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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龙与《桂堂余录》

书话

□ 何贵荣
西云书
院原是杨玉科
将军捐建的爵
府 ，有 房 屋 一 百 余
间，
并有南北花园。南花厅又称湛园，
有池
塘、水榭。园内树木参天，四季花香，环境
幽雅。有联云：
流水有情皆绕竹，
好花无数
不知名。水榭匾曰：桂堂。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太和县令刘安科整葺湛园后，招
待宾客于园内，
以
“湛园八咏”
为题，
让能诗
者作诗为乐。湖南安化诗人贺宗章的诗最
佳，
他的作品被刻石保留下来。在“桂堂煮
洒”
中写道：
“何处酒生香，
西云有桂堂。
”
湛
园成为西云学子读书的理想之地，桂堂是
清末民初山长、
校长的居住之所。
西云书院自光绪三年（1877 年）创立，
成为滇西学子备战登科及第的理想学府。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西云学子在云南
乡试中大放异彩，
周钟岳获第一名，
荣登解
元。还有第二名杨中显、第五名陈文翰。
两年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废除科举，仿西
方建新式学堂。在西云书院旧址上先后经
历了大理府师范传习所、大理府初级师范
学 堂（附 设 大 理 府 中 学 堂）。 宣 统 二 年
（1910 年），云南省划分三个中学学区，第
一区在昆明、第二区在大理、第三区在蒙
自。学司委派由云龙为监督，创办第二区

小小
说

模范中学堂。
“设在云南大理府内，校舍用
西云书院改办，而以丽江、永昌、顺宁、蒙
化、
永北等属附之。
”
（
《云南政治官报》宣统
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四十四号）。
由 云 龙（1876—1961）字 程 孙 ，号 逵
举，别号定庵，楚雄姚安县人。1897 年（光
绪二十三年）考中举人。1907 年京师大学
堂毕业，
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
回国后被委任为学部主事，不久返回云
南。辛亥革命中被推为滇西军政府协理。
后任云南都督唐继尧的秘书长。1912 年，
袁世凯窃国称帝，
他与蔡锷等人一起，
通电
讨袁。曾任政务厅长兼代理省长、云南省
教育厅厅长、实业司长、水利总局长、盐运
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由云龙被选为
省人民代表，
担任省政协副主席，
省文史研
究馆筹委会主任委员。
由云龙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
《南雅
社诗集》
《桂堂余录》
《定庵诗话》
《定庵题
跋》
《云南乐府歌曲》
《定庵文存》
《定庵诗
稿》
《滇故琐录》
《滇录》
《护国史稿》等。
1910 年（宣统二年），10 月由云龙到
职，在任一年零一个月。成为大理一中创
办新学的第一任校长。在此期间，辛亥革
命爆发，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昆明光复，
大理响应。1911 年 11 月 3 日，迤西自治总
机关部在大理成立，
由云龙先后担任协理、

野菊漫山

总理，积极投身民主革命运动。这一年多
的时间，
教育改革与政治革命轰轰烈烈，
第
二模范中学堂的师生经历了革新的洗礼。
学者与政治家双重身份的由云龙，在烦杂
的事务之余，对二十多年的读书札记和见
闻进行了总结，编成《桂堂脞录》八卷。十
余年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料却毁于日
寇战火，
又无副本，
于是从余稿中筛选辑成

学而

《桂堂余录》四卷。他在自序中云：自庚戌
至辛未二十余年间，读书得间，或闻之友
人，
有足裨助文献、
辩正书史者，
辄札记之，
约为八卷，
名曰《桂堂脞录》，
以付商务印书
馆排印。桂堂，
庚戌辛亥间督学迤西，
居前
大理西云书院山长旧室，
额曰“桂堂”，
所录
以得于是中者为多，故以名焉。不料书未
出版，遽搆倭祸，书遂被毁。皆系手稿，苦
无副本，
意不能无惋惜。乃复搜故簏，
得弃
稿十之四，较原书匪惟学识有深浅之别。
其意义亦不免有肤腋之分。精力日衰，不
能复事纂述，理而存之，亦敝帚之享，慰情
聊胜于无焉云耳。
《桂堂余录》1933 年由云南省财政厅
印刷局印刷出版，至今流传较少。云南民
族大学冯秀英副教授在整理出版由云龙
《滇故琐谈》后，
又于今年点校出版了该书。
全书四卷，共 200 余则，内容含读书笔
记、史料笔记和文人笔记，不拘一格，有很
高的文学、文献、历史、文化价值。题材广
泛，涉及文学、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文
化学、人类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内容。很
多内容为作者经历所见，所录之事史料性
强，
值得学术研究者重视。
先生一生嗜爱读书，个人藏书 12 万
册，
著作十余种。成为“读书养气”
第一人，
是西云学子读书的楷模！

