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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如此热爱纸箱子
朋友来我办公室小坐，忽然眼放
光芒，
问，
你那些纸盒子还有用吗？
那些纸盒子，堆在墙角落，已经有
段时间了。是直接扔了，还是卖给收
破烂的，我还没想好。它们倒都是有
来历的。那个最大的纸盒子，是我上
次搬办公室时，从附近的一家超市讨
来装东西用的。我搬好东西后，对我
来说，它也没用了。两个小一点的纸
盒子，是我网购时，包装东西的，一个
是食品盒，外表印刷得花里胡哨，另一
个是装书的，白板，比较硬。还有其他
几个纸盒子，我记不得它们是怎么来
的了。现在，它们唯一共同的特征是，
空了，
没用了。
我摇摇头。没用了。
她兴奋地说，
那你都送给我吧。
没问题。你是要搬办公室，搬家，
还是邮寄东西？我能想到的，一个空
纸盒的用处，
大抵就这么多。
她笑了。我不搬家，没换办公室，
也不是邮寄东西。这些纸盒子，我是
要拿到幼儿园去的。哦，对了，朋友是
幼儿园的老师。

往事悠悠

■孙道荣

她说着，走到堆纸盒的角落，拿起
一个小纸盒子，端详，捏捏四角，满意
地点点头。扭头对我说，你不知道，这
些纸盒子有多美。
我真没觉得这些纸盒子，有什么
美的。
她说，这个纸盒子，坚硬，有型，可
以做城堡。
又拿起一个小纸盒，说，这个很
轻，软，安全，可塑性又大。这么好的
材料，
我一时都想不好拿它做什么了。
她的眼神亮亮的，感觉她眼前的，
不是普通的纸盒子，而是什么魔法盒
似的。这些我本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废
旧纸盒子，
成了她眼中的宝贝。
朋友笑着说，自从做了幼儿园老
师，自己竟然养成了一个“收破烂”的
习惯——
有一次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打
开喜糖盒，里面除了糖果、巧克力之
外，还放了几根装饰性丝条，五颜六
色，很漂亮。她说，看到那些丝条，她
的 脑 海 里 立 即 浮 现 出 了“ 狮 子 的 发
型”，也可以是“非洲人的饰品”，还可

以做成城堡上的旗帜……总之，这些
漂亮的丝条，到了幼儿园，就可以成为
孩子们手中变幻莫测的道具。自己一
个喜糖盒子里的丝条不够，在她的请
求下，同桌的人，都将喜糖盒里的丝条
取出来，
送给了她。
幼儿园边上有个汽车修理店，门
口堆了不少废旧的汽车轮胎，这些旧
轮胎，已经没啥用了，就那么堆放着，
成了一个又难看又危险的垃圾堆。她
就去和汽修店老板商量，能不能送一
点废旧的轮胎给他们。一家幼儿园，
要这些旧轮胎干什么？汽修店老板很
纳闷，但他还是答应了她。在同事的
帮助下，她将十几个轮胎，搬进了幼儿
园。五个旧轮胎，分别涂上鲜艳的蓝、
黑、红、黄、绿，挂在墙上，成了奥运五
环；一个轮胎，被一分为二，成了两个
月牙儿，里面培了土，洒上花籽，浇水，
一个星期后，冒出了嫩芽，一个月后，
开花了，红的、紫的、黄的小花，星星点
点，好看极了；还有几个小一点的轮
胎，则成了孩子们的玩具，可以滚圈，
可以对垒，
还可以排排坐。

她说，
那些没用的东西，
薯片罐啊，
包装袋啊，
纸杯啊，
泡沫板啊，
碎绳子啊
……在她眼里，都是宝贝，都可以拿到
幼儿园的手工区，
成为孩子们搭建的材
料。而她最喜欢的，用场最多的，从来
不会过时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纸盒子。
大的，小的；硬的，软的；长的，方的，桶
状的；
原色的，
无色的，
花里胡哨的……
总之，任何一个纸盒子，都特别受欢
迎。它可能是城堡的外廓，
也可能是动
物的框架，它可能变成一个生活用具，
也可能成为一个有趣的玩具。
我理解朋友的热爱，她之所以喜
欢那些废旧之物，是因为它们都可以
编织成孩子的一个梦想啊。
几天之后，朋友发来一组幼儿园
的照片，孩子们正在做手工，其中，有
一只大肚子的潜水艇，朋友对我说，它
就是用你送的纸盒子做的。
我觉得它好可爱。

