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做农业而自豪
吴芸芸

    白天忙碌可爱的桃
子，晚上带两可爱的“神
兽”，去城里遛一圈，匆匆
两小时，孩子们无比满足。

7月份发在朋友圈里
的这段生活日常，被很多
朋友点赞。
现在我们家的农产品

公司一天营业额少则三四
万，多则十几万，一年四季
新鲜蔬果不断，健康又充
实的生活让我深深体会到
“知足常乐”。

很多人都羡慕我是有
一对可爱的儿女的辣妈，
管理着规模较大的农产品
种植土地。其实我也是白
手起家，一步步走向小康
生活的。
我生于 1986年，和丈

夫是大专同学，都是黄岩
人。大三实习期，他带我去
见父母。他的父亲以公司
的形式承包村里百来亩地
种西瓜，我去的时候只能
跟他们一起住在田边的活
动厂房里，没有抱怨过。
毕业后，我们各自有

了工作，他在铁路局上班。
我们徘徊过一段时间，知
道从事农业很辛苦。但是
工作了半年，他决定回家
帮父母，我也跟他一起回
去。

刚到上海的时候，我
们没有房子，一年换一个
地方种农产品，父母只有
一辆皮卡车。田里的活有
父母负责，我们开始主要

是 做 资
料 收 集
整理。婚
后 这 种
状态比较清闲。

因为年轻，我们想闯
出自己的路子，但农业这
块根基不想扔掉，就在祝
桥买下一家门面店，差不
多四五十个平方米，做了
些隔断，卖零散的水果。

我和丈夫两人都比较
内敛，不善言辞，销售完全
靠口碑，水果卖得不错。半
年后，有一个常来买西瓜

的伯伯说：“你们要做精品
的，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他的话让我们受到启发，
2008年我们开始转型，把
店里的框架隔断全拆掉，
专做精品，还定制带 LO－

GO的包装箱。那会我还
大着肚子。那时候电商还
没有起来，完全是靠朋友
之间的口碑。因为我们家
的瓜果以质量求生存，慢
慢的，我们从一个门面、两
个门面，做到今天的能辐
射到整个上海的销售，新
鲜水果基本上一天就能送
到客户家里。

我们积累了自己的
客户群，有微店，有销售平
台，销售额从刚开始一年

几十万
到几百
万 、千
把万，

稳定上升。微店粉丝从开
始四五个到如今也好几
千。今年新建了一个小程
序，正在组建电商团队。
因为土地多，从刚开

始几百亩，到现在差不多
万把亩，所以货源充足。为
了更好地服务合作社社
员、农户，2007年就组建
了种苗基地，主要是西瓜、
甜瓜的培育，这个行业的

需求缺口大。承包的育苖
公司为农民服务，从土地、
种苗，到田间技术管理、销
售，为客户把好第一道关。

如今桃林已有五六
年，面积 208亩左右，品种
有新凤、湖景、春晓，还有
蟠桃、黄桃等，正是南汇水
蜜桃果实累累的时候。

我还是着重做精装，
做高端客户。因为一块地

种出来的并不是都完美的
东西，差点的都让合作社
给零售商直接销售，好的
我留下作为精装，现在城
里人都求品质，不太在意
价格。

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我的生活也很纯粹，从学
生到工作到结婚生子，一
条线很简单，丈夫是我的
初恋，大女儿在我事业转
型时出生，小儿子为家庭
添上了乐趣，一切都是水
到渠成。如今有房有车，很
知足。
以前同学聚会，问我

是做什么的，我总是支支
吾吾答不上来，现在我就
很自豪地说：我是做农业
的。而且这两年参加了妇
联、女带头人协会等组
织，找到了一些和自己志
同道合的女友，有很多共
同话语，人也变得爱说话
了。

最近，还和她们一起
参加了线上直播，发现自
己还有许多要提升的地
方。我想要学习更多新东
西，给新角色增添更多科
技含量。（ 家伶 整理）

百家话小康

七夕会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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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遇海西
李 文

    穿着颜色靓丽的衣服，到天
空之境的茶卡盐湖来一场摄影
大赛，是我们这次行程的盼点，
可我们的车在距茶卡盐湖景区 2

公里外被堵住了，据说节假期间
景区游客如潮，车辆根本无法进
入景区，我们也不准备再去凑这
个热闹了，只能遗憾地在景区外
围转了转，从远处拍几张看不清
的照片，也算到此一游了。

