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包揽胜 ■任欣怡

难忘狮城

夜航船
全国报纸副刊好栏目

■孙道荣

城里的土

朋友新买了个房，一楼，带院
子。如今在城里，能有个院子的房，
不多了。

拿到钥匙后，朋友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想将院子整一整，弄出一小
块地来，种点蔬菜，养点花草，在城里
做一回农民。一锹挖下去，朋友傻
了，薄薄的，已经发蔫的草皮下，全是
混凝土疙瘩、断砖、木渣、碎钢筋，以
及饭盒、塑料啥的，原来院子都是垃
圾堆砌而成的。朋友请了两个工人，
挖掘了三四天，总算将院子表层的垃
圾清理完了，见到了下面的黄土层。
可是，问题也来了，院子成了一个坑，
比旁边足足矮了三四十公分，必须找
一些土来回填。

上哪里去找土呢，这成了大难题。
在城里，你已经难得见到土了。

你能见到的最多的土，叫混凝土，房
子是混凝土盖的，路是混凝土浇的，
地是混凝土铺的，在混凝土的世界
里，能长出庄稼和别的植物的土地，
几乎被完全覆盖，不能呼吸。鸟，或
者风，将一粒种子随便往乡下的土地
上一丢，种子就能成活，长成葱郁的
绿来，哪怕是不小心丢在了石头缝
里，它也能顽强地生根、发芽，因为，

纵使是石头缝里，也多少是有一点点
土的。只要有土，哪怕只是小小的一
捧土，也是种子的窝，种子的家，它就
能活下去。但是，城里不行，你将一
把种子撒在地上，它们不是马上被车
轱辘碾成粉末，就是在毒日头下，干
枯而死，在水泥地面上轻飘飘地滚来
滚去，成为水泥和钢筋们的笑话。

当然，城里也还是残存了一些土
的，小区的花坛里，就有土；路边的隔
离带里，也有一些土；街头的街心花
园里，有更多的土。不然，那些花花
草草，怎么活得下去？朋友扒拉开那
些矮小的花草，试图挖一点点土出
来，这才发现，其实也只是表层有一
点点浮土，你用手往下一掏，不是挖
到了一块砖，就是被碎玻璃割伤，这
些土，与他家院子里清理出来的“土”
是一样的，也是建筑和生活垃圾搅拌
在一起的混合物。难怪这些花草，一
个个都长得小心翼翼，它们的根在努
力往下扎的时候，一定伤痕累累。别
说这些小花草，就算你是一棵大树，
你能在城里拥有的土，也是有限的，
除了从乡下移植过来时，盘根自带的
土之外，一棵大树的周围，亦必是混
凝土围砌而成。当台风来临时，城里

的树都只能靠钢管支撑保护，这不能
怨它，它无法将自己的根，在城里扎
得更深更牢啊。

朋友想到了远在城郊的公园，草
木茂盛，亦必有土。那确实是你能在
城里，与土亲密接触的唯一去处了，倘
若在雨天，你又愿意赤脚的话，你的脚
丫子，就能够感受到久违的泥土的润
滑和芳香了。不过，更多的人似乎讨
厌泥土，当漂亮的鞋子上沾了一点点
黄泥巴的时候，他们就会狠狠地在草
地上蹭来蹭去，就像他们一直在努力
摆脱自己身上的泥土气一样。朋友在
一个小土坡旁停下来，兴奋地扒开树
叶和杂草，黑黝黝的泥土，散发着泥腥
味，他情不自禁深深地吸了一口，第一
次对泥土有了如此深厚的情感。如果
不是急于找一些土，将自己的院子填
满，他不会注意这些黑不溜秋或黄不
拉几的东西，更不会爱上它。

朋友站起身，才惊讶地发现，他
的身后，站着一名公园管理员。管理
员已经留意他很久了，以为他是来偷
什么珍稀植物的，当明白他只是想弄
一些土的时候，管理员踌躇了一会，
对他说，如果你也像别人那样，只是
弄一点点土，放在花盆里，种点花草

什么的，我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
但你想弄一院子的土，这肯定不行。
管理员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小坑说，
那里的土，就都是被一个个城里人偷
偷弄回家，养盆景去了。

朋友坐在公园的草地上，他已经
绝望了，不知道从哪里去找来土，将
自己的院子填平，好种上青菜、西红
柿或辣椒什么的。现在，他的院子，
就像一个坑，或像他的一个什么未了
的愿望，等待填满。可是，在城里，上
哪去找土呢？土，这个最土的东西，
恍然成了城里最稀缺之物了。

