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每年随父亲回乡祭祖，都住在大伯家。 父亲

说，大伯是个老铁匠，是老家唯一的血亲了。 大伯的打铁

铺在丰溪河边。 天麻麻亮时，河面上笼着薄薄的水雾。 从

铜钹山流来的冷水，在浮桥下的水坝哗哗作响。大伯卸下

松木门板，从柴火间扯出一把干稻草，生炉子。 风箱呼噜

呼噜地拉起来，青色的烟从炉膛冒出来，飘过被雨水泡亮

了的河卵石路，拢在河边那两棵深深浅浅的柚树绿叶间。

大伯叮叮当当打铁。我迷糊着眼睛坐在长条凳上，看他从

炉膛里钳出烧得发白的铁块，放在铁砧子上，抡起铁锤嗨

嗨地使劲锻打，铁花四下飞溅。 忙活一阵后，大伯变戏法

似的掏出两个黄柚子，圆滚滚的。 对我说，走，剖柚去，吃

了马家柚，甩锤气不喘。 大伯扒开棉花一样绵厚的柚皮，

递给我一瓣浅红的柚肉。一口咬下去，满嘴酸甜舒爽的汁

水，在舌尖上缓缓舒展开来。 那感觉，仿佛烟雨故乡的青

砖黛瓦，田畴花草，呢喃乡音，一一生动起来。 柚子的味

道，一下就把我推进故乡的门扉。

大伯说，乡亲爱在房前屋后栽柚树。 柚树枝繁叶茂，

夏日荫凉。 柚花开时，满屋子香气。 到了六七月，疏下青

柚，切片暴晒，水漂去涩，做成一年四季的干菜———酱柚

皮。过了霜降，黄澄澄的柚子挂在树上，像一个个灯笼，喜

气。 柚子摘下，可以收藏到来年清明。

祭好祖，要离开了。寡言的大婶照例会笑嘻嘻地捧出

两个柚子，还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牛皮纸包，纸包用麻丝松

松地扎着，递到我手里，“ 酱柚皮，下稀饭。 ”现在想来，每

一年，大婶递给我柚子的姿态神情，多么像一种庄重的馈

赠仪式。 沉甸甸的柚子，是浓缩了的亲情。 我带着柚子离

开故乡，多像带着一个具象的故乡离开。

一颗柚子收纳了一方山水的灵性， 以清香酸甜的流

质形态融入我的血脉。 时光流转， 又在我的心里氤氲开

来，铺陈出柚黄的无边秋光的故乡。 一颗柚子，住着一个

游子的故乡。

后来，人们才知道房前屋后矮矮的柚树看着不起眼，

却大有来头。 追根溯源，明代成化年间，在广丰大南马家

村开始栽种，故名“ 马家柚”。并且流传下一个感动神灵的

“ 孝果”传说。 是的，是家乡广丰这块神奇的土地，赋予了

中国八大柚类之一的马家柚，色泽嫩红，肉汁饱满。

此后，马家柚像一位走出深闺的大家闺秀，令世人

为之赞不绝口。 家乡人在短短几年时间，把马家柚做成

了一个绿色大产业。 在乡村的山坡上、荒地里，一个个

马家柚基地里柚树成林，俨然成了一座座园林。 家家户

户房前屋后种满了柚子树， 甚至乡村小道边也能见到

葱茏的马家柚苗圃。 政府以马家柚为重点产业扶贫载

体，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那些提升马家柚附加值，推

动马家柚产业化发展的标准监测、仓储和深加工企业，

则应时而生。 柚子皮、柚子果酒、柚子精油、柚芽香茶诸

多产品一一面世。

一颗柚子，营造了一份甜蜜的事业。 这份事业里，有

人的智慧，有人的爱心，也有光阴之城的传承和创新。 那

挑浦城担的足痕，那敢于走天涯的身影，那为家园添砖瓦

的双手，都是一颗马家柚的精华。

