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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是珍贵的时分。阳台西面窗外的那棵法国梧
桐树，我前一天黄昏时曾对它凝望多时，直到它的身影
渐渐融于暗下来的暮色中，现在，它也醒了吧？推开窗，
清芬扑面，凉沁甜馨，与多年前早晨的抽象记忆混合在
一起，我的思绪飘忽到远处。人声少，鸟鸣婉转，这里那
里。我爱极了这棵树在清晨和傍晚的寂静与芬芳。
西面除了这棵大梧桐树，还有一棵香樟树、一棵槐

树。除了树在这边，晚霞也在这边，坐井观天的我，总是
拍它们———傍晚的天空每天都不一样，
有时彩霞满天，有时金光万丈，有时天边
隐现城廓，层峦叠嶂环绕。

阳台的正面是前面小区的房子，所
以我看得较少。这天早晨看完了树，偶尔
推开正面的纱窗，忽然看见了幻象———
前面的楼顶上，本来是一架架的太阳能
热水器，而此时在我没戴眼镜的视域中，
它们是一头头的鸱吻，神情姿态绝肖，排
列也恰好错落有致，小兽一样的它们站
立在朝霞中。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字：
“鸱吻”，不知它的意思，但为之迷恋，
这两个字的字面天然带有相怜互惜之
心，缱绻缠绵之意。查字典，它竟然只是指中国古代
建筑屋脊之正脊两端的装饰造型，鸱是一种神兽，仰
首张口好似吞脊，故名鸱吻。我还以为“吻”字退一
步可作“吻合”解，居然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屋脊的
两端无生命的砖瓦兽形，它们就是鸱吻，隔着那么一
段距离，彼此够不着，遥遥相对地站在那里。建筑与
汉字，赋予砖瓦以情意；而此刻呢，是我模糊的视野
把不锈钢热水器变成了鸱吻。本来太阳能热水器是很
煞风景的东西———春节回云南时，我站在大理老屋的
房顶望出去，苍山脚下的房屋越建越多了，从前那些
白族民居是一片绵延的灰色屋顶，苍山如此苍茫；而
如今家家户户都标配太阳能热水器，在大理炽烈的日
光下，密密麻麻的不锈钢丛林刺目反
光，瓦解了苍茫。
天晴，云朵在鸱吻身后慢慢飘。
下午，我走下一片山坡去办公室。

这片山坡背阴，本来是树林和田地，最
近在施工，我看见的时候已经出现
了空地，可见原有的树砍掉了，田
也挖掉了，但凡有土地就有人动念
要建楼。坡边道旁的树是保留的，
我一边走一边从树与树的间隔看过
去，那片空出来的地，是浅黄的泥
土色，很像收割过的麦垄，中间有
几辆工地用的推车，是褐色的，静
立着，前部尖、后部方、轮子着地，
有的朝东，有的朝西，我的模糊的视
力，竟俨然看着像几头牛在低头吃
草。真的，真像。我见过这样的情景，
也是在云南的郊外，我们出了古镇，
坐汽车去看村庄，车一开动，映入眼
帘的是大片田野，一望无际，占满一

溜大窗，景致流动。不久，经过一片草场坝子，几匹牛马
或立或卧，在吃草休憩。这景色从车窗外一晃而过，次
日我们又专程再搭公汽，提前下车，沿着田野走了好
远，才终于到了这片草场坝子，牛马安静地立着，我走
到了它们身边。此时我眼前的错觉，跟那年看到的景象
如此相似，或者正因为我看到过，现在它才会在我眼前
随物赋形地重现？
眼睛能看到什么，先得心里有什么。内心的画面充

盈了外部世界，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多年前读
到的散文《月光手帕》：夜里，作者看到一个走路的小姑
娘蹲下来捡一样东西，但她旋即站起，走开了。地上有
一片薄白之物，走近一看，是一小片月光，可能小姑娘
把它误看成了手帕。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他伤感于自
己没有她那样的空灵，不会把月光错看成手帕，更不会

蹲身去捡。小姑娘是天真
的，作者的这番细腻心思
也是稀罕的。
还有一回我错看到的

景象，则颇为喜剧了。那是
春末，我从杜克大学的公
共政策学院出来，阳光有
点热，四周绿树摇摇，一辆
敞篷车从我身边开过，车
上坐了三排多个光头的
人，齐齐整整，十分后现
代。再定睛一看，车有三排
不假，但没那么多光头，事
实上只有一个，就是坐前
排的驾驶者，后面则是与
他的光头大小形状颜色都
十分相似的三排座位的头
枕……

