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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花的季节，花的世界。“美啦美啦
美啦……”除了这词儿，人们找不到更合适
的来赞美。
可美也是有杀伤力的，其力如虎。各种花
儿在寒冬之后次第开放，这个登场的时机，都
是大有深意的。蛰伏之后的鲜活，压抑之后的
爆发，冷寂之后的喧闹，恰如饿虎出洞。
最先报到的，是樱桃花。 因为是第一个
廖
晓 出场，不免羞羞答答，匆匆忙忙，就开得有些
伟 拘谨和紧张。 你还没有看清它的容貌，闻够
它的清香，它就慌张退场，落花而逃。 如果它
也算虎，那不过就是一只初出茅庐、胆小羞
怯的小老虎。
急不可待、闪亮登场的，便是桃花和李
花。 跟樱花的娇羞不同，这俩则属惊艳，开得
猛烈，开得火爆，开得张扬。 一个粉红艳丽，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个白皙如雪，群体
秒杀。 从植物学角度上说，开花，乃是它们的爱情宣言，做爱
高潮。 没有这个芬芳的过程，哪来硕果甜蜜？ 奇怪的是，中国
的传统文化对人世间的男欢女爱大多抱着鄙夷和压制的态
度，却对这植物之爱大加歌颂，恨不得把所有的关于美丽的
形容词儿都送给它们。 从古老的《诗经》到现代诗，莫不如此。
桃红李白，也就恃宠而骄，开得生龙活虎痛快淋漓，展示出了
直率而又旺盛的生命力。 倘若用虎作喻，那它们就是花中的
吊睛白额大虫，张牙舞爪，地动山摇。
随后而来的，便是梨花了。 与前面的樱桃李们不同，它是
花叶同开。 鹅黄的嫩叶衬着纯白的花朵一同出现，那种矜持，
那种含蓄，那种意境，不知又刺激了多少墨客骚人的荷尔蒙
（灵感）分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梨花开，
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 形容伤感的美女，就是“梨花仙
子”，“梨花带雨”。 倘换上其他的花，比如“
狗尾巴花带雨”，那
就大相径庭。 若继续用虎比喻，梨花，它就是一只乖巧灵秀、
体态婀娜的怀春思春却又内敛稳重的小白虎也。
再随后，便是红杏、海棠们了。 观其树，生得刚劲有力，凌
厉逼人（有的还带刺），活脱脱一幅护花使者不容靠近的威猛
形象，但看那花朵，无论其色其形，却又中规中矩，乏善可陈。
更冤枉的是，因为前人“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
的诗句（本来是个好句子），竟让无辜的杏花成了“偷情越轨
的代言人”，令人哭笑不得。 它们就是一只不声不响的老虎，
最善偷袭，必须警惕。
当然还有玫瑰芍药月季们， 那又是一种特别的花之光
景，虽是草本，却柔媚无比，娇羞逼人。 就像贵妃出浴一般，
“侍儿扶起娇无力”。 用虎比喻似乎不大合适，只可用猫。 但是
且慢，需知在传说中，猫，正是虎的师傅呢。
嗟乎！ 花开如虎，虎虎风生，生气勃勃。
在这个功利重于缤纷的世界，我愿意被老虎般的美丽杀
伤、而亡。 以身饲虎，虎口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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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师与种花人
□马道子
一转眼，与李同宗先生相识，快 30 年了。他
年过七旬，我也人到中年，我们亦师亦友，是忘
年交。他给我的印象深刻：就是匆匆忙忙的修剪
师和种花人。这个修剪与种花，我说的是他文学
编辑跟文学创作。
同宗先生是与众不同的修剪师。在我 30 多
年的写稿生涯中，认识了不少的编辑，同宗先生
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一辈子生活在渠县，与全国
其他的大报大刊编辑相比，其条件应该是简陋、
艰苦，面对的对象也是基层小人物。但他硬是在
这样的环境里， 编辑推荐了不少的好作品和优
秀人才。我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还是受益者。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渠县创办了一
张内部报纸叫《渠江校园》，主要针对学校师生，
发行量很大，掌脉的是县政府助理调研员李隆炎
先生，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 隆炎先生看见我发
表了一些作品，就时不时地约稿，写写渠县“普
九”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我辗转全县，以长篇
通讯形式撰写了琅琊、鲜渡、宝城等地的好做法。
由于是经验推广，稿子就要发同宗先生主持的头
版。每次，同宗先生都逐字逐句审阅，将一些语句
进行修改完善，同时，又询问我是否贴切。 于是，
我的一篇篇长稿在《渠江校园》头版头条推出，与
