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声清脆的鸽哨
悄然滑过
冬天沉闷的早晨之后
成群的燕子突如其来
它们在悬崖上起舞
它们在河岸边追逐
银色的翅膀
划出梦幻的蓝天
它们的啼唱
成为最新盛开的花朵

迷人的风景
遍布苍茫大地

天空是燕子的
杨柳是燕子的
微风是燕子的
清澈的河流是燕子的
鲜艳的花朵是燕子的
甚至，所有屋檐
也是燕子的
甚至，整个春天
也是燕子的

蜻蜓点水

所有的静
凝结水面

蜻蜓的影子
在水深处
繁殖更高的天空
几只鸟儿依附
树的倒影
啼唱不仅是形式
也是宿命

涟漪从蜻蜓尾巴开始
不断扩大的圆
聚拢不断缩小的心
山，逐渐停止摇晃
白云，飘向远方
花的艳丽
顷刻洒满世界

所有的梦
沉入自然之歌

燕子（外一首）
■ 柏叶

我爱这世界
爱这世界的寒冷和温暖
我爱这世界
爱这世界的诋毁和赞誉
我爱这世界
爱这世界的和平和安稳
我爱这世界
爱这世界的混乱和无情
我爱这世界
爱这世界的春夏秋冬
我爱这世界
爱这世界的每一个人
也包括你

在皑皑的冬季
有你在银装素裹里打马驰骋
呼伦河上的冰雪哟
我常在梦中思念
快把我的思念封存！

当我想你时
将这洁白化为永恒……

空白的心

辛丑年 辛丑月 甲子日 甲子时
“辛丑甲子双相逢 天地日月

放光明”
百年一遇 千载难逢

而我只有一颗空白的心
和一双褐色的大眼睛
站在你面前
像一个小女生

你黑眸里的光芒
笑意盈盈
你柔软的唇贴近我的心灵
舌将在空白里舔舐
往后余生

爱你在冬季（外一首）
■ 伊人

诗意滨海

诗/滹沱 图/贾磊

满地新芽粒粒雷，

藏山匿海旧篱偎。

忽听一夜传春令，

引爆芳菲万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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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OMY LIFE

