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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的是“某领导以一个普通
居民的身份，参加了社区活动”。乍看，
没毛病啊，细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问题就出在那个“普通居民”身上。
社区里的居民，社会身份不同，从事

职业不同，家庭情况不同，但是，他们有
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居民。一个
社区，居民有高低贵贱之分吗？有特殊
居民与普通居民之别吗？没有，也不应
该有，大家都是普普通通一居民。领导
居住在某个社区，他就是社区的居民，是
且只能是普通居民。他参加社区活动，
与其他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就完全一
样，既非特殊居民，也非普通居民，他的
身份就是且只能是一个居民。

那么，新闻在报道时，为什么会特别
强调他的“普通居民”身份呢？我想，不
是他作为居民有什么不普通，而是因为
他平时是个领导，他的身份和背景是特
殊的，而他作为居民时，又不愿意表现出

自己的这个“特殊身份”，于是，写新闻的
人，就特意强调了他是以“普通居民”的
身份参加活动的，意思无非是，领导平易
近人，亲民，不搞特殊化。可是，居民本
无特殊与普通之分，被他这么一强调“普
通”，使本来普普通通的一个身份，反倒
变得不普通了，总感觉哪儿不对劲。

这种画蛇添足式的强调，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见。

如某通报称，某检查组以普通顾客
的身份，对某市场进行了明察暗访。普
通人作为顾客，到了市场，就是一个顾
客，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也不
会被特殊对待，一般情况下，商家对顾客
也基本是一视同仁的。想对市场情况
有一个了解，你只要以顾客的身份，去经
历，去感受，去查访，就能获得真实的第
一手材料，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普通”，那
反而容易让人联想到，难道检查组的人，
平时去市场，不是以顾客的身份，而是以

特殊顾客的身份吗？
再比如，某地对旅游景点服务情况

进行摸排调查，为确保客观公正，他们组
织了一批调研人员，以普通游客的身份，
实地进行了踏勘体验。来景区参观游
览的，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本地外地，都
是且只是游客，本无特殊和普通区分，体
验的人，只要是以游客身份，而不是以其
他什么特殊的身份，你所体验到的，也就
是我们这些游客的真实感受。为什么
要强特别强调普通游客？那很可能是
因为，同样的游客，并没能获得同等的服
务和对待，还可能是因为有人并不是以
游客的身份，而是其他特殊的身份，获得
了特殊的待遇和服务吧。

对普通人来说，在小区，我们就是业
主；在市场，我们就是顾客，在医院，我们
就是病人；在单位，我们就是员工……
正常情况下，人们不会特别强调，自己是
普通业主，普通顾客，普通病人，普通员

工，唯有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唯有在应
该得到而没有得到时，我们才发现和意
识到，在我们这些“普通”身边，其实还有
很多特殊业主，特殊顾客，特殊病人，特
殊员工。正是因为很多“特殊”的存在，
使得正常变得不正常，普通变得不普
通。业主得不到应有的权利，顾客得不
到应有的服务，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治，
员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普通是什么？是一般，是平常，是常
态。没有特殊，就没有普通。很多时候，
之所以刻意强调普通，恰恰是因为普通
得不到落实，被“特殊”给特殊掉了。当
普通也需要着重强调的时候，其实很可
能“普通”已经变味，并不普通了。

“普通”不普通

夜航船

■孙道荣

背包揽胜 ■木瓜

石塘的石屋
今年的中秋，有一点新意，我与老

伴来到东海之滨的温岭石塘镇，在海边
的高岩村，在悬崖上的那座民宿——花
筑海空下的院子，在面向大海的露台
上，听着由远及近的海声，看着碧波万
顷的海水，吹着清新凉爽的海风，闻着
裹挟海味的气息，茶几上放满了水果和
月饼，等待着夜幕的降临，等待着“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那一刻。

高岩村傍山临海，是一座建在山岩
上的小渔村，如今仍在村中居住的已不
足六百人。靠打鱼为生的生活，留不住
年轻人的心，而舍不得离开故土的是一
些与渔村相依为命一辈子的老人们。村
卫生所的谢医生告诉我，现在村里最年
轻的也有四十多岁了，再过上十几年，将
不会再有从事打鱼的人，几百年来传统
的捕捞作业，兴隆的渔市，热闹的港湾，
或将成为高岩人记忆中的一段过往。

拉开时光的帷幕，300多年前的石
塘，这里还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岛上
的居民全都来自福建惠安。谢医生说，
他的祖籍也是惠安，明末清初，为了躲
避战乱，祖先们跟随众乡亲一起沿海岸
线北上，从闽南迁徙到了温岭石塘。至
今在石塘镇，还有不少人会讲闽南话。

