣着鲜艳而时髦的女士。
那一刻，她们成了天坛的一道风景。
　　光注意画画，没怎么注意听她
们聊天。她们的聊天是无主题的，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是孩子的鸡
零狗碎，就是单位的一地鸡毛。只
听见几句话，是棕衣女和蓝衣女安
慰红衣女的：心情不好，得多出来走
走，散散心……便忍不住多看了几
眼 红 衣 女 ，心 情 不 好？ 因 为 什 么？
病了吗？什么病呢？猜测着，像是
想象着戏里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
情节。素不相识的人，往往更让我
萌 生 好 奇 心 ，大 千 世 界 ，表 面 的 光
鲜，是最容易涂抹上的一层粉底霜。
人生总是有不如意冲撞着如意的时
候。打破了平衡，再想恢复，往往是
人生的难处。
　　正画着，又一位女士从我的身前
走过，走到这三个女人的前面，忽然冲
着坐着的红衣女叫了起来：你也来逛
天坛了！真是少见啊！
　　红衣女礼貌地要站在来，她赶忙
按住她的肩膀，让她坐下：你身子骨不
好，快坐！快坐！然后，又说，见到你
能出来转转，真高兴！
　　红衣女指着棕衣女和蓝衣女说：
她们两人一再劝我出来。今天下午，
又特意请了假，非拉我到天坛走走，还
非得让我穿这件红大衣！
　　那女人说：红的好，去去晦气！
　　意外相逢，格外高兴。四个女人
叽叽喳喳喜鹊闹枝一样说起没个没
完。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是
四个女人！

二

　　秋天和春天，天气最好，不冷不
热，无论上午，还是下午，百花亭里常
会坐好多人。有外地游客走累了，坐
在那儿歇歇。更多是北京人，带点儿
吃的喝的，中午坐在那儿吃喝聊天，
百花亭成了客厅兼餐厅。四周草木
清香扑面。春天，东西两侧西府海棠
的花都开了，更有花香四溢，花影迷
离 ，是 自 家 餐 厅 和 客 厅 都 没 有 的
风光。
　　我常到这里，因为各色人等众多，
形象各异，且衣着花样翻新，色彩丰
富，好画速写。百花亭是上世纪 70
年代从李鸿章家庙移过来的，是个六
角亭，亭内红漆圆柱错落间隔，会遮挡
着彼此的一些视线，我坐在那里画对
面或旁边的人，一般不易被发现，可以
画得从容一些。
　　春天，我在这里画对面一对男女，
年龄大概六十上下，女的胖乎乎，很喜
兴，男的很瘦，不苟言笑，很有趣的一
对搭档。他们倚在柱子旁晒太阳，像

一对老猫，被温煦的阳光抚摸，眯着眼
睛，很是惬意。
　　画完了，正要合上画本起身走人，
女人站起来，慢悠悠地向我走过来，走
到 我 的 身 边 ，问 道：你 是 不 是 画 我
们呢？
　　我束手就擒，赶紧把画本递给她：
是，您看看，画得像不像？
　　她接过画本瞅了瞅，说了句：别
说，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然后，她抬
起头，指着这一页冲我说：怎么样，这
张画送我了吧？
　　大概看我有点儿犹豫，她立刻说
道：跟你开玩笑呢！知道你舍不得！
我照张相，可以吧？
　　我忙说：当然可以，您敞开照！
　　她从衣袋里掏出手机，冲着这张
速写画噼里啪啦照了几张。照完后，
问我：你姓什么？
　　一般萍水相逢的人，问旁人姓氏
的很少见。我有些好奇，不知道她为
什么对姓氏感兴趣，但还是老老实实
答道：姓肖。
　　她一听立刻兴奋起来，仿佛捡到
什么喜帖子，冲我叫了起来：你姓肖？
仿佛不相信我真的是姓肖似的。
　　我问她：怎么啦？
　　她转过头指着那男人喊道：没怎
么，你问问他姓什么？
　　我猜到了，肯定也是姓肖了。仿
佛这个肖字，像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一
下子对上了接头的暗号，让她无比
兴奋。
　　那男的说：我也姓肖。现在都用
简化字的肖了，以前是写繁体字的
萧的。
　　我说：没错，百家姓里没有简化字
的肖，咱们的姓应该是繁体字的萧。
　　他接话道：那是，我们原来村里的
老人都说，萧氏的后代最早都是从辽
代萧太后传下来的。
　　女的插话道：在北京城，姓萧的不
多，凡是姓萧的，一般都是从关外迁过
来的，五百年前是一家。
　　这只是传说，我不敢确定，没敢接
话。但他说他们原来的村，让我立刻
想到了南四环路上的肖村桥和北五环
的肖家河桥，以前都是村子。想肖家
河离天坛太远，肖村很近，不知道他们
以前是不是住在肖村的，便问：您二位
住哪儿？
　　女的答道：我们住宋家庄。
　　那倒是来天坛方便，坐地铁五号
线，三四站地就到。我又问：您二位以
前住哪儿？
　　男的说：以前住肖村。
　　我的猜测是对的。肖村，仿佛是
对上了第二个接头暗号，心里忽然兴
奋起来，立刻又问：那您二位是拆迁到
了宋家庄的吗？
　　男的说：没错。前些年修四环路，
占了我们肖村大部分的地。
　　我从不知道肖村的具体位置，一
直以为现在的肖村桥就是以前肖村