通向远方的路一望无际，路
边一些零星的杂草，顽强不屈地
生存在戈壁大漠的无人区。一路
疾驰了约三小时，在荒漠的尽头
隐约有高楼的轮廓，我马上惊呼
到：“哇，海市蜃楼”，我们还真以
为见到人间奇观呢！再定神细
看，那切切实实是一个城市，是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府所
在地德令哈。
“德令哈”是蒙古语“金色的

世界”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美
丽的西部城市，现代化的城市道
路，繁华的购物广场，轻轨穿越
在城中。一条宽阔清澈的巴音河
穿城而过，白天
河中的喷泉直冲
半空，远处的摩
天轮悠悠地转
着。夜晚河边的
彩灯倒映水中闪闪烁烁，岸边的
广场上音乐飞扬，大妈们随着乐
声翩翩起舞，置身其中仿佛回到
了江南。

第二天，离开德令哈市便进
入人迹罕至的荒漠，目的地甘肃
敦煌，全程 600 多公里，需要穿
越约 300公里的无人区。无意间

在百度上被一个叫翡翠湖的地
方所吸引，在荒漠中有这么美的
名称，一定要去见识一下。

翡翠湖是当地人对大柴旦
湖湖边众多彩色盐卤池的总称，
目前还处于初步开发免费开放
状态。大大小小的卤池内，因湖

水矿物元素含量的
不同，呈现出绿、
蓝、黄、褐等色彩，
它如“翡”似“翠”，
像镶嵌在戈壁中的

宝玉，瀚海明珠在蓝天白云下，
犹如块块美玉散落在人间，这出
乎意料的美景，使我们兴奋得忘
乎所以，旅途的辛劳也随即消
散。大家争相脱鞋脱祙，朝着盐
池奔去。平似镜面的湖面，把天
地融为一体，美极了，这人间天
堂！女伴们摆出各种造型，展示

着各自的丰姿，她们现在是仙女了。
这样的美景岂能浅尝辄止。

女伴们脚踩着冰冷的卤水，蹑手
蹑脚地缓步进入卤池的深处，湖
面上泛起了涟漪，为了摄取理想
的画面，抓取最美的瞬间，拍一
张照片往往要等待很多时间。

她们有的手上挥舞着丝巾，
有的高举着太阳帽，有的更是金
鸡独立在湖面。玩吧，玩个痛快，
这难遇的美景，千万别留下遗
憾。不远处众多深浅不一、晶莹
剔透翡翠般的卤池，更是让人
趋之若鹜、流连忘返，大伙不停
地用相机和手机记录这绝色美
景，也弥补了错过茶卡盐湖的
遗憾。

听《培尔金特》序曲想到的

    初夏，大雨后的这个早晨，《培
尔金特》从清新的空气中飘来，这是
其中的《晨曲》。在乐队悠长和谐的
伴奏中，长笛和双簧管交替吹出了
明亮而有感染力的旋律，大地初萌
的气息，被款款打开，一幕万物苏
醒、光晕四溢的感觉油然心头。
自然被音乐簇拥着，幻化与变

形的感觉，也被音乐的明媚渐渐地
推远，注入的沉思，变换了
市井的布景，那种不再被
嘈杂渗透、拟造的平静，却
也暂时替代了内心深处的
茫然。我们并不总是释然
的，为啥必须释然呢？追逐某种目标
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不释然无目
标就像一个骗子那样地被我们憎
恶，被我们执意使用的信念铲除。赞
美以及情绪上的颂词，却以坚定的
名义操控着我们，我们的视野只能
朝着规定的方向。就像吃的东西，已
经被我们的味觉强化到足以丢弃它
的本色，浓郁刺激构成了我们吃的

丰盛菜谱，厨师们更是向着我们味
蕾的终极目标，彪炳起他们所能的
精湛技艺。街上的路，修得挺好挺正
的，每天往返的我们，在步履的敦促
下，几乎无感于路，因为路已规划齐
整，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去弄醒自己的
感知，缺乏感知的思索，也理所当然地让
我们麻痹并放弃了，我们并不以为然。

音乐变化了一下色彩，荡出一

阵小小的欢快，此刻，天已清亮。人
生的变道犹如天际的变换、就像音
乐的此刻，可能也就在这浅浅的一
瞬，已入它道，可我们依然坚信，这
还是刚刚过去那一切的延续。我们
不会轻易淡忘已经烂熟的过往，却
会轻易地相信，明天就如昨天那样
的坚实、清明、美好而又过瘾。马斯
克把人脑与计算机对接的事，做得