惠安人的到来，开拓了石塘历史的
新纪元，他们开岩凿石，就地取材，在石
塘堆砌起了一个石头的世界。造型各
异的石屋，傍山而筑的石街，雕工精细
的石具，历经风雨的石道，还有石墙、石
门、石板……使人见识到了石塘的奇特
与风采。

由于山形地貌的特殊，高岩村的民
居都是依山势而建，从山顶到山腰再到
山脚，上下错落，鳞次栉比。古人讲究
风水，讲究格局，讲究与自然的融合，用
大青石修筑居舍，在这台风肆虐的温岭
应该说是最理想的选择。由于近代人
口的快速增长，村中新盖了许多砖混结
构的住房，使得原本就局促的一点用地
更加拥挤，于是乎山坡上，山道旁，房挤
着房，屋咬着山，山抱着屋，紧密得都透
不过气来。村子里保留下来的石屋还
有很多，其中最考究的应该是已辟为村
卫生所的那一座老宅，一个大院落，五
开间的石头房子，每一块石料都凿得非
常精细，石门两旁的墙上至今还留有枪
眼，据说这是早年间为了防御倭寇侵扰
而设计的。也不知是何原因，好好的石
屋被拆掉了两间，院子的石围墙也被推
倒，至于这房子建于何年何月，连谢医

生也说不清楚。
说到石塘的石屋，那就不得不提后

山石屋，它是目前国内保存得较为完好
的古渔村建筑群。沿着一条用石块铺
成的小径下坡，一边是斑驳的树影，一
边是绿茵和怒放着的鲜花。眼前的转
角处，一幢两层楼的石头小屋阻挡了视
线，门前一条窄弄，前面是由上往下排
列着同样用黄色的山石砌成的不同造
型的一组石屋群，墙体所用的石材并不
规整，但砌筑得非常艺术，勾缝的颜色
搭配得也很到位，加上屋顶釆用清灰色
的瓦片，瓦上压着大小不一的块石，给
人带来朴实、贴切、自然、厚重的视觉效
果。再往下走，还是石砌的台阶，还是
弯曲的山道，两旁是一个个秘境般的小
院落，整洁干净，绿植盆栽，藤蔓缠绕，
花团锦簇。我走下山坡，来到村口，一
条蜿蜒的长堤向两边延伸，堤外是海阔
天空的一片蔚蓝，几艘渔船，清静的港
湾，滩头上只有三三两两的拾海老人。
当我回头向来时的山路望去，阳光下的
后山石屋，泛着金色的光耀，满山的翠
林，满山的清韵，满山的诗情画意，清幽
宁静的小山庄，竟然是如此撩人意绪。

这一天的下午，我听从了导游小毛

建议，从七彩小箬村回来时，顺道去参
观了温岭箬山一带最有名的渔业资本
家陈和隆的旧宅。

这座总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的大
宅院，“依山作屋，架海为庐”，应该算得
上石塘石屋的精华。陈家旧宅系坐北向
南的木石结构建筑，一条石板路将整个
院落分成前后两座；台门进来后，左右两
边各有两幢大屋，一座石砌天桥将前后
两屋相连相通。所有房屋的墙体、门框、
窗台、柱子、台阶、路面、围墙均采用上好
的大青石构建。院中有四合院，有主人
和仆婢住宅，有伙房，有地下仓库，有炮
楼，有小花园，有观海凉台……建筑之精
美，造型之气派，结构之复杂，布局之合
理，细节之到位，可谓真正做到了精心设
计，精心选材，精心打造。

黄昏来临，天色渐暗，十五的圆月
急切地从海天的尽头探出了身影。明
晃晃的玉盘，大大的，红红的，艳艳的。
海上生明月，碎影摇万里，波光粼粼，白
浪茫茫。

月华抚摸下的小渔村，显得格外地
柔美、淡静；山型的朦胧，石屋的轮廓，
港湾的渔火，灯塔的闪烁；秋虫呢哝，秋
意渐起，一丝秋凉，一份秋思。

凡人脸谱 ■陈齐家

爷爷的一生
在余华的《活着》里，有这样一个

人，他年幼但懂事，是典型的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类型，他叫有庆。除去最后的
结局不计，有庆与我爷爷有着诸多的相
似之处。当我听着爷爷讲述他光着脚
跑去学校，听他讲在县里大操场比赛跑
步的故事时，我才意识到，原来书里写
的就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样子。