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渲染了柚园的新绿。柚树绽放

出玉质白花，香气填满了春天的每个角落。 过不了多久，

枝头挂上小小的青柚。 这些时候，那些农民，以果园工人

或者股东的身份，戴上斗笠，穿起工作服，在一垄垄柚树

前，像蜜蜂一样忙上忙下。忙疏花果，忙套果袋，忙排水除

草，忙翻土施肥。他们辛勤地工作着，期待着秋来好收成，

分到更多的红利。

十一月，飘香的柚林，仿佛纳足了丰溪河的妩媚和铜

钹山的伟岸，柚子熟了。 乡村像一位多子多孙的老母亲，

逢着佳节，空前地热闹繁忙起来。 马家柚丰收节庆，马家

柚直播带货，亲子采摘体验，商家亲临采购。一颗马家柚，

激活了这块古老的红土地。 最忙的还是在山坡上、 果园

间，上树采摘柚子的人们，而他们欢快的山歌，在柚林里、

山坡上飘荡。

这几年，像我这样身在外地的人，想念故乡了，拿起

手机，随便上哪个网店下单，不消一天时间，快递小哥就

把带着秋风清香的柚子送到手里。剥一片柚肉含在嘴里，

唇齿香甜，仿佛一条河流在身体里缓缓流淌。 河流里，有

晨雾缭绕的丘陵，有连绵的柚园，婉转的山歌，有随流而

来的亲人的身影。顺着这条河流，一个游子就能抵达魂牵

梦绕的故乡。

吴小丁刚搬到金枫小区

时， 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和本

单元的邻居搞好关系。 在城里

住了这么多年， 最大的感慨就

是同一个小区乃至同一个单元

的人，近在咫尺不相识，擦肩而

过没话说， 和以前的乡下相差

太远了。遥想当年在农村，全村

的人互相之间谁不认识谁？ 上

至八九十岁的老人， 下至三四

岁的孩童， 大家都知道这是谁

家的人， 路上遇见了有事没事

都要打趣几句。 特别是邻里之

间，谁家哪天来了个客人，穿的

是什么衣服，吃的是什么菜，大

家很快就知道了。 逢年过节要

是谁家做了米果之类的小吃，

左邻右舍见者有份， 大家坐等

人家送货上门就是了。 可城里

的小区呢？ 住了上十年也不知

道对面那人是谁， 楼梯里见了

面也是表情冷峻形同陌路 （ 其

实本来就是陌路） ，让人实在提

不起主动开口的念头， 真是没

劲得很。

如今换了个新建成的小

区，大家都是新住进来的，一定

要重新开始，从自己做起，努力

营造一个良好的邻里氛围，让

人情关系回归到从前。 吴小丁

暗暗下了决心。

吴小丁所在的单元是复式

结构， 楼上楼下总共也就七八

户人家。吴小丁搬过来后，正好

遇上双休日。 他楼上楼下跑了

一趟，一一敲开邻居们的门，自

我介绍之后， 把自己的想法和

大家交流了。吴小丁说，远亲不

如近邻，邻居也是生产力，大家

各有所长， 有缘从不同的地方

聚居在一个单元， 就得倍加珍

惜， 希望以后互相之间多多关

心，多多帮助，有事尽管开口，

就当作是自家人一样。

邻居们听了吴小丁这番

话，起先无一例外地感到惊愕，

然后纷纷深表认同。 大家都是

从乡下到城里的， 说到这些经

历，都是深有感触，只是苦于没

人主动打破这个僵局， 只能心

里暗自叹气。 如今吴小丁把话

说到这个份上， 各位邻居的热

情也给他点燃起来了。

从此，吴小丁一改以往行色

匆匆的作风，见到邻居便放慢脚

步，主动打招呼，问寒问暖。家里

做了什么小吃糕点，也记得像往