夜航船
■木瓜

人间真情

霞浦的老战友
“老班长，我敬你一杯，欢迎你们来
霞浦旅游。”
敬酒的汤鸣杏、王建安是霞浦人，
我朋友郭辉、郑青的战友，他们是 1979
年福州某部的后勤兵，而我是 1977 年
贵州某部的通信兵，我与他们不曾相
识，但一声“老班长”，拉近了彼此的距
离，仿佛时光不曾走远，老战友就在眼
前。都说军人最重情义，无论你在何处
当兵，无论你是哪年参军，只要你曾经
穿上过军装，
你就是我一生的老战友。
老汤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他的作品曾
在全国性的摄影比赛中获过奖，
他没有带
我们去走常规的旅游线路，
而是从霞浦诸
多的风景中筛选出三个有代表性的景点，
让我们一次次与大海深情地拥抱。
四 月 的 霞 浦 ，天 朗 气 清 ，和 风 徐
徐。海边的大京景区被茂密的木麻黄
林遮掩得不露声色，林中的那条小路串
起了古代与现在、诗歌与大海间的联
系，在诗意盎然的尽头，被美誉为“福建
夏威夷”的大京沙滩，终于露出了它的
身姿，三千多米的长度，二百多米的宽

度，真可谓：
蔚为壮观。
我没有在海边漫步，也没有追逐海
浪奔跑，而是坐在高高的沙堆上，倾听
着大海述说春暖花开的故事。没有寂
寞，没有孤独，两旁的听众比我更痴心，
左边是一艘破旧的老渔船，右边是一簇
簇盛开的海芙蓉。大京的海，黄澄澄的
细沙，蔚蓝色的海水，一阵阵的涛声依
旧，一排排的细浪翻卷，一曲曲动人的
海风欢歌；大京的天，宁静、深邃、高远、
湛蓝、透彻，就连云彩都舍不得去玷污
它的圣洁与清明。
霞浦的秀丽我不说你也知道，而霞
浦的海鲜人人都会赞不绝口。那天的
午餐老汤安排在海边闾峡村丹丹海鲜
楼，整整一大桌的海鲜，消费才 500 多
元，我们吃到了鲜活的鲳鱼，鲜活的墨
鱼，鲜活的大海虾，鲜活的膏蟹，还有一
道长在海里的、霞浦人称为“海笋”的蔬
菜，非常鲜嫩。
午后的阳光依旧是那样的灿烂，照
耀在下尾屿岛的山头上，远处的海天一
色被轻巧地拉近到了眼前，我与天空与

海洋变得更加地亲密无间。宁静恬淡
的时光里，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
声，我想让思绪飞扬，我想让脚步停下，
我想与下尾屿岛一样，不安分地将那条
胳膊伸进海的中央。
是风的魔力还是海水的力量，将山
崖侵蚀得支离破碎。走下山坡方才看
清，那惊涛骇浪借着风势在不停地撞击
着早已斑驳的海岸，留下了无数大大小
小造型精美的杰作，岩体被无情地切割
出一条条深深的海沟，几丈高的岩壁上
也被开凿出了一个超乎想象的自然奇
观——福建的“圣象天门”。此时若是
站在洞中往外看，你一定会被惊艳到，
大海与蓝天已成为那一幅画面的衬托
与背景，海礁被挂在了半空，云儿落在
了水中，那飞溅的浪花，那翱翔的海鸟，
将景色不断地更新，如此这般场景，相
信每一个人都会被感动到。
赶 到 古 桶 村 ，已 经 是 下 午 4 点 多
钟，原本设计好从三沙礁石摄影栈道走
到东壁摄影点，途中可以拍海上的万顷
碧波，可以拍落日的余晖，还可以拍夜

归渔舟，拍山崖上向晚的村庄。可还没
等我们走下栈道，那西方的天边就出现
了一些小状况，灰色的云层开始堆积，
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那太阳害羞似的
躲入了云幕。值得庆幸的是平时爱露
脸的它，还时不时地从云波的缝隙中探
出脑袋将淡雅的光芒洒向人间，让我久
久地不忍离去。
都说去霞浦旅游需要带上几分运
气，尤其是在雨水季节里。应该说我们
这个老兵小团队还是比较幸运，看到了
波光云气，
看到了日落风清，
看到了晚霞
绚丽，
看到了大京沙滩柔性的美丽，
也看
到了下尾屿岛力量型的硬朗和坚毅。
晚餐后，老汤告诉我：
“霞浦最佳的
景色是在日出时分，那一刻的美是可以
触达到人的每一个细胞，还有紫菜收获
时渔民脸上满满的幸福，还有闽东的小
武夷杨家溪，还有海涂浅滩被海带占领
的小渔村北歧，
还有……”
我会心地笑了，轻声地对他说：
“老
战友，我会再来霞浦，我还想听你再叫
我一声老班长。
”