冬笋
周半农

    11月中，在衢州的书店有一场创作
分享会。因是周末，主办方把活动安排
在上午十时。离开始还有几分钟时，一
位朋友径直走来，递给我一个袋子：“早
上到山上挖了几根笋。我看过你写笋的
文章，知道你喜欢吃笋。最近雨水少，竹
林里干旱极了，加上野猪糟蹋，虽然是
冬笋大年，这两天能寻到的不多。只有
这几根拇指大小，献丑了，请勿见笑。”

我打开袋子，居然是七根冬笋，大
大小小，最小的果然只有两根手指一般
粗。我接了袋子，觉得沉沉的，竟一点没
有推辞之意。他又说，他家在山中，一个
叫做七里的地方，搭车进城到书店，要
一个多小时；怕来不及，清晨六点就上
山去了。一直到八点下山，总共才寻到
几根。一时纠结，怕拿不出手。回头又
想，毕竟是山上新挖的，还是带来给我，
尝一下鲜。

已是初冬时节，山里天亮得晚，清
晨六点，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山的。
未及多想，主持人与我对接流程，活动

就要开始，便没有多说。两小时后，活动
结束，他还在台边坐着。等到签售完成，
人群散去，我才跟他说上几句，表达了
感谢之意。

七里名字好听，山深林密之地。那
位朋友是九零后，从部队退役回到老
家，在山中开了一个农家乐。
问他怎么不留在城市工作，
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山里生
活。我翻他的朋友圈，见晒出
的照片，都是山溪游泳捉鱼，
秋日采菊采蕈，枇杷花，芙蓉花，这样的
一些图片。芙蓉花，使我想到王维的诗，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
人，纷纷开且落。”山里的清寂日子，这
位年轻的朋友能安然处之，这是令我想
不到的。他说自己喜欢读书，偶尔也写
点小文给当地报纸投稿，于是山里的时
光也不寂寞了。

衢州是一个好地方，一座历史悠久
的古城。沿着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溯流
而上，北源是新安江，南源便是衢江。衢

江一湾碧水，环抱古城。沿其中的某一
条小支流上溯，便可以到达七里。

眼前这位山里朋友，又让我想起，
这衢州还有一座山叫做烂柯山。说的
是，曾有一个叫王质的年轻人上山砍
柴，见童子下棋，他便在旁观棋。童子给

王质一颗枣，王质吃了，便
无饥渴。过了不久，童子问
怎么还不回家，王质这才
惊觉，见斧头柄已经朽烂。
回到村中，见人皆不相识，

这才知道，离他上山砍柴的时间已过去
数百年了。这个故事，在今天听来，颇具
隐喻意义。这位朋友也从山里来，还带
来七棵笋，这行为似乎也有一点古意
了。

中午，我有事赶回杭州。山里朋友
说，冬笋最好今天就吃掉。这时节的笋，
新鲜度都以小时计的。这我明白的。我
在乡下时，青菜萝卜现摘现吃，那个水
灵鲜活，岂是城市菜场或超市中物可
比。我寻思着这几棵冬笋，到杭州应能

赶上晚饭。
结果高速堵车，到得家中，已是八

点以后。家人已准备好丰盛的饭菜，且
都吃过了。待我拿出几棵冬笋，家人略
作迟疑，问是否能放到第二天再吃。我
说不行，马上要吃。遂洗净，剥壳，斫去
老根，切薄片，起热锅，下几片肥瘦相间
的猪肉熬油，然后下笋片翻炒，搁盐、料
酒、一点点生抽，又搁一点雪菜，少顷起
锅。倒酒，一两粮食烧———热腾腾地吃
起来———那冬笋的一口鲜啊，无以言
说。

那天翻山里朋友的朋友圈，无意间
见到的，他说一早挖笋，收获无多，几处
都是野猪拱过的“作案现场”。而他在书
店，递给我七棵笋时，手掌依稀还有几
粒鲜红的水泡。

跋涉者
曹可凡

    “?醒海岸线上多年
的睡梦/?越大都市灿烂
的晴空/你从时代的浪尖
走来/让自己的风采和世
界相通……”随着《风从东
方来》旋律，东方电视台横
空出世。作为地理概念上
的“浦东”，随着电视信号
传播，与世界相连接。故
此，1993年东方电视台成
立伊始，穆端正台长怀揣
梦想，以敢为天下先精神，
策划与制作大批与世界文
化相连接的大型节目与电
视栏目。其中第 65届奥斯
卡奖大陆独家版权的获
得，成为东方电视台面向
世界的标志。
按照惯例，长达数小

