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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楼的消失
■ 宋扬

一幢楼消失了。

通往楼的入口处铁皮打围。铁皮松松垮

垮，像久没发工资的保安，懒心无肠。越过警

戒线，面前只剩坑坑洼洼——基石已被撬

走。沟壕残破，仿佛经历过一场不小的打劫。

十七年前，这幢楼里有属于我的一套

房。从入口处，踩着点状石板路，走三四十来

步，就到了楼下。楼是砖楼，红色外墙只是毛

坯，保留着火砖的本色。上楼，平口钥匙开老

式木门，屋内一室一小厅。水泥抹得厚，提出

光，地面泛青亮。楼自身即是围墙的一段。卧

室有窗，窗外是一片杂草地。杂草尽头，浅丘

凸起，桦树、桉树、构树高高低低。视线越不过

山丘，山那边是什么，一无所知。铁纱窗把屋

内屋外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界而不

界。凉风习习，丝丝进来；绿意蔓延，片片入

眼。于一个刚入职的单身汉而言，拥一本书的

周末时光，因了这风与绿，悠静美好。

下楼，还沿那条点状石板路回去，有年青

人渴慕的人世繁华。石板路尽头，正对早点

铺。一块钱，能买一两宽汤臊子面。摩托车、

自行车聚集，赶早班的工人，食量大，吆喝着

“三两……三两……”

进进出出小店的人像流水，工人、教师、

医生奔赴厂区、学校、医院。山下几公里外的

村民也来，带着刚下地的蔬菜、瓜果。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活区就是一只

精致的麻雀。

一条主路弯弯拐拐，混凝土公路从站前

广场一直延伸到山顶的单身公寓。十七年

后，公路新铺了沥青。十七年间，这条承重过

自行车、摩托车、电瓶车、私家小汽车的公路

破损过多少回，翻新过多少回？无从知晓。

能看到的，只是路更好了，车变少了。

子弟校曾是老牌省级示范校，政府不舍

这牌子，在城区附近划了块地，异地重建。老

校舍给了镇政府，校名已改，“崇仁镇中学”。

学校操场沉于山坳，通过长石梯方能走

下去。俯瞰，四百米塑胶跑道红得耀眼。十

七年前，当城里学校的操场还是炭渣跑道的

时候，它已经这么耀眼。

显然，园丁并没有在新学期开始前打理

足球场——那些草中，夹叶杂花，苦蒿参差。

百十个学生使用这样一个容纳过两千人的学

校，显得格外奢侈。刨除一半女生，再刨除一

半有其他爱好的男生，恐怕已凑不齐一支完

整的足球队。球场有些寂寞，再不会有两三

个班的男生为争抢场地面红耳赤。

校门被一棵大黄葛树掩隐。十七年过

去，那些叶子苍黄了不少。树冠伸展，随意恣

肆。新校名依然写在校门的一侧，依然油漆，

依然手写，比不得城市里那些霓虹的、鎏金的

金字招牌。用了找寻的目光，终于发现，它很

陈旧了，很寂寥了。自动伸缩栅栏在秋阳下

打着盹儿，显出一副料定无人打扰的慵懒。

栅栏内，保安室的桌子上有茶杯，无人。喊了

两声，无人应答——这是周末，教师们都回城

里的家去了。保安也闲，可能溜了号。

大专毕业，我重回农村。毕业，是和城市

的一次断舍离。从繁华城市，一下被遣返回

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寡淡无味的乡村，我脱离

农村的梦只做了三年。十七年前，我从乡镇

中学离开，来这个子弟校工作了一年。一年

后，我去了省城。一个农村娃，这里，曾经就

是我都市梦想的全部。我被录用，像做了一

场梦。梦里，大专生活奇迹般延续。梦里，又

出现深宵不眠的路灯，出现电影院、图书馆、

俱乐部、夜市街、烧烤、啤酒、河粉、炒饭……

文化宫大礼堂的灯火多么辉煌！国庆晚会

上，“克拉玛依呀，工程大，你看那，石油滚滚

流成海……”是我们唱给“三线建设”的赞

歌。我们歌唱石油，也歌唱从自己工厂的生

产线上奔向祖国四方的火车……

如果记忆也可以像记忆中的事物一样连

根拔起，瞬间逝去，那么，逝去便不会伤感。

然而，物是人非后，记忆却如校门口的那棵黄

葛树，在脑海葳蕤得愈发枝繁叶茂。

这楼和楼下的一切曾是多么风光的存在！

十几年间，几十层的高楼大厦纷纷于城

区拔起。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城市在一天

天高大壮实。这幢三层砖楼，只能用“小”