蜜蜂桥，人称“义蓬的观景桥”，站在桥上，
远远望去，河面上布满了绿色植物，错落有致
地呈现在河的两侧，犹如一个个别致的小岛，
飘浮在河面上。
极目远眺，
浮岛上空，
飞来了一群白鹭，
它们
一圈盘旋后，自由自在地落在生机勃勃的绿植
上。我与朋友下得桥去，
沿绿色游步道走去。白
鹭们听到我们的脚步声，
“嘎嘎”
“嘎嘎”几声叫
唤，便扑棱地飞起，掠过半空，一起向着蓝天飞
去，
我们抬头仰望，
好一幅
“蓝天白鹭图”
。
我们漫步在义南河畔，站在平直的栈道
上，手扶古铜式的栏栅，遥看对岸一排多姿多
彩的翠樟，和翠樟下一群垂钓的钓友。如此美
丽动人的画面，让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想起
了这桥这河过去的样子。
1985 年 1 月，正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
时，因工作需要，我有幸从新湾镇红星桥的义
蓬区属水泥厂，调到位于义盛镇蜜蜂桥的义蓬
区属色织厂。通向厂区的唯一道路，是一条南
北走向，约三米宽，没有路名的机耕路。路上
行驶的大多是拖拉机和摩托车，偶尔能遇上货
车或小轿车。如接连几天下雨，路面上就会出
现大小不一的水坑，凹凸不平，开车、行车甚为
艰难。行走在机耕路上，晴天一层灰，雨天一
身泥。当年厂里的职工、附近的村民和学校的
学生，对这条机耕路怨声载道，一直希冀着能
有一条宽阔、平直的道路。
那座留下岁月痕迹的蜜蜂桥，呈半拱形建
造，单薄的桥身，横跨在义南河上，桥面仅容一
辆三吨货车通行。桥的栏杆多处残缺不全，因
风雨剥蚀，存有的栏柱栏杆，常现钢筋裸露，锈
迹斑斑。有时走在桥中央，遇上拖拉机经过，
桥面会产生突突的抖动，让人顿生惊恐之感。
站在桥中央，环顾四周，房屋低矮，间或还有几
处草舍、油毛毡舍。俯视桥下，南北河岸坍塌
不一，芦苇、野草丛生，偶有几棵野树，毫无生
机地在岸边挣扎。义南河的水面，时有漂流
物，有时随波逐流，有时随岸搁浅，脏乱差成了
蜜蜂桥头的代名词。
1986 年 6 月，一次难得的机会，我被招聘
去了一家国营单位工作，从此告别了蜜蜂桥，
告别了这里的一草一木。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蜜蜂桥这一带，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在义蓬新城建设中，成了
老区与新区的交汇点。曾经我工作过的办公
楼位置，早建成了一家公立幼儿园，一处二层
厂房，经改建后，入驻了品牌超市。幼儿园南
侧，是商户众多的小商品市场，东侧是人流量
密集的农贸市场。这里新楼新房林立，各种店
铺紧挨，商业气息浓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那座岌岌可危的蜜蜂桥，早改建成宽阔的钢筋
混凝土梁板桥，那条机耕小道，建成了双向两
车道的柏油马路，其路名命名为“义蓬中路”。
义蓬中路贯穿起新区和老区，书写着义蓬新的
传奇。

湘湖新苗

南归的小燕子
我们熟悉了，就不怕生，经常在头顶飞
来飞去，叽喳细语。
小燕子很勤劳，它们不远千里万里
结伴而归，不辞风雨兼程的疲惫，寻找
自己的家，修葺或重建新窝。有的燕子
把新窝垒在屋檐下，与主人同居一室。
它们不停歇地忙碌在春风物语中，衔来
纤细的枝条，衔回适宜的泥浆，浇灌结
实，搭建新巢。它们不仅聪明，而且极
通人性。每天早起捉虫，晚归鸟语，带
给主人温馨祥和。
小燕子也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
欢乐。一身光滑锃亮的羽毛，绅士似
的，立在窝沿，忘情地窸窣呢喃着。有
牙牙学语的孩子，看见小燕子高兴地手
舞足蹈，与燕子互相倾诉着，大人们不
懂他们之间在交流什么。屋主人对燕
子不胜喜爱，关注它们的搭窝过程，关
心窝里小雏燕的出生、成长。主人的和
善，燕子的勤劳，使得整个院落充满和

