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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去乡下姑姑家是要坐渡船的。

从广丰县城步行十多里到三都渡口， 河对岸就是姑

姑住的村庄。河面没有桥，缓坡下一只木船荡着波儿在候

着。撑船的大叔个子不高，却很结实，皮肤黝黑，纹路清楚

的脸庞总带着憨厚的笑容，给人一种稳重踏实的感觉。待

过渡的人都上了船，大叔解开绳索抽掉桥板，手执竹篙倾

身一撑，船便离岸了。长长的竹篙在大叔的手中娴熟地左

右起落，木船晃晃荡荡推开水波漂向对岸。

在姑姑家，村外的渡口用流水声吸引着我，我几乎天

天往渡口跑。

河滩上的两棵樟树间有一个简易的竹棚， 那就是渡

口的标志。 竹棚的旁边，常常有从农田、菜地里回来的乡

邻，或蹲着，或坐在锄把上，吸着旱烟聊着闲话。 歇够了，

一声不响地把几条黄瓜， 一把长豆角或几个辣椒茄子放

在竹棚里，兀自离去。 去渡口的次数多了，我知道撑船大

叔叫良叔，他也认识了我这个“ 从城里来的囡妮”。 有时，

乘船的人少，良叔就让我上渡船。

从第一次坐上渡船，我就喜欢上了这里。我喜欢岸边

倒映水中顾影自怜的垂柳， 我喜欢溜过指间滑腻如脂的

河水，我喜欢从船头分开在船尾汇扰潋滟的波纹，我喜欢

擦着河面扑鲁鲁飞向远方的水鸟， 我喜欢乘船人闲聊的

农家趣事和他们爽朗的笑。特别是飘着细雨时，雨的雾气

和水的湿气像画家泼洒的墨汁，把河流、田野、远山勾勒

成一幅缥缈的水墨丹青，一叶木舟，箬笠蓑衣，画中来。让

人很是欣喜。

渡口最热闹的时候是去县城赶集的日子。一大早，待

田野的风吹出深红色的太阳，阳光像流水一般迸射时，村

外的土路就响起紧凑的脚步声。村民的箩筐挑着鸡蛋、芋

头、红薯，箩筐的后头，尾随着顽皮的小儿，小跑着，像早

起的鸟儿欢喜雀跃。良叔招呼着赶集的乡亲，一船一船地

把他们送过河。

午后，散集归来的村民陆续地回到渡口，一拨一拨。

一箩筐的芋头土豆玉米，换回半箩筐的油盐酱醋，还有崭

新的农具。 男女老少、鸡鸭鹅猪，挤满一船，修来的缘分

呢！小孩经过无数次的期待终于达成所愿，摩挲着新买的

玩具，嬉笑盈腮。 年轻的媳妇抱着一竹篮毛茸茸的鸡雏，

想着布兜里一块新扯的红呢子，低眉含笑。几个男人拎拎

这个猪篓里猪崽的后腿，又拧拧那个猪篓里猪崽的耳朵，

念叨着“ 猪经”，喜溢眉宇。 黄灿灿的阳光和煦地流溢着，

沐浴着万物，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气息，一种莫名的喜悦

悄然充溢着渡船上每一个人的心头。良叔拔起船篙，一声

吆喝：“ 坐稳了，走喽！ ”调转船头，载着一船的打趣声、嬉

笑声、鸡雏的叽叽声、猪崽的嗷嗷声，划向河心，划向对岸

的家。

大表姐出嫁那天， 挑着大红大绿的送亲队伍在渡口

等待过渡。 红被面、红箱子、红鞭炮，把渡口衬得喜气洋

洋。 良叔船不停歇来回撑了八趟。 在乡下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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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发”，意味着发财发家，婚嫁盛事和吉祥数字相互辉映，