1956 年，我爷爷被保送上了初
中。他是党山初中的第一批学生。他
笑着说，当时他读初中是迁户口的，有
粮票的。此时，我看见他脸上久违的流
光溢彩。1958年，经过层层选拔，爷爷
凭借出色的跑步成绩先后去了区级、县
级的运动会。毫无疑问，在去参加萧山
县运动会的那天，我爷爷是兴奋的，他
穿着崭新的布鞋站在了跑道上，骄傲地
在他的少年时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尽管最后，因为布鞋太大滑落，
只能赤脚跑步而与奖牌失之交臂，但起
码再蓦然回首时仍能体会年少时的不

甘与那一颗炽热滚烫的心。
1959年，家境的贫寒，爷爷没能再

继续学业，开始下地劳作。十年之后，村
里办学，因为缺老师，爷爷成了一名民办
老师。初中毕业教初中生，难度是很大
的。后来他一边自学、成考，一边教学，
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老师。其间经历了
民办变代课，代课变民办，最后落实政
策，成为公办教师……爷爷没有说究竟
是什么原因选择了教师这份职业，或许
是为了生计，又或是曾经的理想。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中国
大地，无数围垦人选择背起行囊，南下
广东深圳，后来又闯荡上海浦东。与他
们不同的是，爷爷没有走，他选择留在
原地。“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
是李白的霜”，因为安土重迁；因为“父
母在，不远游”；因为教育的情怀、学生
的羁绊；所以不想走、不敢走、不能走。
他继续留在家乡当着老师，辗转去过多
所小学，带大一批又一批的孩子。

爷爷成家立业后，家里的物质条件
依旧不富裕，因为主劳力只有我奶奶。
可爷爷还是让两个女儿都上了学。因
为他读过书，所以他明白读书不仅仅是
识字这么简单。他觉得在当时，唯有读
书才能改变命运。但爷爷没有想到两
个女儿后来受其影响，都成了教书育人
的老师，那又是后话了。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自己
的后辈撑把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三
大件”流行，但都要凭票购买。在偏远的
小乡镇想要买到这些东西实在太难太难，
不过爷爷还是千方百计地托人买来了一
台西湖牌缝纫机。如今，这台缝纫机仍然
静静地站在我们家二楼的客厅里，即便已
经很少再使用，也不会将它丢弃。因为它
见证了几代人的柴米油盐与喜怒哀乐，见
证了衣料从粗糙到精致、从黑白到多彩，
见证脚下的土地从泥土、黄沙到水泥。

如今，爷爷已近暮年，却仍然在自家
的田里种着水稻。爷爷一直对田地极为

重视，以前上班前后都要到地里劳作。
退休后，甚至还承包了别人弃置的田
地。后来他自己变老了，才将地暂时租
借给他人。但他依旧喜欢在宅基地附近
种些蔬菜瓜果，或许这就是《乡土中国》
中所言“土地是祖祖辈辈的依靠”吧。

现在爷爷已经不再穿布鞋了，也没
人再给他做布鞋，他常常穿着运动鞋四
处走动。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第一
次穿上运动鞋时，笑着说：“哎哟，感觉比
当年他们穿的漂亮嘛！”后来，爷爷还是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穿轻便的运动
鞋，或许他也会畅想，如果他当年穿着运
动鞋、钉鞋，肯定能拿个奖牌回来。

不管是我的爷爷还是《活着》中的
有庆都只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或许他们
极其渺小，却反映着那个时代普通人最
为真实的样子。

见过曾经的荒凉，所以会为如今的
繁华而感叹；见过曾经的满目疮痍，所
以为现在的强盛而骄傲。

往事悠悠

沙地的国庆节

湘湖新苗 ■倪成

男孩跑起来

国庆节在上世纪80年代的沙地只是一个日
子，对父母来说这只是一个剥络麻的季节。

那时国庆节共放假三天。从学校回家的路
上，初秋的天阴凉而云翳，靖江水泵厂门口巨大
的红色横幅上写着“欢度国庆”四个大字，上面
红旗招展，迎风飘扬。拐个弯，来到南北向的大
湾，水色已深。这不是宜人的秋水，而是络麻浸
下去，叶茎腐烂使水变深。旁边大片络麻篷，足
有两个多人头高，密密匝匝，视线所及，都是森
森的茁壮倔强的络麻，在最后的秋风里摆动。
路边已有人在拔麻剥络麻了。