他忽然想到了“坐”这个汉字，
坐，不就是两个人坐在土上吗？他觉
得，这两个人，一个就是此时此刻的
他，那么，另一个人是谁呢？

我们未能坐在“土”上，已经很久
很久了吧。

点鼠标种地

且行且歌 ■陈于晓

最近，接二连三地碰到奇葩事。
工作多年的我，突然感觉回到最初进
入职场的状态。就如杂乱的棉絮，怎
么也理不清。繁杂的人际关系，夹在
左右之间，随时都有背黑锅的可能，却
始终百口莫辩。

然后，我想找人倾诉，一瞬间找不
到任何人。想起A，又想她可能在带
娃；想起B，又想他可能在开车；想起
C，又想她或许在开会。

你们都很忙。忙着各自的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样样有。
你所经历的，我正在经历；我所烦恼
的，你亦正在痛苦……

这个世界，谁又有时间在乎谁的悲
伤。这个时候，只有她，我这个朋友可以

抱怨一下，但她听了后，则是笑而不语。
生活有太多无法把握的东西，但我们应该
依然敢于去把握，去追求，懂得珍惜爱。

没什么，做好你自己就可以。朋
友说，她刚刚辞职，不想做了就换份工
作。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工作不是你
的全部。你的工资单也不是你的全
部。你的生活才是你的全部。

啊，朋友早就在体制内，而且还担
任着官职，怎么说辞就辞。

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去做一件
事情，就抓紧去做。 最近我的家人生
病了，没人照顾，单位不好请假。我就
辞职了。这样就可以一心来照顾家
人。工作可以再找，但是家人不行。

每当听到医生说，我的家人时间

已经不多时，我的眼泪只能往心底
流。我要坚强，必须坚强。

你说，我的内心再不强大，我的家
人可怎么活。这是生活所需。我就一
定要做好。

可是，这是你奋斗了多年的工作，
刚刚有了起色。

那又有什么办法。生活需要我做
出这样的抉择。我很相信宿命。

我现在过得很好，虽然没有了固定
工资，但靠着前几年拼搏的积蓄，我完
全可以养活自己。没有什么坎过不去，
就看你想不想冲过去。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
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
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这是

村上春树说的，我很喜欢。坚持做好自
己就可以。

听朋友说了这么多，突然觉得
自己的内心有道口在说话。其实，
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痛，都可以呐
喊，也不是所有的苦，都可以说出
来。不要过分展现你的悲伤，因为，
谁都没有比谁生活得容易。我一下
子释然了。

强大的人，从来不与生活计较。
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
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生活从来都是需要精打细磨，你
又何必再杞人忧天呢？大胆地向前
走，只要你足够坚强，内心的光亮就会
消磨一切的黑暗。

故人入我梦

心香一瓣 ■缪怡沁

给自己掌灯

灯下漫笔 ■张琼

很久没回家了。
母亲说，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可

在异地求学的人，哪能这么容易归家。
那天从图书馆回寝室的路上，看到

所有走在街上的人都瑟缩着脖子，才后
知后觉地意识到冬天好像已经来了。

难得在异乡碰见一个像极了杭城
的好天气，慵懒的阳光一点点洒在我
身上，也敲碎了心中的梦，突觉怅然若
失。今年的秋天好像少了些什么，思
来想去，始终不得解。直到有一天读
柳永词“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惊
觉，今年的秋天，还未闻见那一抹桂
香。

桂花在我心里的味道是隽永的。
小时候暑假快结束那段日子，我

还没开学，母亲却已经开始上班，没人
管的我就像脱了缰绳的马，满村庄跑
来跑去，不管什么时候，村里总有几个
能玩到一起去的孩子，只消在路口一

声喊，就能有好几个脑袋从路边的大
门口探出来。村里的桂花开得总要比
城市里的早一些，还没等到所谓“金桂
飘香”的九月，就已经香飘满山遍野。
其实说是满山，也不过就是一个稍高
一点的小土堆罢了，只是在年少的我
们心里，这就是我们自由肆意徜徉的
天下了。

孩子们的思想大约都是最干净
的，一株小小的桂花在我们手里也能
玩出花样，记忆里最深的，是大家吵着
要拿桂花做香囊，而我们所谓的香囊，
也只不过是拿白纸包着一捧从地上捡
来的桂花罢了，考究些的孩子会在白
纸里面再垫上一层餐巾纸，以为这样
就能把这个味道一直留在身上了。等
到第二天再打开来一看，桂花已经发
黑了，但总有一些被包进去的花比起
别的桂花显得更顽强一些，依旧透着
一丝秋日的香甜，这时候，这个幸运儿

总会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我们没了
命地跑，没了命地叫，等到气喘吁吁精
疲力尽才会发现自己已经从这个小山
丘，跑到了另一个小土包。