年在乡下一样， 分成若干份，给

邻居们都送上一份。回乡下老家

见到新鲜水果或蔬菜什么的，也

会多买上几份， 给大家都尝一

尝，反正不需要几个钱。

在吴小丁的带动下， 邻居

们都互动起来了。 楼上煮了水

饺，整个单元都能分享；楼下包

了粽子，七八户人一起品尝。到

了后来， 邻居们做了什么好吃

的，干脆用一个大盆装着，挨家

挨户敲开门， 大家直接用碗啊

盘子什么的接下自己这一份就

是。那情景，就像当年老家农村

办大喜事， 大家又找回了大集

体大家庭的感觉。

这种情景延续了三四年。

在金枫小区， 大家都知道吴小

丁这个单元的邻居团结和睦，

最令人羡慕。 别的单元也有人

想效仿，但大家只是说说而已，

并没人出来牵头， 所以他们依

然只有羡慕的份。

今年秋天， 吴小丁楼下有

一户人家因为举家搬到另一个

城市去了，房子转卖给了别人。

新的邻居是一对中年夫妇，住

进来不久， 吴小丁便去敲他们

家的门， 想让他们和大家尽快

熟悉起来。

新邻居打开门， 浑身警惕

地问吴小丁是什么人。 当得知

他是楼上的邻居之后， 淡淡地

问他有什么事。 吴小丁把以前

和邻居们说的那些话复述了一

遍， 新邻居总算明白了他的意

思，淡淡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了他的做法。

此后的一天，吴小丁回乡下

老家，专门带了一大包家乡特有

的美味南瓜辣椒饼回来。 邻居们

收到这份礼物，都很高兴，因为

大家不是第一次品尝，都知道这

土不拉机的东西味道好极了。 给

那位新邻居时，他虽然客气地推

辞了一会，但最后还是抵挡不住

吴小丁的热情，勉强收下了。 吴

小丁知道新邻居对这种氛围还

有个适应过程，相信慢慢就会和

大家一样的。

可是，不久，楼上的老张悄

悄对吴小丁说， 楼下那个新来

的，挺清高的呢！ 那次，老张的

爱人回娘家， 带回一大包乡下

人手工制作的南酸枣糕， 兴冲

冲地分发给大家，没想到，那个

新邻居，就是不肯收下，害得老

张的爱人扫兴而归。

过了没几天， 另一户邻居

老王也向吴小丁说了类似的遭

遇。 老王还愤愤地说道：“ 有什

么了不起嘛！你瞧不上我，我还

懒得搭理你呢！ ”

又过了大约半个月， 吴小

丁在楼道遇到邻居赵老太。 她

拉住吴小丁轻声轻语地说，你

楼下那个新邻居真是自私，前

天晚上有人送了两大麻袋的橘

子给他， 也没见他分一只给邻

居们尝尝。既然他眼里没邻居，

以后咱也懒得理他了。

再过了一段时间， 吴小丁

发现， 邻居们互相走动的情景

渐渐消失了， 大家出门在楼道

相遇，也不似以前那般热情了。

吴小丁再向邻居们送东西时，

推辞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吴小

丁也觉得这样下去有点累，只

好不再坚持这个做法了。 单元

楼从此安静了许多， 再难听到

邻里之间的敲门声。

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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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 井