“旧”“破”一类的词语来形容了。

站前广场还在，站台已拆。成昆铁路复线

开通在即，高速铁路断不会为这样一个乡镇小

站停留。况且，早在几年前，在生活区的配套产

业和大量人员纷纷搬进市区后，老成昆线的普

通列车也已取缔了这个站点。时代变化风起云

涌，大多“三线企业”纷纷破产，车辆厂同样一度

进入低谷。所幸最终艰难改制，增加了大型物

流专用车生产等项目。产业转型成功，效益有

了保障，工人们几乎都在城里买了新房。

“厂二代”和“厂三代”们渴望拥抱更繁华

的都市生活，这是一次老国王被攻破城池后

对新国王的俯首，也是一次“躲进小楼成一

统”的小天地向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大世界

的移民。半个多世纪间，从遥远的东北大城

市到眼前这个西部小城的荒郊，从荒郊复归

城市。工厂经历的轮回中，糅杂了多少岁月

的痕迹以及时代发展的洪流一样不可逆向的

命运归宿。城市虹吸，留在生活区的，只剩那

些父辈和祖辈——那些还活着的拓荒者们。

那幢红楼已成记忆。看样子，楼的位置，

不久后将有一条通往山下某村的乡道穿过。

挖掘机一进场,砖楼以干脆利落的方式告别了

它静卧了半个多世纪的山丘。不远处，打围的

铁皮外，另一幢砖楼杵在那里，有些木愣，有些

孤独。某家的外墙上，空调外机崭新，泛着塑料

硬实的光泽，像盛开在红土地上的一朵白花。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妈妈，别再说，你是那么贫穷，除了生活

的苦头，什么也不曾给我。你看，我人到中

年，还会像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走路，常常

为一片落叶的美着迷，为飞鸟蓄满一池清

水。我笑声响亮，面容干净。这一切都是因

为，你养育我，用芬芳的花朵。

那一年，深谙小麦、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脾

性的你致富心切，尝试着在南地种下红花二

亩。作为村子里第一个种植红花的人，你对红

花的脾性全然不知。可你干什么都有一股子

不服输的韧劲儿，经过多日的摸索、照料，红花

长势喜人，在火热的夏天，开满了娇艳的花

朵。它们多么美啊妈妈，当我站在花田里采摘

那柔软的花瓣时，我想岁月已温柔地记录下了

那时的我，那个独自采摘红花的少女。妈妈，

虽然红花的尖刺扎破了我的手指，虽然我的汗

水落在绚烂的花田里，虽然毒花花的阳光晒伤

了我的肌肤，可我的心是宽广而又宁静的。

二十多年后，当我的身体需要一味红花的

关照时，药材铺的掌柜抓出一把红花放在小巧

的秤盘里倒给我，我望着它们，如遇故人。拎在

手里的红花那么轻，像一小朵橘红相间的云彩，

而多年前那个开满红花的夏日，也像云彩似的

倏然飘来了。是的妈妈，那二亩红花并没能使

我们变得富裕，因为采摘起来过于麻烦，家乡的

土地上再也没有生长过红花。可那些花朵却留

在了岁月里，一直盛开在我的生命深处。多年

后，我在《岁月的童话》里听到这样一句话：凡是

那些摘红花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会染着红花的

那种颜色。我是多么幸运啊，妈妈。

你一定和我一样，会记起山岗下的苹果

园。那一年，家家户户都栽了苹果树，最终又

因为疏于管理，草草地把果树变成了灶膛里的

一把把柴火。你却不肯放弃，翻过几座山岗去

林场请教，一次又一次，你还买来书籍在劳累

的农活之余苦苦钻研，又一次凭着不服输的韧

劲儿，使我们的苹果树繁花满枝，新鲜的果实

把枝头都压弯了。妈妈，我至今都记得掖在您

床头下的那本关于果树嫁接的厚厚的书。

那时的春天总是被我盼来的，盼望从前一

年的腊八就开始了。认真地按照家乡的风俗

端着腊八饭去喂苹果树，是腊八那天的清晨令

我乐此不疲的事。我悄悄地和果树说话，叮嘱

它们来年开满树的花朵，结甜蜜的果实，不曾

遗漏任何一棵。春天，苹果树开花了，远远望

去，如一抹烟霞，映衬着村庄、山岗。置身花树

间细赏，它们不似梨花的洁白清冷，也不同于

桃花的红粉娇媚，它们像豆蔻年华的俊俏姑娘

羞涩之时挂着红晕的面庞。“你们好美啊！你

们好美啊！”我一次次对它们说。我是多么陶

醉啊，妈妈！我在花树间玩耍，在花树下种花，

种美人蕉，种凤仙花，种下美的种子。

妈妈，您知道的，如今我住在高楼之上，

日日忙碌，可我的阳台上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我总能设法挤出些时间来种植花草：迎春、睡