的位置，说起肖村，他们两人你一言
我一语交错地告诉我，肖村在肖村桥
的西边一点儿，是一片很大的村落，
村里曾经有一座很大的庙，以前，这
个庙当过村公所；新中国成立后，当
过小学校；人民公社时代，又当过生
产大队的队部。如今，这一切的历史
痕迹，被建成的四环路所替代，刻印
上了城市化进程的轨迹。应该庆幸
肖村桥地名的存在，让历史的痕迹和
时代的印迹保存下来。地名便不仅
有地理的意义，还有着历史和时代这
样三重的意义，让我们不仅可以知道
回 家 的 老 路 ，也 可 以 看 到 发 展 的
新路。
　　难怪说起他们的肖村，一下子话
多了起来。一个地方，从小在那儿生
活过的人，和只是到此一游的过客，感
情是不一样的。即使在时代的变迁
中，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只存留下一
个地名，也是含温带热的，说起它来，
也像是说起自己的一位故人，甚至像
是自己的情人。

三

　　去年五一期间，天坛公园里的游
人明显多了起来，特别多了年轻人，
一对一对的，虽然都戴着口罩，却有
说有笑地徜徉在天坛的各个角落。
清冷几个月的天坛，一下子有了生
气。也是，自从去年初疫情突然暴
发，武汉封城，北京城也几乎万人空
巷。宅在家里那么久，赶上五一放
假，自然会出来散散心，一舒多日积
聚的郁闷之气。
　　五一那天上午，我坐在北天门内
垣墙根儿前的长椅上画画，这里阳光
充足，前面是宽敞的甬道，旁边是柏树
林，散发着春天清新的气息。我身边
的另一个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小
伙子，我来之前，他就坐在这里，不知
已经坐了多久。说实在的，我就是一
眼看见了他，才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想画他的。他身穿整齐笔挺的藏蓝色
西装，还打着条猩红色的领带，很是醒
目，引起我的兴趣。这样的节日里，逛
天坛的人都是来休闲的，很少见这样
正装的样子。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
画他，一直显得百无聊赖，手里摆弄着
手机，目光游离，时不时在往东边看。
东边不远，是北天门的三座大门，那
里，游人出出进进，多如过江之鲫。我
猜测，他可能是在等人。
　　我把他画完了，正起身，没有想
到，他也跟着站起身来，那一刻，我
们两人像是约好要一起走人似的，
仿佛是一起来的熟人或朋友。几乎
同时起身的举动，让彼此都禁不住
望了望对方，笑了笑。
　　你也走呀？我先说了句。这话说
得有些歉意。刚才偷偷画他，做贼心
虚一般，有些过意不去。
　　他点点头，没有说话，但冲我点