即使是日子已经到了夏天的尾
巴，秋老虎还是一点不见客气，即使汗
流浃背，我们依旧还像口袋里融化的
大白兔一样粘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
的香甜味道还是一年复一年的陪伴着
我们在这个恣意的天地里撒欢。

回到家已是黄昏，那段日子，昏黄
的天空陪着农村里昏黄的路灯，夜幕一
点点地爬上天际，就好像奶奶手里织出
的围巾，一点点地把天空遮起来了。

上次暑假里回家，看见小时候跟
我一起爬树的姐姐斜倚在门口，手指
翻飞，织着手里的围巾，跟坐在一旁的
奶奶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后来奶奶
告诉我，姐姐前年结婚了，如今孩子都
已经能走了。

一年两年，我们未曾再见。
三年五载，我们互相淡忘。
即使十年后还有机会再见，也不

过是和心里的过去挥手再见。《未闻花
名》里尚且有多年不变的芽衣子成为
挽救友谊的契机，而我们呢，像慕容雪
村所写：走着走着就散了，风吹过云就
散了。即使再次相见，也未必能认得
出来了。即便是认出来了，也终究不
会像小时候那样不顾形象地热烈拥抱
了。

这天晚上，小时候桂树下奔跑的
我们又出现在我的梦里，记忆中的画
面依旧明亮如初，带着万般柔情，故人
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大约就是这样了
吧。再次见面，我们不需再度重拾年
少的轻狂，而是互相怀着那个被时间
失落了的信仰，带着那个再也回不去
的曾经，再次上路，当我们身影交错
时，轻轻地说一句，原来你还在这里。

新加坡被称为“狮城”，据马来史籍记
载，公元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
王国王子（般加木那）乘船到达此岛，看见一
头黑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从此，“狮城”的
称呼就这样传开了。新加坡是梵语“狮城”
之谐音，足见当地居民受印度文化影响较
深。

新加坡的环境非常干净整洁。那里的
绿色植物特别多，形态各异、千姿百态，有的
被剪成了三角形，有的像花环，还有的如恐
龙状。在新加坡的日子里，很少看到有人会
去草坪上乱踏，也没有人随地吐痰，更没有
人乱扔垃圾，如果有垃圾，只能握在手里，看
到垃圾桶了才能放进去。一整天走下来，我
们的鞋子依然一尘不染。

在我眼里，新加坡是个美食之国，特别
是那儿的咖喱，让你爱不释口，吃了还想吃。

去新加波之前，我一直认为，咖喱肯定
辣得让人的舌头发麻。不过，我还是想尝一
尝新加坡这种与众不同的咖喱。那天我们
去当地最著名的餐厅吃咖喱。食物上来了，
我先轻轻舔了一口，哇！并不是想象中那样
有火辣的味道，而是有一种甜蜜的味道，甜
中有咸，又带点儿微辣，还有一种香喷喷的
味道，沁人心脾。比中国的咖喱好吃多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好吃的咖喱，于是，我
一下子把所有的咖喱都吞进了肚里，以至于
第二天起来，口里还带着浓浓的咖喱香味。

在新加坡旅游的日子里，我印象最深
的，当然是在环球影城里坐过山车了。

虽然我坐过不少过山车，但仰望着一圈
一圈地盘旋在山上的超级过山车轨道，我不
禁有点害怕了。一个念头始终在我的脑海
挥之不去——万一它突然失控了可怎么办
哪？

可是，已经买了票的我可以突然离开
吗？那样同伴们会怎么看我。不行，我必须
迎难而上。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坐上了过山车，我
感到我的心都拎到了嗓子口。

突然，过山车动起来了，先是向上，又是
极速向下，我尖叫着，嘶喊着。过山车一会
往左，一会往右，一会向下，一会儿向上，车
速快得连周围的风景都看不清，像是穿越了
时空。在一次次的刺激中，我也不觉得那么
紧张啦！悬着的心缓缓放了下去。另一种
刺激从心底油然而生，希望这过山车，就这
样一直转下去……突然只听“嘭”的一声，过
山车停了下来。原来是到站了，可是呼呼作
响的声音似乎还在耳旁！

过山车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头黑兽”，好
在我曾经也驾驭过你!