铿锵有力，愿景被他
描述得极富想象力，
其中虽然流露了一
些担忧，但是根本上
却充满了对未来的
满满信心。多维空间的模式，也被我
们众多的想象力拟化成变通上下，
通达过往的世间图解，说法的变换
被各种极端理由占据，碎片纷争、信

息飞扰支配了这个起起伏
伏的现象世界，仿佛一切
都在被有效地整理、积极
地操控着，宛如神灵。格里
格没有把音乐塑造成励志

的模样，也没有把音乐幻化成救世
的圣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田园
牧歌式气质，以其特殊的淳朴方式，
在格里格的音乐里散发着它的原汁
原味，也许这样的塑造落后了时代
的蓬勃进程、怼对了憧憬未来的人
间喜乐，但是在更大尺度上，也许我
们并不如此自明，我们仅在无明之
路上匍匐着。世界总是大于思考的。

无
尽
情
丝

荆

歌

    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在江南一所农
村中学教书。我经常会在一条细细的小
路上走。那是一条梦幻之路，就像一根绵
绵长丝，柔软而神秘。两边的桑树，把路
挤得快要弥合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
在这样的路上行走，我也常常并不知道
要往哪里去。我只是走着，在绿色中穿
行，仿佛一条虫子，貌似天真无邪，其实
满腹心事。新鲜的桑叶撩拨着我年轻的
身体，仿佛清凉小手在月光下甜蜜的抚
摸。鼻子里灌满叶的清香，耳朵听
到的，是身体和桑叶摩擦出的声
音，悄悄如耳鬓厮磨，如衣裙的窸
窣。

作家苏童的小说处女作，名为
《桑园寂寞》。那时候在民间刊物《他
们》上读到这篇小说之后，我走在桑
园里，就觉得自己是寂寞的。世界很
寂寞，青春也是寂寞的。
按理说，桑树对我来说，应该

是熟视无睹的。它们几乎就像日
常生活一样普遍和乏味。事实仿
佛也正是如此。我那时候写诗，在
空旷的夜晚抱着吉他唱歌。但我没有一
首诗是写到桑树的。我唱的那些歌，也都
与桑树无关。不过，这种遍布四周的植
物，依然会赢得我心灵的关注。它渲染着
我的青春寂寞，它是爱与恨的背景，是青
春欢乐和怅惘的道具，它是白天的光，夜
晚的风。它是生命的坐标和存在的印证，
是贴在地域身上的标签，是和某些人注
定要纠缠终身的有形或无形。它是梦里
的温柔手，牵它就像牵起苦涩的单恋，就
像牵自己月光下孤独的影子。

后来我住在了一个蚕种场的边上。
有一些夜晚，我能听到沙沙的雨声———
但那不是雨，也不是翻动书页的声音，更
不是时间轻巧的脚步声。据说那是蚕儿

啃食桑叶的声音。
那时候我在写作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声音让我恍惚，以致怀疑所处的世界
是否真实。那是什么样的精灵在午夜絮
语？它们渺远的歌声是来自天上吗？它们
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漂浮在它们流水之
声上的我，是在文字的镜像中迷失呢，还
是逆着人群昼伏夜出追寻生命的幽微？

那时，我把我的蜗居命名为“茧楼”。
我知道蚕儿已经在我沉醉于虚构时悄然

结茧。它们一直都在吐丝，吐出回
忆和远方。它们是绵绵不绝的泉
眼。它们的情话绕着宇宙飞行，在
时间和星海里飘扬。洁白如云，如
雪，缠绵悱恻。它们是要编织一张
网，将世界和苍穹罩住。结果罩住
的却是它们凄美的自己。
蚕的生命是悲壮的童话。吐完

它们闪亮的生命长路，便在无尽的
纠缠中陷入永恒的困境。

那是被埋在地下的坚毅的黑
暗，煤一样的冷静，蕴含着对光明
的渴望和燃烧的激情。那是轮回的

奇幻乐章，化蝶的旋律早已在天才的沉
默中酝酿。灵感像雨点一样，浑圆地欢
歌，泡沫般跳跃舞蹈，那是天上人间循环
往复的生命奇迹。伟大而渺小的它们，卑
微又尊贵，柔软且坚韧。它们以悲剧的力
量，上演生，上演无尽缠绵，上演智慧的
隐藏，上演蜿蜒曲折离奇的大戏，上演无
法破解的魔术；上演死，上演逃离和遗
忘，上演生生不息和超越生死的美丽轮
回。