谐。想起了陶渊明的一首诗：
“ 仲春遘
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
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
巢故尚在，
相将还旧居。
”
早晨或者傍晚，几十只燕子落在
黑色电线上，婉转着停留好长时间，像
久别的朋友聚会热聊。它们腾飞起来
像一阵旋风，时而盘旋轻飞，时而贴近
地 面 ，似 乎 与 阔 别 的 人 们 问 好 叙 旧 。
一只远处飞来的燕子长鸣、尖叫，所有
的 伙 伴 都 跟 着 呼 应 ，箭 一 般 直 冲 云
端。它们是天空里自在的舞者，像一
条旋转的黑色绸带，又像黑色的闪电，
倏地形成曲线灵活展翅；一个回转，突
然 俯 冲 下 来 ，直 射 出 去 ，飞 向 河 的 对
岸。
每年春暖花开时，我就盼望着燕子
早点到来。燕子是春天的使者，呼唤着
万物复苏生灵活跃。它们呼朋引伴，在
春暖乍寒的季节里，呼唤着小草快点破

土而出，呼唤着杏树桃树鼓起花骨朵，
享受春风千般抚摸，春雨万般滋润；还
有那抽绿的白杨，飘絮的柳树，都在翘
首企盼燕儿带领她们走进百花齐放的
春天。
大二那年，有两位女生是湖南转学
来的委培生，一位叫燕子。燕子瓜子
脸 ，长 头 发 ，笑 起 来 有 两 个 浅 浅 的 酒
窝。燕子和同伴喜欢看书，晚自习经常
静静地在图书馆阅读。她们有湘妹子
的那股泼辣劲，认准的事儿就会坚持到
底。大学毕业，燕子和男友去南方进了
大公司。后来夫妻俩自主创业，几经打
拼，创建了自己的鞋业品牌。前些年，
燕子夫妇回到了长沙发展，反哺家乡。
事业有成的她，就像那南归的燕儿，由
衷地眷恋着这片土地。它们离开时，给
人们留下希望；它们回来时，给人们带
来了收获。
但愿新燕南去，
来岁旧燕北回。

■孙达

凡人脸谱

幸福的慢时光
关于幸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定
义，而我能想到的幸福时光，莫过于和
儿子一起度过的
“慢”
时光了。
似乎从很早开始，儿子就被公交车
迷住了，他喜欢坐公交车远远胜过私家
车。每次坐车，他就坐在最靠近司机的
座位上，如果那个座位有人，他就索性
站在司机身后，专心致志地盯着司机操
纵公交车。一下车，他就滔滔不绝地讲
述他观察到的情景。每次节假日，他最
爱的消遣就是坐公交车，而我就是他的
最佳玩伴。他会不厌其烦地研究公交
车路线，自己制定了当日出行的几路公
交车，尽量避免重复又要能恰到好处地
在晚饭前返回离家最近的公交站。我
们俩准备好食物和水，慢悠悠地坐一整
天公交车，遇上特别感兴趣的站点，还

蜜蜂桥头

■张会明

闲坐烹茗

周末，回到乡下的家里。一家人在
廊檐下坐着，突然，一阵叽叽喳喳的声
音自头顶传来，原来是久违的小燕子又
来屋檐下安营扎寨了。我们喝茶聊天，
几只小燕子驻足檐下的电线上，时而侧
耳倾听，时而呢喃细语，似乎在欢迎我
们回来。
燕子是吉祥鸟。小时候，赣南老家
的房子里，每年春天都会有燕子来筑
巢，房梁上有好几个燕子窝。父亲说，
燕子筑巢会给那户人家带来好运。
老家的房子二楼是木板铺就，有很
多房梁。不知什么时候，燕子飞了进
来，在檩子旁边安了家。经常看到燕子
在客厅上空盘旋，等到有人开门，它们
便斜斜地飞了出去。特别是风雨即将
来临时，燕子进进出出，热闹非凡。邻
居家大门老是关着，小燕子就在屋檐上
搭了个窝。我们放学回家在屋檐下玩
耍游戏，几只小燕子常陪伴着我们，跟

