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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我本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人，在那年月

洗脚上岸，扛着行李，随着进城打工的人

流，风尘仆仆地从洞庭湖畔走向了这座大

城市，数年后，就带着一家人定居下来了。

其实，乡里人进城，是一种趋势。大凡

有点手艺有点技术的人，都携家带眷离开

了乡村，走向集镇，走向县城。我们那个小

小的山冲，座落在省城和县城的中间，两者

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于是就有

几户将房子买在了省城。他们回一趟老

家，也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唯有我远些，朝

发夕至的火车，辗转几个省份，才在半夜里

到达家乡。

在乡下，50 岁以下的人，整天在家种

田的日子并不多。上世纪 80年代初的改

革开放之初，目光敏锐的新一代农民，正是

20 岁不到的年纪，他们抛弃了土地，凭着

血气方刚，凭着对都市的向往，一齐涌入城

市。乡下的年轻人，倘若读书无望，自知跳

不出“龙门”的，便早早的投师学艺。“身有

一技，走遍天下不挨饿。”这是古训，也是现

实。乡下人学手艺，犹如城里人考文凭，木

匠、漆匠、篾匠、石匠……七十二行，行行都

有手艺人。那时候，参师拜徒成为农村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手艺，就成了乡里人握

在手里的“文凭”，就是谋生的技能。

手艺人赚钱，一般都进城，城里人的

钱，好赚。

我也花了3年时间，学了手艺，也随着

进城的大军，来到了东海之滨的这座城市。

虽然生长于农村，对于农事，虽不陌生，

却不怎么熟练。栽秧、割禾、种菜……总是

技不如人，常常招致父辈们的嗔怒，所幸从

城里归来之后，口袋里还是鼓鼓，说急了，便

抛出一张大钞拍在桌上，扭头进了城。父辈

们看见花花绿绿的票子，眼睛也绿了。他们

收起钞票，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只能摇头

叹息：钱能使得鬼推磨，钱也使得崽请爷干

活，唉唉，没得办法的事，这世道哦……叹息

归叹息，剩下的事情，就是他们干了，既然收

了儿子的钱，活儿干得更加仔细。

种地就少不得犁田。家里的老黄牛平

日里顺善老实，犁田的时候，却不听我的使

唤，对犁田的生手，它也欺生，总是乜斜着

眼睛看着我，颇有点对外行领导内行的不

服。套上牛轭，高举牛鞭，它依然不紧不慢

地走着，对于我下达的命令竟然置若罔

闻。我气急，抽其一鞭，老黄牛腾开四碲只

是跳一跳，在水田里激出数圈浑浊的涟漪，

尔后依然如故。唉，也怪不得黄牛对我的

不服，我扶犁的手始终掌握不了犁头的深

浅，就像摩托车手控制不了油门的大小，在

没过小腿的泥田里行走，踉踉跄跄的，全然

没有老农的那种平稳和矫健。

乡下人，居家过日子，心思其实不在乡

下。那一点田，那一点土，那一点山，不会

藏金产银长摇钱树，谁会眷恋呢？一年的

收成，累死累活的，还抵不住在城里一个月

打工的收入。城里的灯红酒绿，城里的麻