无伤不香
□ 刘效仁

□ 唐雅冰
野菊花开了，漫山遍野，一朵朵、一簇
簇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摇摇曳曳，婀娜
多姿，逗得一只只蜜蜂忘了时间忘了归途，
忘 了 日 益 降 低 的 温 度 ，留 恋 花 丛 兀 自 飞
舞。风中，
多了一份香甜的气息。
“野菊花泡水可以清火明目，晒干做枕
头能帮助睡眠……”吕大娘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背着背篼出了门。门后就是大山，一
条羊肠小路七弯八拐，朝山上延伸，不知道
消失在哪一个拐角。这座山如图腾，深深
地刻在吕大娘的心里，即使闭上眼睛她也
能清楚地知道哪儿有一块癞巴石、哪儿有
一个坑、哪一棵树下经常长鸡爪菌……她
绕过一片枯黄的茅草地，走过一片柏树林，
再穿过一块红苕地，眼前骤然敞亮起来。
向阳的山坡上，一片野菊开得正好，风一
来，
到处都是黄澄澄的“小太阳”
在晃动。
吕大娘选中那些花朵最饱满、
颜色最鲜
艳、
开得最灿烂的野菊花，
一朵朵轻轻地从花
柄处掐下来，
神情专注得如穿针引线，
动作轻
柔得如抚摸婴儿柔嫩的肌肤。一朵、
两朵、
三
朵……背篼里的花逐渐多起来，
太阳也越升
越高，
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吕大娘鼻尖冒出些
许汗珠来。顺手捋一下额前垂下的那一缕花
白的头发，
就近选一块大青石坐下来。
乡村的天空格外明净，
薄薄的云轻轻漂
浮在头顶，
一只长尾巴鸟划破云的外衣，
“唧”
地一声从这边松树飞向那边柏树，
只留下枝头
轻轻颤抖。远山层层叠叠，
黄绿相间，
一条乡
村水泥路如一条白蛇，
缠绕着大山一圈一圈朝
山外伸展，
偶尔有一辆小车从山外开进来，
绕
过几条田埂便消失在眼前。吕大娘瞪大眼睛

拼命想看清那些驾车人的样子，
却都是徒劳，
她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惊得身畔草丛一只
野兔一跃而起，
钻进树林不见了踪影。
夏雨躺在病床上，
望着一滴一滴慢慢往下
掉的液体，
眼神却总是无法聚焦。
“该挖红苕了
吧，
油菜该育秧了吧，
冬小麦也要准备播种了
吧……”
城里长大又一直在城里工作不知季节
变换的夏雨，
竟然在一趟趟的扶贫往返路上熟
悉了农事，
并多了一份牵挂。
“唉，
怎么说病就
病了呢？
”
已经两周没有下乡了，
不知道吕大娘
怎么样了，
她一下雨就风湿痛的腿好些了吗？
气温一天天下降，
她的膝盖可不能受凉……
吕大娘站在房前，一边小心地翻晒着
簸箕里的野菊，一边不时朝村口的水泥路
打望。墙脚那条大黄狗，伸着舌头立着耳
朵，也不时朝村口瞟一眼。一只长势正好
的红公鸡昂首挺胸，带着几只母鸡在墙下
觅食，
“ 咯咯咯”的声音格外欢快。这夏雨
春天送来的鸡崽，仿佛一转眼间就长大了，
早 就 有 城 里 人 来 预 订 了 ，只 等 年 前 就 带
走。
“汪汪汪”，突然，大黄狗跃身而起，一面
叫着、一面摇着尾巴，朝村口跑去。揉揉眼
睛，一辆熟悉的白色小车进入吕大娘眼帘，
吕大娘咧嘴笑了，
眼角笑出一滴清亮的泪。
“大娘，
最近好吗？腿还疼不疼？给您买
了个热水袋，
晚上捂一捂膝盖，
会好些……”
“娃呀，你瘦了，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
呢？这些野菊花是给你晒的，拿回去泡水
或者放在枕头里……”
山村的空气很新鲜，山头田间，野菊花
依然孜孜矻矻地开着，空气里满是野菊花
的香味。鸡犬相闻中，
炊烟袅袅升起……
国妆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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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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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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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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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太和店
5166101
蒙自兴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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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富春街 13769476101
玉溪凤凰路 13508776761
昭通凤霞路 15198554669
富源
15924977099
文山
13887602691
开远
13529464101

宜良 15887101776 陆良 15188133870
宣威 13466094377 武定 13170505101
呈贡 13033334101 会泽 15187954272
石屏 15912802278 威信 15925091236
宾川 13987251871 丽江 13578480771
华坪 15240962101 永胜 15887564821
华宁 15008899738 鹤庆 13988750346
通海 15008899738 昌宁 13987056486
个旧 15912883055 免费加盟087165712101 广告