吴有君

月光止住黑夜

韩榆冠

故 乡 的 柚 子

张保华

抬 头 看 见 蓝 天

李晃

邻 里 之 间

李伟明

吊井，诸多水井中的一个品种。 这种井，我料定您没

有见过，因为它是我老家才有的独特风物。

老家，是个戴着面纱的地方，不缺新鲜稀奇。 名字叫

汪家园，却找不到一家姓“ 汪”的。 一个行政村，哪里不好

长，偏偏横亘在两水之滨———信江南岸、丰溪河北岸。 可

洪水再浪，村庄也不至于“ 水漫金山”。 外人都把老家看

神了，认定是一条船———水涨船高。 神不神，我不敢保

证，至少像六十岁的人 ，也没有遭遇村民嘴巴中的“ 泡

饼”水灾。 再说吊井，样子就非常奇特，一架又一架，活像

威武的大炮，武装在门前屋后、地头田边。 纵然是再高挑

的加农炮，在吊井面前只能配做小弟弟。

挖吊井，老家土话叫扦井，我没有看过，那是老祖宗

做的事。 用远村凿出来的红石块，按条状垫码，呈竖向铺

排，造出深浅在

7

米上下，多数为方形的井穴。 红石已有

过多的磨损，从来不会破损，所以，井穴一经造就，当然一

劳永逸、代代享用。

我看过更多的就是井面取水装置的置换更新， 因为

用料是木头和竹竿，寿命都不长。生产队长爱好敲一面铜

锣，响声约来三五个胖瘦不一的“ 工分男”，在距井穴

2

米

处，先垂直深埋一根结疤累累的粗杂木，木质越硬越好。

粗杂木犹如吊井的腿脚，站在地面约有五米高。粗壮程度

大约在

0.3

米以上；又选来一根圆端端似长炮管的杉木。

杉木要六米以上的长度，直径不小于

0.2

米，取一个一尺

见长，就像“

8

”字型的两头弯钩，把杉木挂在杂木腿上，使

之成为一个伴侣；最终，用一根与井穴深度相当，粗细以

双方抓得牢为宜的斑竹，悬搭在杉木杠杆的前沿部位。斑

竹的下端吊有一个盛水圆桶，看起来十分搞笑，宛如巨大

的滴水吊饼晃悠在空中。 至此，取水装置，就像野战军架

设高炮一样，完成了所有大件的组合。

吊井一天到晚都闲不下来，村民不用时，风，常常来

骚扰，时时摇动没有固定并吊有圆样的斑竹，拨弄出“ 咯

咚、咯咚”的声音。夜晚，这种很有节奏感的乡村韵响演奏

得更清晰，仿佛成了大自然的鼾睡声。

吊井之于我，是又想又怕。想，是绝对的。夏天吊上来

的水，百分之百满足了四个字———凉爽痛快；冬天，井水

迷漫着水雾，温润暖和。小孩冻直了的手指，浸泡井水里，

先是一阵子的抽痛，一会儿手就变热变红，回归春秋的舒

适感。 灵性的吊井水，被乡里乡亲爱称为“ 井花水”。 怕是

相对的，虽然要考虑自己力气够不够，考虑会不会栽到井

穴下，但对井花水的喜欢，逼迫自己赌一把，试一试。一般

十二岁以上的娃崽就有单独掌控吊井的能量。 我是十三

岁那年，得到兄姐的示范才学会吊水。

吊水，光有力气还不够，还要有技巧。别不信，路过的

外人，都对吊井的模样太感兴趣，他们会在稀里马哈中尝

试身手，别说孩子，连大人也很难吊到半碗水。

同村同龄的“ 孩子王”胆大，一上来就打开双腿，直接

“ 十”字骑跨在一米见方的井穴面上。我更慎重一些，下拉

之前，双脚弓稳立于井边，与井沿的两条边站成“

V

”字结

构。 这样的安全系数高于“ 孩子王”的操作模式，至少，人

不会落井。之后，双手垂直举过头，握紧斑竹，咬牙憋气往

井穴下使劲地按。 不按不行，吊桶是空置，产生不了下坠

力，还有，杉木的底座套有一块重量起码在十五公斤以上

的青石圈， 正是靠用力下拉， 才能使杉木杆的屁股翘起

来。 当吊桶够得着水面，就要把小技巧用上，要有一股爆发

力，将斑竹按顺时针转动后，猛地往水里捅，吊桶咕噜咕噜

就挖到水了。 提上来，有蛮劲就行。 越往上提越省力，快到

井面时，基本上可以松开刚才的吃紧。 因为青石圈的位置

降下来，重力和压力对斑竹的提升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看着桶里晶莹透亮还在漾个不停的井花水， 心里别