将馆，城里那整洁的广场和超市，一想起来

就是叫人兴奋，谁不向往呢？于是，有门路

和有技术的，就携家带口，一家人迁徙到城

里去了。虽说租住的房子十分狭小，比不

得自家在乡下的楼房宽敞，但每日里的腰

包却是鼓的。城里的钱好赚，就是用泥巴

捏一个哨子，只要会吆喝，也能卖出好价

钱。看着银行卡里面那一串串数字，着实

让人觉得心里踏实。

居城里，乡下来的孩子也学乖了，到邻

居家串门，也知道先敲门，然后在门口换下

拖鞋。其时在乡下，小孩们谁不是大呼小

叫地乱窜？仿佛乡下的房门不是敲的，是

小脚板踹的。一脚踹开门，七八个孩童一

窝蜂似的涌进去，一个个野得像小土匪。

城里有公园。

公园里有山，却是假的，而且小得极其

可怜，就像乡下的一个土堆；有树，一株株

的伤痕累累，枝枝丫丫被刻意的锯除，留下

一个个流泪的疤痕，乍一看就像刚做过大

手术的病人。更可笑的是低洼之处的一湾

浅水，弄几条小船竟然就叫作“湖”。在乡

下，这样的水洼充其量不过是一口水塘而

已，连水库都称不上，就更别说湖了。家乡

的洞庭湖，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那才应该

叫作湖的。于是，公园是不去的。

就逛街。

城里的街，整齐划一，街面整洁得可以

躺着打滚。乡下的路，虽然也是水泥的，鸡

婆麻鸭旁若无人地在大路中间大摇大摆地

踱步，鸡屎鸭屎就像贴在地里的藠头，密密

麻麻的，稍不留神，便会一脚踩着。城里没

有鸡鸭，却有狗。城里的狗，也会随地大

便，但便便被主人用塑料袋接着，扔到了垃

圾箱，即使黑灯瞎火的，你只管往前走，绝

不会踩着什么东西的。

居城里，闲暇的时候，即使不去公园，

走走逛逛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晚上无事，

骑一自行车悠悠地走，街的一边，常有人工

开凿的河，一大片绿地，沿着河岸绵延开

来，河有多长，绿地就有多长。绿油油的草

地就像一床巨大的地毯，软绵绵地让人仿

佛就像踩在云上一样。街上很静，汽车无

声地驶过，留下一串炫目的霓虹。抬头望，

月色如银，幽深的天幕仿佛水洗过一般。

坐下来，看木棉花在微风中摇曳，听蟋蟀在

树丛中吟唱，心情特别惬意。有时候傻傻

地想，这绵延数里的绿地，要是种上家乡的

水稻，在这仲秋之夜，坐在田埂上，看稻浪

千层，那又该是另外一种感受吧。

去看夜的外滩和东方明珠，也是极其

的方便。只需乘了地铁，不一会便到。那

闪烁的霓虹灯，流光溢彩的马路，使人仿佛

在梦中，在仙境。

居城里，OK！

写下“山居”二字，自己也觉得不

妥，仅仅 24小时的身心安放，最多可称

为“停”，怎敢妄称“居”？但我是真心喜

欢山居的意境，还是暂且称之吧。

住宿地是村边的农家乐，看来开张

时日不长，仅四间客房开放，我们一行

七人，刚好住下，不知后来的游人如何

安置，估计村子里还有其它住处吧，抑

或压根就不会有游客来，我没问，老板

也没说。

村子不大，却依山傍水，小河绕村

流过，水流缓缓，清澈见底，浅流处间或

露出几根水草，葱翠碧绿，更显水质清

净。在村子里转一圈，遇见的皆是上了

岁数的老人，许是因为村子里少有年轻

人的缘故吧。老人们看到我们显得异

常亲切，这个问是否口渴？那个说是否

到院子里坐坐？那份不设防的热情和

质朴让我想起故里的父老乡亲。看见

我们在斑驳的断垣前拍照留影，其中一