清丽而甜美的香气，像蚕丝逶迤而
进，
缠扰了肺腑，
令人迷醉。从内到外都
被香氛熏染，恍惚被香料将脏腑浸透。
此刻吐出的话语，都是香的吧？只是那
一刻，
却没有人说话，
贪婪地呼吸着。
人的嗅觉，其基本功能即分辨恶
臭，是故造物主特地创造了香木香草香
花的馨香馥郁，沁人心脾。据称，现已
发现的香料植物就多达 3600 余种，根、
干、茎、枝、皮、叶、花、果实或树脂等皆
可成香。茉莉、
熏衣草取自花；豆蔻、
小
茴香、鸡舌香取自果；甘松、木香取自
根，
龙脑、
乳香则取自树脂。
香，不仅在馨悦之中润拭了人的心
灵，且于有形无形之间调息、通鼻、开
窍、调和身心，妙用无穷。嗅之神清气
爽，身心舒泰，消浮除躁，顿觉天人合
一，岁月静好。李时珍《本草纲目》就有
很多关于香料的记述。香附子，
“ 煎汤
浴风疹，可治风寒风湿”；
“ 乳香、安息
香、樟木并烧烟薰之，可治卒厥”；
“沉
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
香、
樟脑、
皂荚等并烧之可辟瘟疫”。
在中医药典中，似乎对沉香情有独
钟。称其“味辛，气微温，阳也，无毒。
入命门。补相火，抑阴助阳，养诸气，通
天彻地，治吐泻，引龙雷之火下藏肾宫，
安呕逆之气，上通于心脏，乃心肾交接
之妙品。又温而不热，可常用以益阳者
也”。呵呵，或深谙此理，历代帝王将
相、
文人墨客竞相惜香如金、
爱香成癖，
乃至含英嚼华，
余香满口。
关于香的诗词歌赋可谓不计其数，
名篇佳作异彩纷呈。李清照《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所燃
“金兽”即为“龙脑香”。屈原《离骚》中
亦多精彩的咏叹：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
秋兰以为佩”；
“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
兰其不可佩”。
无论熏烧祭祀、佩带香身，还是入
酒、
辟秽祛虫，香不只被喻为一种高尚、
善 美 的 品 质 ，且“ 进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
香，禁不住令“心向住之”。只是，每一

朵花之香芬，都是经其一生的积淀与释
放。每一片沉香之馥郁，尤其经历了斧
砍刀劈的折磨与摧残。
“无损不伤”，
“无
伤不香”，
恐怕远远超出了读者的想象。
印度洋上有个小岛，由于盛产香料
被称为香岛。沉香木即生长在这儿。
与檀香不同，沉香并非木材，而是混合
了树脂和木质成分的固态凝聚物。母
树——
“风树”本身并无特殊的香味，木
质亦松软，但由于树脂的沉凝致其遇水
即沉，
沉香故此得名。
其凝香过程十分艰辛。
“ 当风树的
表面或内部形成伤口时，为了保护受伤
的部位不发生腐烂，风树会紧急动员起
来，驱动树脂聚集于伤口周围，以疗治
创伤自保。累积的树脂浓度达到丰厚
的程度时，如果将此部分取下，便成为
可使用的沉香。
沉香乃为天作之合。含有沉香的
母树，寿数到了倒伏于地，最终的不朽
之物即为含脂的沉香。然而，庞大的市
场需求和早就超过黄金的高价，急功近
利的人们已等不及大自然的时间积淀，
而率先对其扬起了斧钺。
先是在树干距地面 1.5～2 米处，狠
狠 地 砍 数 刀 ，刀 刀 见 骨 ，深 达 3～4 厘
米。更有甚者，要达到树干直径的 1/3
至 1/2，名曰“断干法”。总之，刀剁斧
劈，剥皮掏心，人为制造深重的创伤，然
后利用风树泌脂结痂的本能，逼其生出
沉香来。
在人的眼中，
每一刀，
每一块伤疤，
都
是一沓沓的钞票。可对于母树来说，
该是
怎样的悲怆！而她只有垂死一搏，
用尽所
有的气力来封闭创口，
以求生存。
“风树如
有知，
必椎心泣血”
。人非石心。沉香作
为人间香氛的极品，其摄香过程如此残
烈，
未免脊背发凉，
不忍卒读。
风树死了，但它的孩子、它的精华
—— 沉 香 还 活 着 ，袅 袅 生 烟 ，绕 梁 三
日。无损不香，
“无伤不香”，风树如此，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谓的岁月静好，其实是砥励前
行，
搏风击浪的果实。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