时的直播会穿插广告时
间，担任现场转播主持人
需利用空隙介绍相关背景
资料。当时台领导将这一
重任压在我和袁鸣肩上。
由于连续数天鏖战，再加
上紧张，不仅失眠，且嗓音
喑哑，终日与“西瓜霜”、
“润喉片”为伴。1993年 3

月 30日上午，我和袁
鸣早早进入直播间，
怀着紧张与兴奋，等
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北京时间上午 10时，
随着“东方电视台”呼号响
起，我们与全球观众同步
领略奥斯卡世界，写下我
们转播史上的一个记录。
由于激动，声音略有颤栗；
因为紧张，竟前所未有地
感到手脚冰凉，胸口甚至
也出现压迫感……

奥斯卡直播之成功，
树立了“东视人”面向世界
的勇气与决心。于是，一档
反映海外人文风情的专题
栏目《飞越太平洋》应运而
生。虽然那时我尚在医科
大学任教，并未正式调入
东方电视台，但仍受节目
制作人滕俊杰先生委派，
相继赴美国与日本拍摄。
或许因为有医学背景，我
首先选择“艾滋病在纽约”
与“美国失智患者一瞥”两
个选题。恩师王一飞教授
的同学张清才博士的纽约

诊所，以中药诊治艾滋病，
远近闻名。在张医生诊所，
与一位名叫格林的患者交
谈。据他介绍，当初前来就
诊时几乎是让人搀来的，
双腿浮肿，消瘦不堪。自己
认为死神已向他招手，抱
着试一试想法，前来寻求
张医生帮助。不想，
张医生以中医辨证
施治方法，对症下
药，症状大为改善，
且血液病毒数一直
控制在基数之下。格林原
本是位放射科医生，所以，
他常来诊所做义工，宣传
中医理论。随后，在张清才
医生陪同下，又前往皇后
区采访另一位艾滋患者派
屈克。走进派屈克家门，一
股特有的中药香味扑鼻而
来。派屈克也是因为坚持
服用中药，症状得到改善。

“中医擅长从宏观上
调节脏腑平衡，继而
达到治愈疾病效果”。
他说话神情仿佛行医
多年“老中医”。
随着人类寿命普遍延

长，老人失智问题成为世
人关注焦点。从纽约飞至
圣地亚哥，专程探访当地
一家“托老所”。这家“托老
所”采取“走读”方式，即家
属清晨将老人送至于此，
夕阳西下时再接其回家

中。院中心理医生
鼓励老人们触摸床
头摆放的青年时代
照片，自己过去使
用过的车牌等日用

品，以此唤起他（她）对往
日美好时光的追忆。
除医学专题外，人文

主题亦为拍摄主体。旧金
山附近有座不为人所知的
小岛———天使岛，这里隐
藏一段华人屈辱史。从
1910年至 1940年，这里
为拘押华人劳工的移民
站，数名华人劳工被长期
拘留于此，其中不少人由
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
望，终至自了残生，魂断异
乡；到亚特兰大，走访“宋
氏三姐妹”就读的魏斯利
安女子大学，看到宋氏姐
妹读书时所用课桌，发表
于校刊的文章，以及她们
赠送给母校的织锦壁挂、
古旧家具和签名照片，追
寻宋氏三姐妹求学足迹；

而在与古巴隔海相望的基
维斯岛，则可感受海明威
的文学气息，端坐在其故
居书房内，面对那架老式
打字机和破旧钢笔，想象
作家如何文思泉涌，写出
像《战地钟声》和《乞力马
扎罗的雪》那样的长篇巨
制……

而到日本拍摄时，偶
然在富士山脚下发现奥姆
真理教制造沙林毒气工
厂，采访与恶魔麻原札幌
有过接触的当地村民，揭
示日本社会信仰危机缘
由，而在距东京不远的藤
泽市鹄沼海岸，祭拜在此
遇难的音乐家聂耳，详尽
还原聂耳生命最后旅程的
滴滴点点。当地市长叶山
骏先生得知中国援制，盛
邀我们去家中作客，并告
知其母为第一个将聂耳
《义勇军进行曲》翻成日文
的日本人，而他本人也从
小哼唱这一旋律。伫立于
“聂耳终焉之地”，仿佛感
到聂耳就在那里，向我们
挥手致意……此片后来摘
得日本海外新闻大奖，为
中日文化交流再添佳话。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
年，沧桑巨变，而广播电视
媒体的发展也折射其轨
迹。东方电视台已完成历
史赋予的使命，其呼号渐
渐走入历史，但跋涉者大
无畏开拓勇气，以及求新
求变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城市牛铃声
唐池子