莲、蔷薇、仙人掌……“你们好美啊！”我至今

还会这样和花儿说话。每一朵花都是有力量

的，每一个心灵都需要这种力量的滋养。这

是您辛勤培育出的那些花朵告诉我的。而每

当我望见街头售卖的苹果，总会想象它们还

是一朵花儿时的样子；想象它们生活过的山

野，沐浴过的骄阳晨露，经历过的黑夜风雨；

想象照料过它们的农人。

妈妈，你还记得吗？我曾对你提出一个

非分的请求。在说出口前，已做好被拒绝的

心理准备，可你却满口答应了。那时你正处

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重压之下，总是忙碌得不

得片刻空闲，像个男人一样劳作，顾不上任何

闲情逸致。“妈……我想……要一座花……

园。”我怯怯地对正在院子里忙碌的你说出了

酝酿多日的话。你愣了一下，对我笑了笑，指

了指院子的东南角，说：“那就建在那里吧！”

你真的是手巧又聪慧的人，做姑娘时捏得

了绣花针，为人母后，在任何巧活、粗活面前都

不曾怵过。你运来青砖为我建花园，垒出的花

墙别致、美观，你用近一天的劳累为我建造了一

座花园。我快乐得都要眩晕了，妈妈！我在那

个花园里种过百日菊、紫茉莉、蜀葵、雏菊……

在我成长的路上，有一座花园的陪伴。我发现，

种花是件神奇的事儿，明明是种到了土地里，它

们长着长着就长到心里去了，渐渐地，我的心里

便有了一座花园。我是富有的，妈妈。

近二十多年来，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在家

乡那片土地上，你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你知道我喜欢花，家乡的花儿开

放时，你会念叨我。而我望着他乡的花朵，眼

前浮现的则常常是我们一起看过的花儿：西

屋门前的泡桐花、我们一起捋过的洋槐花、散

落在村边麦田里的油菜花……妈妈，我们的

心又何曾分离过呢？你用芬芳的花朵养育

我，我需要的人生智慧，那些花儿总是不厌其

烦地讲给我听，它们开在我的生命深处，融入

了我的血，我的骨。

开在生命深处的花朵
■ 何春青

这是一个明亮而温暖的词汇
时间的白驹穿越了千山万水
我打马赴约来到了你的面前
只为了久违后的相聚和别离

年轮深深浅浅，苍老了岁月
人到中年，我们缅怀走过的
路。依然期许在茫然未来的
某一个渡口，邂逅更美的你

日月、阳光、雨露、星辰……
在我们记忆的深处闪闪发光
跋山涉水，在黎明来临之前
我们赋予了光明崭新的命名

站在时光的堤岸，我们满怀
希冀，梦的种子已破土而出
我们用温柔的话语轻轻说话
持永恒之爱，世间鸟语花香

新 年
■ 许登彦

在温州地区，霞关，是我心中的那

个“远方”，它位于浙江省最南端，有许

多令人向往的地方，到霞关可以听历

史故事，看月下渔火，品芒种炊虾，吃

生猛海鲜。

霞关原是一个渔村，依山临海，古称

镇下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

海防地位十分重要。清康熙年间，霞关

作为重要军港，驻有水兵。清晨，水兵们

经常看霞光云氤弥漫大半个天空，嫣红

一片，把海水也映照得绚丽无比，因此改

名“霞关”。

霞关渔港碧海蓝天、百舸争流，天

然良港最深水位 16 米，是浙江南部的

重要渔港，是浙闽渔场渔业管理生产

的后方补给基地，是浙江省对台贸易

口岸。1987 年被国家农牧渔业部确定

为一级群众渔港。2014 年被列入国家

第三批更大开放的对台贸易试点口

岸。霞关镇是“浙江省虾皮之乡”。鲜

晒的毛虾叫生皮或淡皮，含水份少，含

盐量低；焯熟的毛虾称熟皮或炊虾，一

尾尾像小镰刀，耐存放，不易变质；芒

种时节毛虾将要产卵，肉质坚实，晒制

成“芒种皮”，色泽鲜亮，味道鲜美，是

虾皮中的上品。

我曾经多次走访霞关，了解这里的

渔业生产情况，结交了一些渔民朋友，熟

悉了他们的艰辛与喜悦、浪漫与惊险、虔

诚与敬畏。海风浪潮的历练，使得霞关

人豪爽里带着真诚，平和里不失勇敢。

我的渔民朋友林传月，18岁开始在