柔情似水，洁白如玉。那抽之不尽的
生命史诗是上天崇高的恩赐，我们能够
与之昼夜相伴肌肤相亲，真是三生有幸。
它是春梦般的情人，相处今生。或者前
世，也许来世。

  论食物
那秋生

    在《随园食单》中，清
人袁枚写道：“海参、燕窝
庸陋之人也，全无性情，寄
人篱下。”作者以物比人，
把海参、燕窝比作庸陋之

人。为什么说海参、燕窝是庸陋的呢？源于它们没有性
情。海参、燕窝自身没有什么味道，吃到嘴里感觉还不
如啃烤地瓜。所以，袁枚对它们评价很低。袁枚说，“豆
腐得味，远胜燕窝⋯⋯余尝谓鸡、猪、鱼、鸭豪杰之士
也，各有本味，自成一家。”袁枚是以文人的眼光看待厨
房里的一切啊———海参、燕窝不如豆腐，不如鸡鸭鱼
肉。真不知道那些口味刁钻的食神们听说了袁枚的观
点，该作何等感想呢？

李静方

双栖双飞 海 天 摄

如果毛毛虫会尖叫
施立松

    豌豆成熟
的季节，乡村
一派收获的繁
忙景象。食物
还不那么丰富
的年代，收获季，意味着不
必为一日三餐、为填饱肚
子发愁。可我，却惶惶不可
终日。因为，那一根根成熟
的豌豆藤上，不仅仅有一
串串颗粒饱满的豌豆，还
有一条条身披黑褐色毛衣
的毛毛虫。
父亲去世后，哥哥们

都外出谋生，家中只有我
和母亲。山顶上的那一亩
山地，春播秋收，都是瘦弱
的母亲在操劳，我放学之
后，自觉地去帮母亲，给她
打下手。生计虽难，但母亲
护着，心是安的；泥地虽
脏，但一季花开，一季果
黄，都是难得的欢喜。唯独
毛毛虫。那田间地头无处
不在的毛毛虫叫人恼。

不知恐惧来自何处。
不怕老鼠不怕蟑螂，甚至
让很多人闻风丧胆的蛇，
我都能淡定地欣赏它斑斓
的色彩妖娆的身姿。唯独
怕了那小小的毫无杀伤力
的毛毛虫。

那一天中午，我从山
顶下来，要赶去上学，顺便
挑一担的豌豆藤回家。小
小的身子似乎都淹没在张
牙舞爪的豆藤中。一路上，
要承受着肩上如泰山压顶
般的重量，还要小心脚不
踩到豆藤以免跌个狗啃
泥。腋下，那一种异物爬行
的感觉，其实并不明显，痒
痒的，我下意识地用力夹
了夹手臂，让手臂和身体
的摩擦，代替挠痒痒。一种
挤爆东西的感觉，一种粘
糊糊的液体在身体上滑行
的感觉，化成一声响彻云
霄的尖叫———毛毛虫爬到

身上，还被挤成糊———那
种恶心，那种恐怖，即使那
么多年以后，我仍然那么
清晰地记得。
我再也不要看到毛毛

虫。我再也不要每个美好
的春天，都因毛毛虫惶惶
不可终日。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末。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
有吹到我所在的小渔村。
生活在偏僻的海岛渔

村，生活在还在温饱线上
挣扎的渔民之家，除了读
书，还有什么路子能让我
跳出农门，远离那恐怖的
毛毛虫。
从此，原本漫不经心

的上学路，我开始认认真
真地走起来，村中的女孩
子在玩跳绳子、跳房子、丢
沙包，到海滩上挖牡蛎换
钱买漂亮的发夹，用凤仙
花染红指甲的时候，我都
悄悄地坐在窗前，读书做
作业。用母亲给我炒的蚕
豆，跟老师家的女儿借一

本本飘着墨香的《少年文
学》。每年大年初一，所有
的孩子都在走亲戚拿压岁
钱，我哪儿也不去，只在家
里看书做题。每天清晨，天
才蒙蒙亮，我就在屋后安
静的小路上，背诵英语单
词，朗读课文。
但，精心准备多年的

中考，我落榜了。看榜后，
我一路哭着回家，幻灭的
痛，前路渺茫的绝望，化成
一声声哭泣，停都停不下
来。母亲心疼了，她答应我
复读一年。
机会来之不易，我知

道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除了拼，再无其他。幸运的
是，第二次中考后，我收到
了普高和卫校的录取通知
书。毫不犹豫，我选择了卫
校。虽然不喜欢医学专业，
但，它意味着我可以远离
毛毛虫，意味着我终于可
以在美好的春天，远离毛
毛虫的恐惧，看到山的美，
春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