春酒
■ 王贤根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大地的神秘
■ 郭宗忠

横山老街
■ 曹凌云

走进横山老街，是在午后的时

光，一些商店关门歇业，几家做水产

和蔬菜生意的门面还开着，店主正在

打扫和清洗，可是，陌生的身影引起

店主们的注意，他们停下手中的活，

向我围了过来，提高了声音要反映

“用水问题”。我询问情况，他们说：

横山街的自来水从山根那边接来，水

少，吃的人多，供不应求，夏秋两季经

常断水。我疑惑地问：横山街位于滔

滔瓯江之畔，你们竟然有“用水”问

题？他们说：这些年，瓯江水的水质

不理想，不能饮用。

横山老街三百多米长，明万历年

间商业萌芽，民国时期商业鼎盛，有店

铺七十多间，是温州城西部地区重要

的商贸中心。温州人习惯说，“温州有

两条半街”。两条街，指的是龙湾区

的寺前街和瓯海区的瞿溪街。而“半

条街”，就是指这鹿城区的横山街。

我在鹿城文友的陪同下参观了

横山老街西段几间老旧的店面，黑乎

乎的木门板壁，尽显落寞沧桑，看风格

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建筑。一栋五间二

层的欧式洋房在老街上特别醒目，外

墙有精致华贵的雕塑，高高的中门门

楣上四个大字已被人为凿去，留下模

糊的印痕，可以勉强辨认出是“忠厚传

家”四字，一种风雅之气扑面而来。

打开大门，一个宽敞的天井，采

光很好，天井里长满了荒草，看来许

多年无人居住了。看一楼中堂，五米

来深，三米来高，设有神案桌，不见堂

匾，砺灰地面。我怀着好奇，顺着厢

房里的木梯上楼，楼上较为空旷，四

面回廊，地板上积满厚实的灰尘，踩

在上面如地毯般柔软。我从一扇破

败的窗户里探头远眺，透过树丛，隐

隐约约可以看到瓯江。一只野猫忽

然从我的脚边窜过，下楼时，在楼梯

口又遇见一只小猫，老宅深院成了野

猫的天堂。它那么完整，只是锁着，

任它空去，可惜了。若用经济的头

脑，稍加整理打扮，肯定古意盎然，可

做上好的客栈。而如今，它只能像那

个年代的标志存在着。

说起“张恒兴”，也是老街上许多

老人熟悉的名字。“张恒兴”是文友张

定辉的父亲和伯父在横山老街开设

的南北铺的店号，民国二十二年在横

山街开出了“张恒兴”店号，后来又相

继开办了肉铺、水产铺、米铺并从事

酒业加工和化肥销售等。兄弟俩日

夜操劳，而且诚信经营，生意十分红

火。正月里，家家户户拜年都要提纸

蓬包（大多是桂圆、荔枝、红枣、柿饼等，

用特种草纸包上，上面封有红纸，称“纸

蓬包”），远近乡亲都来“张恒兴”南北铺

上买上几个。可惜的是，“张恒兴”店

铺六年前被拆掉了，原址上建了新房。

我们从老街的西头走到东头，来

到乌岩码头，乌岩码头曾经是瓯江上

的重要码头，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

代，这里船来船往，人客货物往来频

繁。上世纪八十年代，横山老街成为

瓯江对岸桥头镇小商品市场的后方

基地之一，大量打火机、手表配件从

四面八方汇聚到乌岩码头，又分散到

老街上的家家户户。安装打火机、手

表机芯，横山老街男女老少都是能

手。而眼前的乌岩码头没有船只停

靠，岸边的几间房子也弃用多年。乌

岩码头和横山老街依靠瓯江水路运

输的便利而繁荣，当这种优势失去的

时候，自然会被人们淡忘而显得冷

清。可贵的是，码头上十来棵饱经风

霜却枝叶繁茂的无柄小叶榕，探身在

瓯江之上，气势不凡，属于国家三级

保护植物。张定辉说，这些榕树与乌

岩码头、横山老街都是同龄的。

匆匆走过，感慨良多，这岁月淘

洗过的横山老街。

桌上这碗黄滕酒，是经温热刚倒出的，碗

面还冒着细小的泡儿，袅袅升起的几丝白烟，

弥漫着来自故乡久违了的浓浓香醇，心中顿时

泛上未喝先醉的意境。

对这快递来的黄酒，我是小心翼翼地拆封，

仔细端详又轻轻地抚摸严实的坛口的。那一

刻，我如同抚摸故乡的温情与热烈。我想即刻

表达激越之情，便抓起手机，给远在千里之外的

文友回微信，在这欢庆新春佳节的时刻，来自故

乡的深情祝福，正如这坛醇浓的酒，荡漾心头。

在我们老家，这时的黄酒也叫春酒。它在

每年冬至时节制作，待到“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的时候，启坛上案，敬神祭祖，然

后聚餐品尝，迎候一拨拨前来拜年的宾客。

这酒由糯米拌曲制作而成，具有温润滋补

之功效，自古以来百姓开春皆以此调节阴阳、

强身健体。《诗经》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过去的财主人家，雇人用大缸制作春酒，

春节前那阵子销往杭州、上海。普通的农家，

能做上五十斤糯米的酒，算是殷实人家。现在

生活日渐富裕，许多农家做个百把斤米酒，一

直喝到春耕农忙时节。

我家做酒几乎由我爹包揽。小时，我喜欢

看爹做酒，其中很大的缘由是我爱偷酒喝。

记得有次，我爹称了五十斤上好的糯米，

浸泡一天后倒入蒸笼。我们村家用的大蒸笼，

只有一次蒸五十斤米的筒笼。蒸出来的糯米

虽比平时锅烧的饭硬，但仍比粳米饭黏性强。

我爹将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均匀地铺撒在圆形

的竹匾上，待摊凉，就将它倒入缸内。他将五

斤红曲搅入糯米饭，以自己强健的臂膀和手腕

的力道，使缸内红白相间的米粒上下翻腾。

我爹说，红曲可自家做，各家用量少，不如

买。一般做酒，百斤糯米十斤曲。自家春上喝

的酒，百斤糯米掺和百斤至一百二十斤水，如

是出售，要视酒的醇度定价，普通的酒，大多是

掺水一百五十斤。

缸里的米饭已经搅得浅浅的淡红。我爹

让我帮舀缸边备好的凉开水。我抬起葫芦瓢，

一勺一勺往缸里倒，我爹乘水势搅起来显得轻

松自在。待到粉红色的米水溢上爹的手臂时，

他果断地说：“全部倒进。”我提起水桶，将剩下

的水哗啦啦地倾入缸中。我爹用根木棍平心

静气地慢搅，搅得整缸粉色的米花水旋转成一

个个圆弧。

爹诡秘地说：“你们学会了做酒，我老了就

有酒喝。”我报之以笑。其实他内心还有一层

意思，也是平常对子女说的，“多掌握一门农家

技艺，多一条生路。”苦难中挣脱出来的他，经

常盘算的是往后日子过得舒坦。

深褐色的缸里，粉红色的水面浮动着几多

淡红的米花，大多的米花与红曲沉入缸底，它

们默默地发酵，酝酿甜美的芳香。

那个寒冷的冬日，我还是穿条单裤走在放学

的碎石路上。迎着嗖嗖的山风回到家，放下书

包，走到厨房屋角，掀开砧板，看看缸面泛上酒糟

没有。爹说过，待酒糟封面，再过几日，就可听到

“扑扑”的冒泡声。在封面的酒糟下，水米交

融，作为酵母的红曲，催化着整缸酒水的酿造。

馋嘴的孩子常被大人训斥为“没出息”。

放学的路上，我仿佛已经听到酒水发酵的声

响、看见酒缸水泡的景象。进家门，到酒缸旁

伸手想沾点酒水舔舔，祖母听到动静，喝止：

“破了封面，发酵不够，成酒酸。”