■余观祥

会特地下车逗留观察一会儿。一路上，
儿子总是不停地寻找机会和司机交谈，
询问他在度娘里找不到的实战内容，下
车后，又把打听到和观察到的细节与我
分享。
在老家的日子里，我们的消遣就更
丰富多彩了。通常，我们会去山野间漫
游一个下午，挖笋、剪野菜，借助手机认
识山里各种植物。偶尔我们会遇上一
些小动物：黄鼠狼一家的乔迁之喜啦，
一只机敏的野兔突然穿过小径，几只不
知名的鸟儿掠过我们头顶……有一次
我们在山脚下的水库旁边野餐，我和儿
子垂了根钓竿，信誓旦旦地说要学《金
色的鱼钩》里的红军，做一餐美味的野
菜鱼羹。那天运气特别好，我们钓到了
三条手掌长的鲫鱼，喝到了最原生态的

鱼汤。
即便是足不出户，儿子也有做不完
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做一个“吃硬币的
盒子”，用铅丝打开家里的门锁，用 AB
胶做人造琥珀，制取硫酸铜晶体，勾画
涂抹美术字……为了儿子这些特殊兴
趣，我们家有好几个箱子，用来存放各
种实验用具和儿子的“作品”，书房早已
放不下了，儿子的卧室也放满了，客厅
也被占用了一半。
“慢速的流动带来世界变化的更多
细节，这些细节不会被分割，不会骤然
出现又忽然消失，它们秉承着精准秘密
的规则。”这样的时光或许没能让儿子
变成考场上百战百胜的“刷题高手”，但
是生活中的儿子总会给我不少惊喜：有
一次上了车发现手机突然失去了信号，

没办法支付公交车费用了。好心的司
机叔叔笑着说：
“没事，咱们都是老熟人
了，下次你记得支付吧！”每次假日活
动，儿子都可以自己安排路线，联系活
动点的负责人，分配给队员们各种工
作。春节期间他带着小伙伴去山野探
险，其中一个伙伴不慎踩中了捕兽夹，
儿子冷静地观察后，找到了破解机关，
救出了伙伴的“脚”，除了鞋子有点变
形，
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在男孩眼中，好父亲就像君子，他
有威信，但不高高在上；他宽厚仁慈，但
绝不无原则；认真的时候像个榜样，玩
起来的时候像个伙伴……”比起朱自清
的《背影》，我更喜欢汪曾祺的父子情，
男孩眼中的父亲，也是我暗自期盼的儿
子心中的那个我！

■赵迎棋

新茶诞生
“嚓——嚓——”正在睡觉的我被这声音给
吵醒。我慢慢睁开眼，一看几位小朋友正手拿
小篮子，一脸笑容地向我走来。他们看了看我，
对老师说，这真好看，嫩嫩的。一边说着，一边
把我从枝条上摘了下来，放进篮里，我暂时昏了
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
我醒了过来，
正躺在一个垫子
上，
只见一个阿姨朝我们走了过来，
把我们捧在手
中，
放进了一个圆竹席里，
抬进一个像大教室一样
的房间里。过了一天后，
倒到了一个大型机器上，
有一些比我早到的茶叶们掉了下去，
被一个巨大
的
“怪物”
碾压着。这个
“怪物”
长似一个大锤子，
可怕极了！经过碾压后的茶叶们被扔到了传送带
上，原来饱满的茶叶，现在就像一片片干脆的薯
片。这也太恐怖了吧！难道我也要这样吗？想要
跳也来不及了，
我已经掉了下去，
因为过于惊吓，
我再一次晕了过去。
等我再一次醒来时，我来到了一条传送带
上，就像老式绿皮火车，缓慢地把我送到了“电
梯”上。什么？这又是那巨型“怪兽”，我再一次
掉了下去，那怪物正在疯狂地拍打我的脸，还用
它那平平的手把我抬上去，
扔下来，
抬上去，
扔下
来，
简直就像在玩玩具一样！我又被扔到了木箱
子里。
一位阿姨抬着我们上了楼，停在一个大机
器旁边，把我们“泼”了进去。那是一个会动的
双层板，那板上都是悬崖，我刚刚一到，就掉了
下去，紧接着，只听“唰—— ”一声，我掉到了堆
满兄弟姐妹的大池里。我刚一掉下去，又一只
大手从天而降，熟练地把我们放进一只网罩的
箱子里，我们被吹上吹下，风实在是太大了，我
们的“貂毛大衣”也被吹走了，哦，谢天谢地，终
于停了下来，只剩下赤裸裸的我们被封装进一
个盒子里。
不知过了多久，盒子的盖子被打开，一只手
把我提了出来，泡进了热水里。我舒展开我的
身体，伸着懒腰，再一次恢复了我淡绿的本色
……
“真香啊！”听着赞叹声，我心里美滋滋的。
虽然我经历了许多磨难，但我成了一杯意义非
凡的三清茶，浑身散发出清幽的香味，带给他人
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