位老人热情地说村子中间有座四合院，

建议我们去那里拍摄。按照老人的指

引找到四合院，小小的院落，木质结构

房屋上下两层，窗棂、门柱雕刻精美。

因岁月久远、风雨侵蚀，部分房子无人

居住，屋顶洞穿露天，尽显颓势。天井

里堆有一堆玉米和干柴，排水沟旁的砖

缝里露出些许绿苔，几只花猫躲在墙角

懒散地看着我们这群陌生的造访者。

有人出来打招呼，其它屋子的老人也陆

续出来，问我们从哪里来，在这里住几

天等。还说春季这里漫山遍野的梨花

和桃花，那叫一个好看，嘱我们明年春

天再来。

我问院子建于何年，原来的主人是

谁？老人都说不太清楚，只说从记事起

院子就在，据说院子的主人去了印尼，

不知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把镜头聚在

屋檐下的雕刻和老人身上，其中一位老

伯看到我们用手机拍摄，于是掏出口袋

里的手机拍我们，双方互相进入对方的

镜头，老人家开心的笑容绽成了一朵菊

花。

村边山坡的小径看来有些时日无

人走过，荆棘遍布，一不小心，手臂便被

划了几道浅浅的红痕。坡上有几棵柿

子树，柿子挂满枝头，伸手扯拉摘下几

只，险些滑下坡，看看坡下的沟壑，虽不

深，却荆条横陈，倘若跌下去，皮肉定会

受损，想想只好作罢。

坡旁一处平坦地，墨绿色的白薯秧

连绵成片，同伴不识为何物，我告诉它秧

根部的泥土里有白薯，她疑惑地扒开叶

秧用力一拉，带出一个白薯，她惊喜地拿

在手中观看，恰巧此时一位扛着锄头的

中年妇人经过，我赶紧道歉，她笑呵呵

说：喜欢吗？喜欢就再多拔几个带走，地

里多的是……

晚餐后，有人提议说去看星星，大

家一致同意，我们手持电筒在山脚下的

小路上漫步，凉风习习，秋虫啾啾，树叶

不时落在头顶和身上。我抱紧双臂，仰

望天空，繁星密布，乍隐乍现，宁静而安

详。不记得多久没看见过这样的天空

了，一位同伴煞有介事地向大家指点星

空：那是银河、那是北斗……大家饶有

兴趣地数着天上的星星。手机响起，老

板娘来询，见我们迟迟未归，担心迷失

归途。我这才感到脖子仰得酸痛，于是

召集同伴打道回府。

一只青蛙趴在路中间，任我如何催

赶总是不动，大家只好绕行。当时想可

能是因为天气冷，青蛙反应迟钝，走了

几步才想起原是因为青蛙怕光所致，因

此在手电光束的照射下它一动不动，待

我再回首，它已不见踪影。

同伴中有位单身女孩，我故弄玄

虚嘱咐她明天若再遇见心目中的白马

王子，一定要主动出击，切不可错失良

机。她莫名：姐姐何出此言？我提高

嗓门：王子刚才向你求婚，而你却不理

不睬。唉！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

了。记住：明天若再遇见，一定要主动

哦。同伴被我的话吸引过来，纷纷打

趣问白马王子在哪。我转身指指刚才

青蛙待过的地方：难道你们刚才没看

见青蛙王子跪地求婚的痴情？同伴故

作恍然，哈哈大笑起来！嬉笑声惊飞

树上宿鸟，我“嘘”了一声，大家立刻屏

声静气……

九月 凄冷的飒风

吹瘦了乡村的日弱河流

露出了湿漉漉的骨骼

苦涩的流水声音碰伤鸟雀的翅羽

伫立在河边的枯瘦大树

一片流泪的叶子

无意中跌落在河面上

溅起了浅浅忧伤的影子

高远、旷漠的苍天

我看见飞翔大雁滴血的羽毛

划破重叠的迷雾和凝重的屏障

雄浑而密集的雁声

拍打我望酸的目光和头颅

一片雪白芦花飘起