“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活的艰辛，对
于我们这些农家孩子，从小就有很深的
体会。那时候，为了家里的猪，我每天放
学都要去打猪草。从课本中读到“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时，浮现在
我脑海中的不是“诗意”，而是田间劳作
的辛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土
地承包到户后，家里缺劳力，寒暑假我都
得跟父母一起干农活。后来我进城工作
了，但逢上农忙，依然得请假赶回家去。
印象最深的是，一年一度的“双抢”，那个

“苦”啊，早晚满头都是蚊子和叫不上名
字的小虫子，到了烈日当空，却没有一丝
风，田水滚烫如沸，要再三鼓起勇气，才
敢下田。拔秧时，水中蚂蟥很多，多的时
候，手上腿上会被叮上七八只。晚上收
工，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几天下来，身上
就晒脱了一层皮。

很长时间，去乡间看到稻穗黄了，
心里常常会“咯噔”一下，又快“双抢”
了。记不清是哪一年，父亲打来电话，
说不用请假了，割稻有收割机，插秧有
插秧机，只要付点工钱就可以了。那
一年，我家“双抢”很及时，稻谷没烂

掉，秧苗长势好。那几天刚好逢上台
风雨，父亲说，如果像往年那样自己割
的话，有些谷子就烂在田里了。秧苗
插得也及时，立秋才过就一片青绿。

“双抢”一结束，父亲就给我们送来了
新米。父亲住了一晚，还喝了好些
酒。他特别高兴，说“机械化”好，轻松
多了。

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短短的几年
里，“种地”变了，变得让他有些难以适
应。先是村里很多人家种起了大棚蔬
菜，乱了“季节”，原本在冬天的蔬菜，夏
天也可以种了。后来，有农技人员上门，
给村里的土壤“体检”，氮磷钾缺乏什么
施什么，还建议用农家肥改造土壤，说叫

“测土配方”。农技人员还会下到田头，
手把手地教农户如何使用生物农药，做
好“绿色防控”，保证农产品的品质。

“测土配方”“绿色防控”“反季节
种植”，一大堆的新名词新技术，让种
了一辈子地的农家人，忽然有了危机
感，种地的学问太大了。当科技让农
业不再“靠天吃饭”的时候，许多老农
民一下子发觉自己不会种地了。于

是，老家的一些村民进培训班学起了
如何种地，一些进了农业企业成了企
业职工。父亲也对种地感到“力不从
心”了，他说，想不到种地还会出现那
么多新“花样”。

这些年，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
的农业企业比较多。 如今在农业企业
种地的，不少是大学生，他们被人们称
作“新型农民”。萧山南片地区的一家
葡萄园，早几年就从浙江大学引进了土
壤测试仪和滴灌技术，“农民”只要坐在
电脑前，动动鼠标，就随时可以了解葡
萄园的温度、湿度、水分、空气和营养情
况，然后及时通过滴灌等技术，使葡萄
的各项技术指标得到精确的控制，也因
此，葡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保证。

萧山区农科所临浦基地的“农
业”，更给了我一种“眼花缭乱”的感
觉。玻璃大棚、单体大棚、智能化育苗
温室……面对着与传统农业有着天壤
之别的智慧农业，我都不知道该如何
落笔写“农业”了。农科所引进和打造
了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平台，涵盖了
设施农业监控系统、水肥一体化智能

灌溉系统、大田四情监测系统、自动喷
灌系统、立体栽培系统、作物生长补光
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农事档案管理追
溯体系等。这“系统”那“系统”，在基
地上构建了一张“网”，看得见的是各
种“设施”，看不见的是各样“信息”，最
终都一一汇聚到了电脑里——只要鼠
标轻轻一点，监控、灌溉、监测、喷灌、
补光等，一切都可以轻松搞定。有时，
甚至连鼠标都不用点，只要把相关数
据设定好了，系统就会自己调节与控
制……

四十年来，机械化，把农民从繁重
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科技与智
慧，又把农民中从“农业”中解放了出
来，若干年后，农业又会怎样呢？我做
了一个梦。一会儿梦见自己坐在高高
的谷堆上面，上面飘着白莲花般的云
朵，下面响彻着庆祝丰收的蛙鼓；一会
儿又梦见一棵人工培植的大树，一些
枝头结出了稻穗，一些枝头结出了蔬
菜，还有一些枝头，长出了叫不上名字
的各种果子。对于农业的未来，我们
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

湘湖诗会 ■许也平

冬至夜

冬至夜
北半球的黑夜
最漫长
从夏至累积的太阳热能
慢慢释放
它不像黝黑的
来自亘古
闪发着地底冷光的煤炭
一旦燃烧
便轰轰烈烈地辉煌

在儿时的记忆深处
在老家
每到这个季节
无论岁月多么艰辛
热气腾腾的灶边
长辈们总是喜滋滋地
把用糯米粉做成的团子
蒸熟
放在盛满炒米粉的木盆里
滚出满屋的香味
是呀
这是祖先们用心织成的期望
在时间轴上
代代传承
长大

它们像一枚枚时光垒球
穿梭在乡村的
裂缝里
从一个村落
到另一个村落
越过岁月的炊烟
渐渐消散
虽然失去的乡村已不会再来
但冬至夜的时光垒球
一直会沿着时间的坐标
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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