记事起就有络麻，存留在沙地岁月断片
里。那会，家北边的生产队已有黑白电视机，
引诱我们去看，但又害怕两边高矗的络麻篷，
大人只要闪一句“当心络麻篷有鬼”，就足以让
我们裹足不前。有天夜里实在想看电视，把那
双珍贵的白球鞋穿上后，独自一人走过百米左
右黑森森的络麻篷，当时的紧张恐惧记忆犹
新。于我络麻篷并不好玩，表妹有回生气了跑
进络麻篷里哭泣，我去追回她，彼此都热得汗
流浃背，蚊虫还嗡嗡地幸灾乐祸。里面据说有
田鸡，但我只见到过癞蛤蟆。但若“锄禾日当
午”，钻到络麻篷里乘乘凉是很爽的享受。

父母的厂里国庆这一天也放假，但他们从
未说起去哪玩或哪做客或请客，而是一大早背
上大凳拿上手套铁夹筒去络麻地。

我假期的第一天很安静。剥络麻是力气
活，需拔麻、夹麻、剥麻、捆麻等多道工序，每一
样都要力气，最好是身材高大的人，更能驾驭胜
任，我这年纪的女生派不上用场。记忆里，9月
暑热收敛，秋风送爽，路边走过背着长凳、拎着
茶壶的乡邻。他们穿着破旧的剥络麻衣裳、戴
着草帽，有人边走边咬甘蔗，以节省时间。

大凳是剥络麻最要紧的工具，如八仙桌凳
的大小，专门用来干活。长凳上放拔下来的络
麻，敲掉泥土的络麻头码齐，堆得很高。准备夹
络麻的两人，戴上手套，用专门的小铁筒夹。两
人需配合默契，一个拿麻用铁筒夹住，对面的人
拉住络麻头部使劲向后拽，两人相向用力，手眼
身法步要到位，控住节奏，把络麻一根根夹过。
经棍筒夹捋过的络麻去叶断梢出汁变松，从大
凳上转移到地上，成为高高的一堆。

拔络麻最好是在大白天有太阳时，泥土松
软，容易敲掉。拔下的络麻趁有水分立马夹，这
样容易剥。夹好的麻要用麻叶盖住，锁住水
分。父母早上拔麻夹麻后，去厂里上班，晚上剥
麻。沙地人晚上剥麻的很多，国庆期间，沙地的
月光下时不时传来断杆捋麻的剥麻声。

剥麻时，人坐在大凳上，需系围裙，因为泥
多，麻还潮湿，汁液很多。夹过的络麻捧一捆
放在大凳一侧，戴上手套，因为麻上有刺，麻需
经手指理出来，幅度大，速度快，很伤手。络麻
在中间拗断，左手理梢，右手剥根，老蔀头借凳
用双手扯出，麻皮与麻秆分离，分置两处，一根
络麻剥完了。力气大干活溜的人整个过程一
气呵成，节奏流畅，物物分明。麻皮集拢在凳
中，到一定数量，剥麻人将麻皮束住，然后站
起，把捆扎的麻皮整理好，摞到一边。再将凳
一边新鲜滑溜的麻秆捆起来，这个晒干可以做
柴，还派许多用场。沙地人不缺柴，络麻秆是
很好的柴火，会堆成柴篷或专门有柴房放置。
剥络麻需家庭配合，男女能配对手，效率才
高。成果以麻皮的分量计数，我妈动作很快，
一天下来能剥好几墩头。人高、力气大、手脚
麻利是剥络麻的好劳力。剥络麻最伤的是手，
一双老手都经受不住连续几天剥麻，嫩手根本
不中用。即便有防护，一个剥麻季下来，划伤
的痕、刺痛的肿、手黄人黑，是通常的事。剥络
麻的父母深夜回来，散发着露水、汗水与络麻
汁液混合的味道，身上很脏，手又破又痛很难
看。剥麻季从9月到10月，前后个把月，强度
大、持续长，对沙地人来说是辛苦的劳作季节，
整个国庆节都被用在剥麻上。

父母亲持续在剥络麻，奶奶准备饭食点
心，我们会帮着收晒麻秆。白天的家里很安
静，我听听收音机。三天放假在家的日子很美
好，父母早出晚归，根本不会来催促功课、问作
业。

络麻剥好后，或生麻晒干，或浸进大湾里收
获麻筋。大湾的麻筋水深黑发臭，鱼都窒息，
可以捞“麻筋水鱼”。洗麻一般是男人的活，腿
伸到秋天的冷水里，时节不好还会连日阴雨。
麻洗过后晾高晒干，小队舍、自家庭院、路边，
都晒着麻筋。去小学的路上隔几步竖着石条，
影子投射到路上，早上斜拉成长长的条，我是
一蹦一跳踩着石条影子去学校的。秋天的沙
地没有飘香的丹桂，但有臭烘烘的麻筋。麻筋
在小阳春的秋日里渐干渐白，西北风吹去臭
味，脱胎换骨，再打造成四方的白色麻包，转型
成为上缴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物资，或还能换取
生活费。沙地的土质适宜络麻种植，此地成陆
便种植络麻，有好几个品种，平时见得较多的
绿颜色的“红麻”产量高，身体壮，全身都是
宝。萧山曾是全国产麻基地，浙江省最大的麻
生产区域，在有生产队的时代，一个人是剥络
麻快手，便足以自豪一生。到上世纪80年代中
后期，萧山的乡镇企业已极具规模，工业产值
远超农业，络麻在生活中的印迹逐渐变淡，到
90年代已很少栽种，“剥络麻”只闪现在沙地人
的生活记忆中了。