    也许这是打造城
市家园的美学，几头
庞大的黑水牛来到了
繁华之地。在自然博
物馆旁边，一大片青
草地里，四面绿林葱茏、鸟语花香，五
头黑水牛安卧于此，它们体型依然如此
庞大，黝黑的脊背骨让人想起游曳深海
的黑鲸，但它们目光安详，彼此在宁静中
陪伴，根据形体比例的比较，可以推测它
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子，父母牛和它们
的三个孩子，或者是一个牛群落，兄弟姐
妹五个。无论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
们恬然的卧姿、柔和的线条和交
织的目光，都传达着彼此相连的
关系，是宁静的爱的祥和。
我震惊艺术的逼真和高度清

晰化，远望过去，这是一幅多么
和美的水牛图呀。没有剑拔弩张，没有
强悍粗野，五头牛，像行吟诗人般，在
天地光华中无尽遐思。这里刚刚开放过
几万朵绚烂的郁金香，就像刚刚卷合起
一匹七彩的织锦，阳光中仍流淌着些微
眩目的光芒，空气中仍残留着馥郁的花
香。在这些诗人的目光中，乌桕在发
芽，朴树在抽枝，最后的粉樱正在绽
放，是一片密密簇簇、粉粉的花织的
天，路径边杜鹃已红，琼花如雪，天上
布谷在啼鸣，新生的树鹊在梅枝间长
翅，一切都在成为它们自己。
我注意到，这几头牛，是一位英国

雕塑家的作品，他用浪漫的笔法完全卸
除了牛的实用价值，包括乡村记忆中的
沉重悲苦，在这片与世无争的青草地
上，这些艺术品成为生命力和田园生活
的隐喻，它代表着天人合一的大自然，
代表着人心中渴慕的自由宁静，它的生
命和人同样平等，它就是这个生机勃勃
城市的一部分。

我用目光流连
它们的脊背和筋
骨，心底产生一种
渴望静静抚摸它们
的柔情。我会经常

去遇见它们，后来变成经常去探望它
们。是的，这是我心灵需要的一部分。
望见它们，就望见了故乡青草的气息，
望见了那只咕咕咚咚唱河流之歌的牛背
鹭，望见了牛背鹭后面那条静静流淌的
银雪河。来自故乡的记忆悠然复苏，再
望过去，觉得它们也活了，它们也是故
乡山水的一部分，是亲人的一部分。

每天望见它们，总有一首诗
从心底自动升起。

《归田园居其二》 （晋 陶
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那么爱着它们。于是，悄悄用了

这首诗中的词给它们取了名，这些来自
英国的黑水牛，它们落地生根，有了自
己的中国名字，它们分别是：“南山，豆
苗，带月，荷锄，夕露。”

我那么爱着它们。于是，今天早上，
我听见它们朝我哞哞哞，这是牛语，意思
是早上好，他们不习惯说早安，它们喜欢
自己的语言。

我那么爱着它们。于是，也回它们一
次哞哞哞，因为现在我们也算一家人了，
它们是安静守护我们家园的卫士呀！

我是那么爱着它们。这注定是一个
得到恩赐的清晨。当我拾阶准备慢跑时，
突然听到耳畔响起一曲悠远的牧歌。伴
随歌谣从记忆的烟村传过来的，是一串
带着青草味道的清脆脆的牛铃声，叮当
当，叮叮当，叮当当……

雪国
北 川

    这雪，来得真实，还是曾
有的那番模样，从迷茫的空
中纷扬下来，有情无心地飘
洒向周边，晶莹的雪纷扬起
洁白的绚丽，远眺纷扬，近观

飞流，似散散落落，但在眼前却是直向如绳，丈量着天
地间的高度、宽度、长度，最终将迎雪踏冬的人包裹住、
围拢住，形成一个洁白的身材。而在他的身边，又有了
皑皑的姿态，一个既空廓又坚实的冬的伟岸景色，这景
色与人们的心境相吻合，知冷暖、知品味、知守约，像是
时间到了，与恋人身心相印的厮守和不能忘记。
北国之雪，这季节的时尚。有了过程之中的纷纷扬

扬，飘洒自如，有了心中的盼望，守约如初，留给恋人们
白日里视野中的明媚，足下弥足珍贵的坚实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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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菜的种植历
史很长， 上海地区
的油菜种植始于元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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