同宗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涵养密
切相关， 相应也影响了我之后的创作与编辑工
作。
同宗先生把热爱当成事业，终其一生。这些
年，同宗先生不管是统管县创办，还是“大内总
管”县作协，即使他退休，也不离岗，一直到现
在，一如既往战斗在编辑一线。他是我们县文艺
编辑唯一的副高职称者， 修养与业务水平名副
其实。
同宗先生是德艺双馨的种花人。他自己种，
也给别人种。近年，他不但深入研究渠县的民俗
文化，与人合著了《賨人与賨人文化研究》专著，
也在一些报刊发表了颇有独到之处的破译渠县
历史文化的论文，还创作了不少高质量的散文、
诗词赋，其中一些获得全国或省市级奖励。尤其
是最近两年，他专注于各种花卉的诗词创作，且
大多是微型句子，既朗朗上口，又有生活鲜活气
息，其步入了创作高峰，手法有新的突破，渐入
佳境，可喜可贺！得知先生花卉诗词即将结集出
版，我知道渠县诗歌又将开出艳丽新花，乃中国
诗歌之乡有幸也。 渠县有很多作家曾得到同宗
先生的帮助，结出累累硕果。 三汇镇的周建华，
一个个体手工业者，也是文学爱好者。他对三汇
的民俗风情很了解， 一直想写有关三汇民俗的
系列文章。 一次，到县里开会，周建华与同宗先
生同桌，就聊起了自己的想法。同宗先生当即给
予指点并全力支持。后来，周建华向同宗先生拜
师，虚心请教，将自己写的民俗文章让同宗先生
修改。日子一天天过去，周建华的民俗文章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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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州民俗》等多家报刊发表或连载。 周建华
走出了三汇，走出了渠县，走出了达州，走出了
四川，走向了全国。 全国非遗展邀请他，全国新
农村文艺汇演邀请他， 全国上百家知名网站推
出他撰写的抗战老兵事迹。 周建华火了， 出名
了，出版了民俗专著《三汇古镇》。 这本书由政府
拨款，出版前同宗先生一篇篇审核，提出了不少
意见和建议。 现在，周建华成为了全国一个最基
层的、国家级“
双料”会员，其申请加入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还是该协会的秘书长推荐的。 周建
华多次说，自己取得的一切，都是同宗老师悉心
指教的结果，出版的第二部民俗专著，同宗先生
还写了后记。
渠县籍青年女作家陈之秀、侯文秀，也是同
宗先生一手发现发掘的。 渠县成立作协近 20 年
了，是四川省县级作协成立时间较长的为数不多
的几个，当时争取县政府财政预算，办了小报《濛
山文艺》。他是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也是县文艺
创作办公室主任，负责报纸第一版。 陈之秀向报
纸来稿的时侯，正在成都边打工、边写稿，对于一
个漂泊在外、只有初中文化的渠县乡镇农村女青
年来说，一份鼓励是多么的重要。 同宗先生接到
稿件后看了，兴冲冲地对我讲:陈之秀这个女娃
儿是棵好苗子，只要一打磨，就能走出来。 随后，
同宗先生发表了她的散文和小说，并经常去信鼓
励。 陈之秀写作从
“
游击队”转为了
“
正规军”，成
了四川省作协会员，最后到北京发展，一边做编
辑、记者，一边写小说，取得成功。 同宗先生和渠
县作协、县属报刊网络都持续关注。 目前在全国
小小说年度排行榜中前十的女作家侯文秀，也是
同宗先生发现的。 侯文秀在渠县师范读书时，爱
好写作，一次送稿到编辑部，见到了同宗先生。同
宗先生看了侯文秀的作品，当即表示选用，并大
力赞赏了其优美的文笔。 侯文秀后到遂宁市工
作、生活，不时发来稿件刊登。 现在，侯文秀当上
了当地一家刊物的主编，每年都有不少佳作在全
国发表、获奖，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小小说作家。
而今，渠县打造“宕渠作家群”，中国作协会
员（下含渠县籍，健在的）有 8 人，加上国家级诗
歌、诗词、戏剧家、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30 人以
上，省级作协会员在 50 人以上，这样一支庞大
的作家群，其中，有 20 人以上或多或少跟同宗
老师用稿、编辑出书、推荐有关。 我和打工诗人
许强、诗人刘继以及女作家刘华，在 2000 年初
期，被同宗先生推荐为四川省首届“文学新苗”。
到省作协参加首届“文学新苗”座谈会，其他市
州的朋友很惊奇：渠县出现会议的代表有我、刘
继和刘华 3 人，相当于他们市州的总和。 其实，
那次还有渠县籍青年军旅女作家王甜参加了。
此次，对我们成为省级作协会员，思想境界和艺
术水平提升，影响深远。
大爱无疆，文水无声。 我老实地说，同宗先
生是神奇的修剪师，技术全面的种花人，他用文
字之爱， 满腔热忱迎来了渠县文学姹紫嫣红的
春天，言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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