头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上忽然显出
一点儿羞涩的样子。就是这点儿羞
涩，让我觉得这个年轻人那样的可
爱，不是那种江湖上见惯的小油条。
如今，小油条渐多，这样脸皮薄的，少
了。于是，仿佛我真的和他相熟一
样，几乎没加思索，顺口滑出这样一
句：不等了？
　　他一愣，迟疑了一会儿，一口京腔
地问我：您怎么知道我是在等人？
　　我笑了，说道：我是随便瞎猜的。
　　他却很认真地对我说：您是长辈，
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多，见过的世
面肯定比我多，您说我在这里等快两
个小时了，人还没有来，是不是不会再
来了？
　　我问他：你没给人家打电话问
问吗？
　　打了呀，没打通，开始没人接，后
来关机了。我又发了微信，也没回音。
　　一看就是老实孩子。都这情况
了，还用再“傻老婆等苶汉”一样傻
等吗？
　　会不会突然有什么事情了？
　　小伙子像对我说，也像自言自语。
　　我们边走边说着话，走出北天
门，一起朝北门走去。我弄清楚了，
是等他的女朋友。也许，还谈不上什
么女朋友，2019 年 11 月网上认识
的，第一次约会便是在天坛，说是看
天坛的银杏，再不看，金黄色的银杏
叶就都快落光了。见了面，长相呀，
个头呀，年龄呀，工作呀，彼此都挺满
意的。元旦时候，又见了一面，一起
看了场电影，吃了顿饭。春节前工作
忙，就约好等着过春节时再见面。没
等到春节，疫情来了，都封闭在家里
办公了，联系只有靠电话和微信。这
么着，一耗耗到了五一节，小半年的
时间，只见过两次面。虽然古诗词里
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暮暮”，但那只是属于古典式或理想
中的爱情，只适合在诗词大会上背
诵，仅靠电话和手机短信维持的爱
情，如此脆薄得不堪一击。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或劝说小
伙子。或许，小伙子根本不需要我来
安慰和劝说。他原本比我想象得要
坚强，或者更世故，在失败中更看清
了爱情的真谛。如今的爱情，经不起
考验。疫情暴发以来，时空阻隔，心
情烦躁，闹得彼此隔膜甚至割裂起
来，别说才见过两次面的恋情了。这
小半年的时间里，内心受到的冲击，
一切不确定的因素，都会浮出水面而
迅速膨胀，足可以让梁山伯与祝英台
没有变成翩飞的蝴蝶，先变成满地在
爬的毛毛虫。
　　走到北门前面，西侧的假山石旁
一丛硕大的黄蔷薇开得正旺，从上往
下倾斜一道瀑布一样，阳光下金光闪
闪，晃人的眼睛。在整个天坛公园里，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灿
烂的黄蔷薇。一年四季，它只有在这

个时候辉煌一次。站在它前面照相的
人很多。
　　小伙子忽然停住，望了望这一丛
黄蔷薇。然后，指着黄蔷薇，对我说：
去年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先在这里碰
的头。
　　那时候，蔷薇没有开花。
　　今天的五一又到了，蔷薇开花了，
一片明黄。

四

　　那天中午，我坐在百花亭里，读布
罗茨基的诗，读到《我坐在窗前》，有这
样一句：
　　我坐在窗前。坐着坐着想起我的
青春，
　　有时我笑一笑，有时我啐一口。
　　忍不住，我也笑了。不知是布罗
茨基写得好，还是中文翻译得真好，
这个“啐”字，太形象，富有感情，毫不
遮掩，又那么节制、含蓄，多有象外
之意。
　　该吃午饭了，便合上书，沿亭前
甬道往北走，想出北门回家。甬道两
旁的龙爪槐还未生叶，光秃秃的，虬
枝遒劲。径直走到内垣的灰墙前，本
想东拐，忽然看见内垣那扇月亮门前
人影幢幢，不知有何事情发生，便好
奇地走过去。刚到月亮门，就看见西
侧一片杏林枝头花枝繁茂、盛开如
雪。树下人头攒动，笑语欢声，分外
热闹。
　　来天坛无数次，这里也常走过，不
知道居然有这样一大片杏树林。大概
来的时间不对，一年只有到这个时候，
杏花才会如此灿烂地和人们相会。平
日里低调得很，不像月季花一年四季
都要粉墨登场，花开不断，争相亮相，
混个脸儿熟。
　　我走了过去，先看到树前两排坐
着轮椅的老人。他们并不摇着轮椅到
前面树下，只是静静坐在那里，坐得是
那样整齐，好像在开会，或者在观看节
目，认真地看着前面的杏花灿烂地发
言或表演。我不知道他们是约好了，
还是正好凑在一起，杏花如雪，映衬着
他们的一头如银白发，如此相得益彰。
他们看着花，说着话，不动声色，春秋
看尽，炎凉尝遍，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
的样子。
　　他们的前面，便是杏林，有人说是
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古树了，其实不
准确。天坛以前没有花木，它们是上
个世纪 60 年代前后种植的，树龄最
大六十多年。不过，也算是沧桑了。
在北京的公园里，能见到古杏树的有，
但能见到这样一大片沧桑杏树林的，
真的不多。在如今天坛的花木中，除
松柏蔚然成林和那一片丁香林之外，
大概就要数它们了。
　　杏树下，大多是年轻人在拍照。
他们或倚在树干，或手攀花枝，或仰头
做看花状，或挥舞头巾做飞天状，或高