提有多快活，我们都在耻笑过路人的时候，感觉自己当了

一回劲道小英雄。有捣蛋鬼干脆提起吊桶，对伙伴对自己

来个“ 盖顶浇”，从中取乐。

其实，大人的快乐跟小孩一样，也是无时不有。

“ 喝凉喝凉，井花水来了”。 鬼子的吆喝，夸张得像馆

子店的“ 跑堂”。“ 鬼子”是同门兄长，他在表兄弟中居老三

的位置。乡下人认为：老三个个是“ 聪明鬼”，所以，凡落地

的三崽都叫“ 鬼子”。其实，挑水的这个老三，一点都不鬼，

相反，勤快可靠，一个生产队的人都喜欢他的憨样子。

这会，他双膝微微收拢，把锣鼓样子的水桶从肩上慢

慢卸下来，枕在弄堂口，用搭在脖子上的白胚布，来了个

“ 满脸擦”。 他涨红着脸，不停地喘着粗气，不停地喊叫聚

集弄堂里正在吃饭乘凉的亲邻舀瓢井花水。

大晌午，户外是三十七度的“ 高烧”。竹床、竹椅、高低

木凳把东西向套风的吴家老弄堂填了个满怀。 半个生产

队的族人都端牢盛满饭菜的大白碗， 以或靠或坐或半躺

的方式聚拢在这里，要么动动嘴，大口嚼咽碗中的饭菜，

嚼起身边的家常。要么动动手，不停地摇摆手中亮着白光

的麦秆扇和蒲叶扇，似乎要摇散夏季的酷暑。 午后的“ 弄

堂沙龙”就这样日复一日天天照常。 鬼子笨嘴笨舌，反正

吐不出莲花，他就像例行公干一样，在大家饭后将要歇晌

的时候，及时送上一股新鲜的清凉。

他用斑驳的大木勺不停地往七碗八盘中到水， 粗糙

的动作，溅落一地的水花。 我自备了唐瓷茶缸，直接到水

桶量了一缸。那时，大人小孩都一样，不习惯喝凉白开，事

实是不完全具备这个条件， 不如直接饮用冰甜的井花水

来得过瘾。你一瓢，他一碗，一阵“ 凉快凉快、舒服舒服”的

稀里哗啦后，一个个族人变得东倒西歪。 随后，老弄堂就

交给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

随后，时间，一页一页地翻过。 吊井也相继交给了抽

水机、压水机和自来水。 时到今日，吊井虽然淡出乡村生

活快三十年了，可记忆永远不会风化。 毕竟，一代又一代

的先民，都是吊井的滋养。 祖祖辈辈的标签，完全是吊水

人生。就自己而言，也有近四十个春秋融入其中。如果说，

乡愁是扣人心弦的华彩词章，那么，吊井，一定是彩页上

的卷首语。

高山垄便是承载了我儿时所有欢乐与忧愁的故乡。

此时此刻，老屋有些落寞地躺在高山垄的臂弯里。两层的

纯木质结构楼房依然坚挺，但由于多年不住人，再加上风

雨的侵蚀，让它显得十分憔悴。我不忍心用苍老去形容老

屋的形态，因为论年岁，它才刚刚不惑。 我只是从老屋疲

惫的眼神里，追寻出了往日时光的不朽年轮。

新屋与老屋隔着一道石坎 、一条马路 、半丘稻田 。

限于当时的经济状况，新屋完工后也没怎么具体规划。

父母商量后，便简单装修了一下，我们就住进去了。 这

几年，他俩像蚂蚁搬家一样 ，平地基 、挑河沙 、扛水泥 ，

在屋后铺设了半米深、十余米长的排水沟，引来了高山

上的纯天然自来水；在屋侧新建了杂物间，规整了鸡鸭

圈； 在屋门前平整硬化了禾坪， 砌起了半米多高的围

墙，修建了几十米长的进院硬化路，汽车可直接开进院

落，开到堂屋门前……

尚是冬天，我依然喜欢烧火、烤火。硬柴筹备了一季，

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红砖土灶里，火势正旺，火苗欢笑，

又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年呀！ 炒菜完毕，柴火燃尽，我们便

将火炭逐个夹进火盆里，用滚烫的灶灰封好，这样便能烤

大半天哩。 若是搁在八仙桌下，全家人围坐用餐，全身都

是暖烘烘的。 或者放进方形封闭的木质火箱里， 人坐上

去，打牌、聊天、吃零食，别提有多舒服。

如果说烤火是一种抱紧自己的方式， 那么晒太阳自

然就属于舒展身心的范畴了。 冬日暖阳，姗姗来迟，弥足

珍贵。 遇到这等好天气，被褥、衣裳、鞋袜，在乡亲们的勤

劳里纷纷上场。一时间，风举衣袂，欢笑四起。孩子们冲出

门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的芬芳。