这缸酒，闷过了小寒、大寒。个把月的闷

捂，浮在缸面的酒糟悄然沉入缸底，灯光照过

来，浅红且淡黄的酒色幽幽地闪着光泽，香气

撩人。晚饭时，我爹舀一小碗，让我端给祖母，

老人家轻轻地抿一口，说声好，让我给妈。全家

每人都品到了新酒的醇香。我爹说，剩下的全

给你。我冲他一笑，昂脖“咕嘟咕嘟”地喝下肚。

爆竹声声，辞旧迎新。满桌的菜蔬冒着热

腾腾的气息，我爹提上刚刚加热的一壶酒，给

每个酒盅注满。他提议全家举杯同庆，一年的

辛劳、来年的祝福，在这浓浓的酒香中化作阵

阵欢悦的笑声，激荡在绚丽的年夜里。

家乡定亲这类喜事大多也选在正月。记

得我二弟定亲那年，春酒备足，滤清后的酒水

置入高坛，捂上棕叶，扎紧，泥封，凉干后贴上

大红双喜字，再用红麻绳套圈兜起，两高坛酒

与其他聘礼一道，几副担子列队送往亲家。在

那边，又是一场酒香四溢的欢聚。

过了正月十五，农人备春耕，小孩们上

学。放学回家，我常常轻手轻脚地遛到酒缸

旁，用竹提子拎上一管，一口气“咕嘟”落肚，然

后跳出门坎，与玩伴们嬉耍一阵子。偷喝的次

数多了，怕爹发现，就往酒缸里添瓢水。多年

后，我从部队回家探亲，跟家人说起少时偷酒

的事，祖母说，知道，那酒越喝越淡了嘛。可当

时，他们谁也没揭穿我。

制酒，讲究地域、时间、气候。拥有独特地理

环境的温湿相宜的江南古越地，是春酒的温床，

也是春酒生命的源泉，它从这里走遍五湖四海。

我想，故乡人的长寿，与他们常年春酒微

醺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盥洗室里洗簌，从盥洗盆的排水孔里传

来斑鸠的叫声，一声接一声，好不意外与惊

喜。我怕有错觉，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还是

听到了清晰的“咕咕咕”的声音。我怀疑是不

是我的听觉出了问题，走到窗前，窗外是沉闷

的斑鸠的鸣叫，没错，是斑鸠在叫，只是没有在

盥洗室里听到的清晰。

前年夏天，在楼前正对面的香椿树枝杈上

的斑鸠窝，到秋天它们不再孵化幼鸟的时候就

废弃了。所以，即使在深秋落尽了树叶的树林

里，你也很少发现斑鸠窝。如果不是它们轮换

在巢里孵化鸟，那几根简陋的树枝的巢，一阵

风一场雨都不会留下一点痕迹，别说冬天的大

风之中了。

斑鸠相较于其它鸟类来说，它的巢更不像

家，只是它们养育后代的一个居所而已。所

以，对斑鸠而言，它们自己也没有家的归属感，

鸟儿孵化之后，也就弃巢而去，不再回到它们

曾经的“爱巢”。所以，斑鸠在大自然里算是无

家可归的流浪者。然而，你遇到的斑鸠却是逍

遥派，它们是最自在的鸟儿，它们没有对家的

挂碍，也就能够四处流浪、四处为家，所以随处

看到的斑鸠都洋溢着快乐，自由自在，也是不

错的人生状态。

你看喜鹊，把巢建造得超级大，选择最大

的树，建在尽量高的地方，喜鹊巢几乎占尽了

所有天时地利，它们除了在落雪后的冰天雪地

的日子里停止搬运树枝以外，其它时段，都是

不断地搬运树枝筑巢或者修理鹊巢。

有了坚固的家一样的巢，喜鹊每天站在最

高的枝头，傲骄地雄踞在自己的领地上，也瞭

望四方，看看有什么鸟儿会对巢构成威胁，一

旦有鹰隼接近，它就会报警。那些在其它树枝

头上站着的喜鹊，烽火台一样，开始传递信息，

瞬间进入战备状态。喜鹊们听到报警声，方圆

几里以内的喜鹊都会应声疾飞而来，在这有着