霞关内港捕墨鱼，一天能捕一百多个，

墨鱼捕上来“啾啾”地叫。20 岁第一次

跟父亲去外港捕毛虾，开始用摇橹的小

木船，后来换成了小马力的机帆船，放

网起网全靠人工劳力。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海里毛虾多，船在行进虾在船沿

跳跃，一天能捕十几筐，无杂质。捕虾

期从每年农历 11 月份开始到次年 3 月

份结束，春节期间毛虾旺发，渔民特别

繁忙，每天凌晨 3 点钟就要出海，天空

里布满着星星，晚上9点钟才回家。毛

虾体小皮薄肉少，容易腐烂，需抓紧时

间加工。他们煮虾用淡水，放少量食

盐，用太阳晒，非常鲜美。虾皮中最好

吃的一种叫“流水线”，煮时不放盐巴，

吃起来是甜的，烧面炒菜放一点“流水

线”，充当味精的作用。

渔民的生活钟点，无关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他们要踩准潮水涨落的节拍，要

摸清各种海生物的习性。到了晴冷的冬

日，许多人开始做年糕晾晒各种海鲜干

货，年味渐渐浓郁起来，但捕毛虾的渔民

没有时间准备年货，甚至没有时间过年，

他们要迎着冷冽的海风，追逐毛虾的季

节，一年里，春节前后十多天是他们丰收

的日子，他们无法享用年俗传统带给他

们的各种欢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霞关渔民捕获

毛虾后，在霞关当地加工，带动地方上其

他行业的发展；九十年代后，霞关附近的

毛虾量锐减，渔民就得到宁波、舟山等地

捕捞，甚至更远的海域。渔船跑长途，不

用大船安全没保障，渔民纷纷合股，打造

几百千瓦的渔船，使用捕捞仪器。这样

一来，捕捞的速度超过了海洋生物繁殖

的速度。

时光荏苒，岁月的船只奋勇向前几

十载，人类对海洋资源的过分索取，让渔

民赖以生存的大海不再有源源不断的

供给。渔业的渔民在忧虑中纷纷转型

生产方式，在霞关周边的海域里搞起

了养殖业，他们与大海相伴的生活方

式没有改变，也保持了霞关渔业经济

的稳步发展。

心中的远方
■ 曹凌云

站在冬的门槛，静望飘曳的雪
花，覆盖流年。

曾经的安暖，抵不过莅临的冻
雨。

深悟的生命，不过是一半禅心，
与那一半的自然，早已在花开花落
中，皈依道法。

此刻，读懂的世事，像一笔红尘，
掉入那盏酒中。

燃烧也好，熄灭也罢，轮回的时
序，注定有一次更迭。

我格外在意这样的更迭，就像我
格外在意更迭的季节，用满地银色，
透彻黯然的天空。

至于岁月的清浅，和炎凉的世
态，都将在这飘雪坠落的瞬间，感悟
命运的多舛。

多舛的命运，注定有太多的别离
与感伤

我相信所有的幸与不幸，最终只
能成为一个逗点。

就是那最值得回味的篇章，也只
是一个宿命故事的开始。

尽管每个故事，都会有这样或那
样的结尾，我依然在每个故事里把自
己活成一片雪，

结成冰，或融为水，都一生淡雅，
和素洁。

且待花开
冬至已到，且待花开。
且待陌上开的花，簇拥着你的足

音透彻寒流。

此刻，我站在雪地等你，等你一
起回家，包饺子，数麦粒。

数一茬一茬的光阴，像一粒粒进
仓的麦子，与爱情故事关联。

这个故事，也关联着你和我。
关联着那段岁月。
尽管岁月的脐带已被那把镰

刀割断，我依然在翻着羊白肚的
时光中，竭力地缩短今天就要拉
长的夜。

我想在白昼把你端详。
端详你的面容是不是憔悴？
端详你曾经年轻的额头是不是

爬满时光的苔痕？
我想在庄严与肃穆里，与大地一

起冷静。
一起喊疼雪花，喊疼回家的路。
喊疼呼啸而来的风，捡拾一些光

阴碎片，在爱情拐角处，把往事拼接。
我索性哈出一股热气，暖和你的

心空。
因为，心一热，天就蓝了。
我知道，梅花从不为任何人怒

放，就像你的足音从不会叩响任何人
的心门。

于是，我游弋着。
游弋在白茫茫的大地，找寻纯粹

与本真。
一种神祇，口诵一缕梅香，在旧

年的钟声里，同你，同春天一起，向我
奔涌而来……

站在冬的门槛（外一章）
■ 封期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