国庆节在起早落夜做生活的沙地人只是一
个日子，如此而已。国庆三天假期忽过，我又
拎起饭菜、背着书包回学校了。沿着大湾走，
一边是深黑的麻筋水，一边是在收缩地盘的络
麻地，路上闪过精干黄黑的沙地人，或背着大
凳或骑车载物，在愈显开阔高远的天空下，各
自奔途。

■冯文丽

我望着他的座位，童年也在这时悄
然跑走，遗憾的是，我再也找不回来了，
他们躲进了桂花的香气中，即使驻足于
桂树之下，也只能在不经意间闻到，亲
切而又疏远，真是个淘气又可爱的同
学！可是，他已经一个月没来了。

他是个体魄健壮的男孩，每次跑步
都会一马当先地飞出去，甩开一切，超
越一切，在此时，他是个快乐的男孩。
他很爱开玩笑，而且每次讲笑话时，手
和脚都会不由自主地舞动起来，那烂漫
而又亲切的笑容，和那令人难忘的冷笑
话，让人也不禁捧腹大笑。他很爱捣
蛋，在课上，他会和周围同学一起调侃，
可每次都会被老师揪出，之后他会不好
意思地低下头，但一被老师赦免后又会
像一个没事的人一样，继续捣蛋。想到
此处，我也会暗暗发笑。

他是个面容英俊的同学，生就一双
大眼，眼神多变，长着一副瓜子脸，讨人
喜爱。鼻子旁长了一些痘痘，但这反而
成了一种缺陷美，有些女生甚至在暗地
里把他评为我们班的班草。他说话时，
常常摇头晃脑，像个教书先生似的，可
每当他再坐回教室里认真听讲，不知何
时他的眼睛里多出一份忧郁。

他是个懂事的男孩，他甩不掉一
切，便直面他们。半个多月过去了，仍
然不见他的踪影，下课的笑声，上课的
风景，教书先生，玩伴，不见了。我踏进
教室，回到座位，身前的同学转过来和
我说，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那些话
就像钉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他妈妈
得了白血病，他去捐骨髓了。”沉默，沉
默，“他妈妈得了白血病，他去捐骨髓
了。”……童年无声地歌唱，唱着灰色的

童谣。
“你说他会不会挂啊！”“不知道

诶！”我闻声赶到，却看到一个女同学
对着一个男同学嬉笑着说。呜呼！不
可救药！我意识到什么，猛回头，狂奔
至桂树下，呐喊，呐喊！他们沉浸在童
年的童真里！而童年离我渐行渐远。
我慢慢走回教室，却再猛回头，是了，
他躲在桂树林间，调皮而又珍重地望
着我，我对他笑笑：“希望啊，你在这
儿。”

一个月过去了，我望着他的座位，
童年也在悄然跑走，遗憾的是，我再也
找不回来了，他们藏进那缤纷的色彩
中。我看到了他，却不想拆穿。

我会定期问老师关于他的情况，可
每次只能带着假笑的面具回到教室。
我会独自走到林荫下或池塘边，坐在旁

边的景观石上，想着那滑稽的笑脸，耳
畔响起他的冷笑话，我不禁笑了起来。

他是一个无畏的英雄，一句轻描淡写
的“我有病，不能跑”和“谢谢，我没事”。就
像一个男人抡起大锤猛砸我的胸口。烦
恼和一切又追上了他，曾经的追风少年，
他没有逃避。我和他坐在草地上，望着夕
阳映衬的桂树，“花期快过了，他要谢了，又
闻不到桂香了”我叹息道，“别担心，他会再
开的！”我们笑了，童年坐在我们身后唱起
了五彩斑斓的歌谣。

我望着他的背影，童年也在这时悄
然跑走，幸运的是，我能随时找到他们，
他们驻足于桂树下，远远的便能听到他
们的笑声，可爱而又温暖。

遇上你，是我的幸运，即使金秋十月百
里飘香，却不及在童年歌谣声中的桂香。

他又跑了起来。这次，比风还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