举着自拍架在自拍……姿态各异，
尽情释放，花让他们少了人前人后
的顾忌。有几位年轻的女子，正在
树下换装，更是毫不顾忌地脱下外
套、毛衣和裤子，套上鲜艳的民族服
装——— 大概是改良版的藏族服装，
准备和杏花争奇斗艳。
　　再远处，杏林的边上，几个小孩
子在疯跑，叫喊着，打闹着，追逐
玩耍。
　　三月中午的阳光下，杏林中一
幅难得的有声有色的画。
　　我回过头，又走到那一排轮椅
上的老人面前。忽然，想起了刚才
读到的布罗茨基的那句诗：
　　我坐在窗前。坐着坐着想起我
的青春，
　　有时我笑一笑，有时我啐一口。
　　有一天，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苍
老，站不起来。疾病和苍老，是每一
个人都要上的必修课。我也会和他
们一样，和老伙伴们约好，凑在一
起，不是坐在窗前，而是坐在老杏树
林前，想起我们的青春，笑一笑，又
啐一口吗？
　　关键是要啐一口。

五

　　看网上的统计，2006 年，天坛
的鸟有 130 种；2019 年，有 199
种；还有个数字，说总鸟数有五千
余只。不知道这样的数字是否准
确，不过，也足可以看到天坛近些
年自然环境改善得越来越好，才会
有这样数字变化，鸟飞来得越来
越多。
　　天坛唯一的缺点是缺水。因
此，众多的鸟类中，没有水禽。我一
直做这样的遐想，斋宫原来是有水
的，如果斋宫的两道御河里能够重
新注水，那该是另一番景观了。
　　在天坛，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的
鸟。这些鸟不像春天里的二月兰，
在瞬间可以成片成片地开在你的眼
前。真正想要看鸟，得有耐心和诚
心，像钓鱼一样，得坐得住，仔细观
察，才能看到。我来天坛这么多次，
看见多的是麻雀、灰喜鹊和乌鸦，也
曾经偶尔看见过啄木鸟、蓝靛颏、乌
鸫和雨燕，听见过布谷鸟的鸣叫声，
但没有找到鸟的踪影。也许，是见
识浅陋，我只认识这几种鸟，见到别
的漂亮的鸟，却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和它们无缘相识。
　　以前，从没有见过戴胜。奇
怪得很，自从前年秋天第一次见
到以后，竟然多次见到戴胜，像是
一种缘分，就如同你在天坛偶然
见到的一位陌生人，以后在此又
多次巧遇一样，给你意外相逢的
惊喜。
　　前些天，是三月的一个下午，在
外垣墙前的柏树林里，远远地看见
几个人蹲在地上照相，走近一看，是
在给戴胜照相，两只，顶着漂亮的冠
子，伸着长长的鸟喙，正在草地上啄
食。小腿在草丛中一蹦一蹦的，悠
然自得，像踩着小步舞曲的点儿在
跳舞。
　　我站在那儿看，像看到老朋友，
不知这是第几次见到戴胜了。很奇
怪，戴胜一下子像林中的小松鼠一
样多了起来。
　　又走过来一个男人，很惊奇地
叫道：这是什么鸟呀，这么漂亮！
　　我告诉他：是戴胜。
　　这个男人又禁不住说了句：没
见过，还真是漂亮！
　　我像是戴胜的老朋友一样自
居，并自以为是对他说：这草还枯
黄，过几天，草一返青，鸟在绿草上
一蹦，黄色的冠子和它们黑白相间
的翅膀一抖擞，颜色才更打眼呢！
　　那是一定的了！他像相声里的
捧哏一样，很给我面子。
　　我则说得更来劲儿，把知道的
关于戴胜仅有的一点儿知识，又好
为人师地抖搂出来：别看它们长得
好 看 ，可 臭 呢 ，人 们 又 叫 它 们 臭
咕鸪。
　　蹲在地上正照相的那位男人，
抬起头来，不大满意地冲我们说：别
这么说啊，人家可是以色列的国
鸟呢！
　　是吗？那个男人更是惊奇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这么又说又笑又是噼里
啪啦地照相，两只戴胜只顾着跳
着 蹦 着 找 食 吃 ，泰 然 自 若 ，旁 若
无人。
　　那个站在我旁边的男人指着它
们冲我说：你看它们一点儿也不
怕人！
　　我说：在天坛，它们见到的人多
了，可比咱们见多识广！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天坛“速写”写天坛

一群小朋友在北京天坛公园内拍照留念。      新华社资料片（鲁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