母亲刚从地里砍了几颗白菜、扯了一筐萝卜回来，又

挑着畚箕往老屋后面的地窖走。 她要去拣一担红薯，洗

净、削皮，中午做一锅煮红薯，给孩子们当点心吃。剩下的

剁细了，煮熟，拌上萝卜叶子、米糠等，喂给鸡鸭。

煮红薯出锅了，黄灿灿、香喷喷的。咬一口下去，又软

又糯，唇齿间香甜如蜜，味道好极了。 平素在城里吃腻了

所谓美食的妻儿直呼“ 好吃”，一口气干掉了好几个。 你

瞧，你瞧，晨逸还伸长舌头，舔了舔刚刚抓过红薯的指头。

那个吃相，正如今日的阳光，灿烂而又略显淘气。

父亲呢，还在老屋门前的禾坪里忙碌。 年前，务工

归来的哥哥帮着父亲在后山砍了好些楠竹。 除去枝枝

叶叶，一根一根扛回来。 这个时候，它们或斜靠着老屋

的外墙 ，或横躺在久违的禾坪 ，等着父亲量好尺寸 ，锯

成同等长度的段。 多余的短截，则劈了当柴火烧。 楠竹

片在灶里燃起来，火苗来得快，火势甚是旺盛。 母亲说，

新屋二楼要搞装修，楼顶也要进行改装，你爸这是在准

备材料呢。

我问过了，自己帮不上太多忙。 趁着天气好，领着孩

子们在高山垄的角角落落走一走，看一看，不知是否能找

回些许儿时的气息。家族祖屋所在的老禾坪里，堂伯父准

备盖新房，地基上横七竖八地堆放了些材料。 有方石，有

原木，还有长条形的木板等。 孩子们天生会玩，将长长的

木板架在一方原木上，就成了一个简易版的临时跷跷板。

你上他下，玩得不亦乐乎。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是一个没有高铁、没有

手机、没有游戏机、没有什么电子产品的年代，但童年生

活依然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活色生香。跳绳、斗鸡、滚铁

环、打枪仗、射皮筋、捉迷藏，每一样都那么兴奋，那么生

动活泼。爬树、寻野果、挖红薯、打猪草、上山捡柴火、下地

干农活、看露天电影，每一次都充满乐趣，充满自由自在

的气息。 偶尔也约上三两个小伙伴，躲在后山氨水池旁，

偷偷摸摸地玩上几把“ 升级”或者“ 王分边”，那便是胆战

心惊的“ 福利”了。 那个时候，所有参与的孩子们，身心都

是沸腾而又充满不安的。

在离开老家以前，我是盯着后山的花草树木和田地里

的庄稼一天天长大的。 我在稻花飘香的田埂上奔跑、跳跃，

把自己置身于一束束沉甸甸的稻穗之间，尽情地、畅快地

呼吸，直到透不过气来，直到沉睡在一座座塔状的、散发着

清香的草垛之侧……春华秋实，彼时的年，也是带着浓浓

的年味，浓浓的幸福感。 那种单纯、踏实的感觉，对于一个

孩子而言，除了知足，找不到其他任何词汇来形容。

望着正玩得起劲的孩子们，我想，他们本就应该活在

大自然里。他们不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属于阳光和大地

的。 于是，我领着他们走进了后山。 后山是一座童年的宝

库，也是一座生活的宝库。在这里，四季生生不息，万物生

机勃勃。 在这里，生活的哲学早已漫山遍野，赓续的奥秘

就在于向泥土而生。

从后山归来，时辰已是午后。 孩子们跑在前头，一路

打打闹闹，一路茅草相伴。 他们不懂我的走走又停停。 回

望后山的瞬间，我的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伤感，仿佛在与

一位老朋友告别。 离别在即，却不知归期何期。

老屋禾坪，父亲准备收工。 新屋门前，母亲正在翻晒

衣物。 我抬起头，看见青松挺拔、楠竹飘逸，看见阳光正

好、蓝天依旧。

一片寂静

狂热，声音，躁动

恰如生命

在尘土下的阳光里浮沉

目光四散

却无一处漫漶向

皓月或繁星

回想曾经世界的荒芜

已化为荒芜的世界

舞蹈的尘埃将我遮掩

艺术的空白里

我听不见音乐

地上的小草

不再低伏了

它用指尖，触了触月光

迎面走来了

弹着六弦琴的你们

歌咏自然

其次是生命

像月光止住流浪的黑夜

像微风扶起苍白的叶尖

像初生的芦苇，荡漾着绿意

像荒地上的小花，自然的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