照亮了赶牧鹅人归家的路途

我凝神那么多芦花闪亮过

来自秋天清瘦的微笑

枫林点燃血红的火焰

染红白霜重阳的胡须

在深深秋思的梦里

寻找一个冬天的下雪日子

我还在等待

从秋夜里从容容地走出的

宁静的月光

倾听 那么悠扬、亲近……

浪花拍海岸，白鸥戏渔帆。

巨龙飞架入海，百舸闹洋山。

沙滩崛起新城，更有人工湖景，旧

貌换新颜。

锦绣赛西湖，流连莫忘返。

立潮头，创伟业，勇登攀。

弘扬勤奋拼搏，迎接新挑战。

凝聚四海精华，广纳五洲群英，临

港著新篇。

梦想无止境，勇往直向前。

水调歌头
·临港情

□唐银海

一场秋雨一场凉。是秋雨软化了

阳光的态度么？树叶上缀满透明的露

珠，凸显田野饱满的情绪。每一颗露

珠的滴落，都有一段往事告别。

一场秋雨一场黄。是秋雨在绘画

秋天的封面么？每一扇窗都是一个画

框，随便裁剪都是一幅油画。每一幅

油画的名字都叫“故乡”。

秋雨洗亮了天空。雨后天青如一

片瓦，盖在山顶上，盖在一柱炊烟上，

盖在一株红高粱的穗上，盖在一顶草

帽上。阳光是透明的，心情是澄明的，

可以掐断任何一段阳光用心情接上。

天空的云朵也越洗越白，如三五群

放牧的羊。炊烟就是那牧羊的长鞭吧，

近可以驱赶云朵，远可以驱赶乡愁。

秋雨洗亮了村庄。二大爷站在村

口一声吆喝，喊停了雨，喊醒了村尾窗

下的午睡，喊出牛羊上坡，喊出镰刀下

地，喊回走远的风。喊得身边的老榆

树一个激灵，树叶上的雨水抖落进二

大爷的衣领和烟锅。此时，村口有一

阵子短暂的沉默。

在小河回头浪的方向上，走着隔

壁回娘家的新媳妇，手里捧着一束带

露的野花。

小河边刚刚抽穗的苇花在雨后阳

光下蓬蓬开来，一湾的雪延伸着村庄

的目光。

秋雨洗亮庄稼和果实。看到玉米

涨破了胸衣，稻子低下头，每一树果实

都害上一层羞色。这个时候，果实们

都有好心情，情绪饱满地走进粮仓，走

进地窖，走进磨房。

秋雨洗亮了田野的眼睛。荷塘递

过涟涟秋波，秋云便不肯走远，投下几

个俏丽的侧影。塘柳不肯显老，拽着精

神扭着细细腰姿。最自在要数荷了，有

花开，也有叶黄，枯荣随意，却依然抢尽

了满塘风头。黄昏时分，最打眼的红蜻

蜓径直地飞上莲蓬，听一塘荷语。秋雨

洗得最亮的是乡人的眼睛，他们望着一

秋大熟，眼睛亮过露水和星星。

秋雨洗亮了虫鸣。秋雨后，夜凉

如水，满野的虫鸣不再那么急促和嘈

杂，清清亮亮，从容悠闲。月色也越发

清澈了。我有时突发奇想，那些虫鸣

的弦是不是月光做的呢？这样悠悠地

想着，梦也是清清亮亮的。

秋雨过后，人也闪亮多了。乡人

在屋檐下对着秋雨喝下一小盅老酒，

满脸生光，往田边一站，身旁的红高粱

顿时矮了下去。姑娘小伙躲在伞下说

的情话比秋雨还多，水汪汪的含情目

在雨后如秋泓一般，即是分开的两颗

心间也有一段彩虹连着。

秋雨过后，中秋将近，外出打工的

儿女一个电话又把归期推远了。此时

洗亮了翅膀的燕子也要去南方。屋檐

下的空巢如一盏没油的灯，无端增加

了夜的长度。留守的日子，秋雨一次

又一次洗亮思念。

又一场秋雨来了。乡人开始在淅

淅沥沥的屋檐下选择种子，装进布袋

里，期盼来年的春风唤醒。有这份期

盼在，乡人的目光能穿透无边风雨。

秋雨
□任俊国

▲雨晴养池（国画）

□陈哲

◀翰墨书香（书法）

□姚秋官

内史第（篆刻） □黄陈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