危险抵近的大杨树上，片刻之间就会有三五十

只喜鹊前来支援和救援。它们集体发出的唳

叫能传递很远，如此，让觊觎者有了畏惧，却步

不前，立即改变了袭击喜鹊巢的打算。

也许，麻雀也是这样，每天寸步不离它的

巢。所以，我们把麻雀叫作家雀也就不难理解

了。它们安于待在自己的家，也就很少有喜鹊

和麻雀成群迁徙，它们不会相约去山中或者湖

边郊游或者远足，看家护院的本领，也许是它们

骨子里的遗存。这是它们的生活方式，也许，这

一方天地就足够了，何必舍近求远去看远处的

风景？安于现状逐渐成为了它们的本性。

离家不远的地方，在高大的树上，只要看

到壮观的巢，你也不用怀疑，那是喜鹊的巢。

在大树最高的枝头站立着的，也一定是占树为

王的喜鹊。

而叫得好听的乌鸫基本是藏在树中间，或

者在水边的草地上觅食。斑鸠也是这样，它们

一只两只或者十来只在树林里，随处可见，低低

地飞，除了求偶期，几乎听不到它们的一声鸣叫。

在日出前的瞭望塔下坡地的树林里，我看

到有十来只鸟栖息在一棵野生的榆树上，它们

寂然无声，沉浸在睡梦之中的样子，是那样享

受，似乎与树与清晨达成了一致，让人感觉这

些鸟儿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离鸟儿有些远，想看清楚这些是什么鸟

儿。我一点点走近，走过我时常在这里读书的

石凳上，这一片能够瞭望西山的高台，我称之

为瞭望台，它在瞭望塔下。我几乎每天都到这

里来看颐和园的佛香阁和无梁殿，以及正北面

的定光塔和妙应塔。远处百望山山顶的望京

楼，以及远在门头沟山中的定都塔尽收眼底。

这里，几乎在山的围拢里，而又有一种与山平

等对话的亲和。这里有禅意、有佛性，面对山

中夜晚灯火、清晨阳光照暖的山峰、傍晚晚霞

在夕阳沉入远山后长久的瑰丽天光，以及慢慢

闪现出来的一颗接一颗的星星，这些星星，都

有不一样的光，每一颗星也在眨巴着眼睛，变

换着不同的光泽。我还喜欢在这里四季观察

到的云，包括偶尔遇到的五彩祥云。在这样的

地方，没有什么能遮掩住天空呈现出来的美，

这些美繁复的变换无穷的姿态，每天好像都是

第一次遇到。

在油菜花和水稻的梯田之上，在收割之后

的稻茬上，这时候，你会发现斑鸠在稻茬之间寻

觅着稻粒。它们的头是灵巧的，眼睛专注于稻

粒的神情，让你站在高台之上欣赏它们生活的简

单和自如。它们并不需要太多，几粒稻米或者草

籽，在夏天，几只虫子，也许就已经让它们在树

间悠闲地听着风声和雨声。它们不用哼着小曲，

只是在这些安静的时光里，就已经让它们陶醉。

在秘境里，在两山公园，在西山，还有在我偶尔去

的市中心，谁家的阳台上，也落着一只斑鸠。

无论是山斑鸠还是珠颈斑鸠等，它们都带

着山野之风，即使在都市，一切地方，它们随心

所欲，好像世界并不存在一样，好像日子从来

都是新鲜和美味的，哪里再平凡的地方，对它

们来说都是新奇和美妙的。

我喜欢这样散淡的生活方式，所以，每天，

只要醒来，夜半或者每一个时刻，我都会起身，

到我的园子里，随时遇到的斑鸠，我们各自走

在自己的小径上，或者草地上，走近自己的山

林，找一块石头，或者席地而坐，在清泉边，或

者月见湖畔，看四季的月见草，看斑鸠羞赧地

低下了头，它们眼神里藏着的秘密，是行走在

大地上永远探索不尽的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