大红亦大喜，大俗亦大雅。 每一趟船离岸，良叔总要吆喝

一声：“ 走喽———”。 我那时坐在船上，总觉得良叔粗着嗓

门的一声吆喝很是好笑，像走街串巷叫卖的小贩。多年以

后，在《 乔家大院》中看到乔致庸每次出远门，总要底气十

足地吆喝一声“ 走嘞———”，才明白，良叔那一嗓子，虽然

没有晋商的荡气回肠和非凡的胸怀， 却喊出了他的淳朴

善良和对大表姐的祝福。

送亲的队伍过了河， 大表姐从衣袋里抓起一把用红

纸片包着的冰糖子，塞进良叔粗糙的大手。良叔咧着嘴微

笑着。 他黝黑的脸庞，纹路清楚的脸庞，被汗水打湿的脸

庞，此刻，泛起了光泽。

乡村，用满山遍野的刺泡果、蒲公英，用牛哞狗叫，用

每天不需要写五张大字背五首古诗的自由，让我着迷。而

渡船，承载着我涉世之初的温情，让我难忘。

那天我跟着小表姐钻进草木茂盛的后山， 满山乱跑

摘野果子吃。夜晚，剧热的呕吐和腹痛把我脸上的一点血

色消耗殆尽。姑姑吓坏了，刚喊声“ 赶紧送医院！”，姑父已

转身出门，深一脚浅一脚去找良叔。 那时村里有规定，夜

晚和汛期是不能摆渡的。良叔却二话不说，抓起手电筒赶

去渡口。

几个乡邻举着火把打着手电筒护送着我， 通往渡口

漆黑的土路响起跌跌撞撞的脚步声。

在像摇篮一样的渡船上，我被姑姑揽在怀里，骨碌着

眼睛，竟忘了疼痛。 夜，黑沉沉，没有月光。 船头火把飘摇

的火焰蓬勃有力，像甩头跳蹦的非洲舞蹈。手电筒的亮光

将黑魆魆的河水照得泛白，一束白光随着水波的起伏，闪

着鱼鳞样的清辉。 几点萤火虫冷绿色的幽光在河面上飘

移。 四周静悄悄，良叔的喘气声从船头传来，粗重，又急

促。一只水鸟被亮光惊醒飞离枝桠，翅膀划着气流的声音

从船边飘过。“ 咕———”，声音落进水里，从远到近又从近

到远慢慢漂走，凄然伤感，叫得夜更幽暗更深不可测。 姑

姑把我搂得更紧。她的鼻尖贴着我的鬓角，一股股温热的

气息拂过我耳尖，像在耳语，亲近，又忧伤。 又一阵绞痛，

我皱着眉头掰紧船梁。 我能感觉到单薄的木船在无边的

黑暗中，正奋力地犁开清冷的河水，朝向对岸。 我听到水

的声音，“ 哗哗”，深沉凝重。虽然少了白天的活泼欢快，却

那么真切地钻进我的耳膜，涌进我的心房，拍打着我的心

波，心便随着它荡漾起来，踏实起来，温暖起来。

那夜，渡船在我的心田，种下了一个春天。

日子，在我每年至少要去一回那个叫二都的村庄，至

少要坐几趟渡船中，不急不缓地流淌。 二十多年后，河面

上开始架桥。乘船的乡亲，站在渡船上兴奋地眺望着机器

轰鸣的建桥工地，乐乐陶陶。 两年后，桥通了，行人、自行

车、三轮车欢喜地从桥上过。 渡口静悄悄，拽上河滩拴在

樟树旁的渡船，像一个深邃的老者，默默地看着村里的变

化。几年后，村里的土路都硬化了，水泥路和大桥相连，大

车小车都能开进村。又过了好几年，良叔坐着儿子开的小

车，离开村庄住到县城里去了。

那只和河水耳鬓厮磨的渡船，从人们的眼中消失了。

终究，被遗忘了。

而我，却时常想起它。 在鸟啭花开的清晨，在鸣蝉聒

噪的午后，在枯叶飘零的傍晚，或者，在某个雪花漫散没

有冷月银辉的夜晚， 我会忽然想起那像一个心心念念的

故人，穿过婆娑世界迎面而来的渡船。

年前去姑姑家，我特意又来到当年的渡口。缓坡上的

柳树还在，没有葱绿柳叶的枝条，光秃秃的在风中孤独地

摇晃。 我坐在樟树下，久久不想离开。 冬日的暖阳漫泻于

大地，融进我的发上、身上，暖烘烘的。河水还是那样的清

澈，蔚蓝的颜色，愉快而温婉地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流淌。

河风萧萧，掀动樟树的枝叶，“ 哗哗”，像船划来水的声音。

恍惚间，我仿佛又坐上了渡船。 良叔站在船头，矫健挺拔

地挥动着竹篙。 坐在我身旁穿着嫁衣的大表姐从口袋掏

出一包冰糖子，把一粒细碎的冰糖塞进我的嘴里，粗糙的

小颗粒在我温热的口腔里甜蜜地溶化。河畔，一望无际蓬

茸的绿叶中，紫云英一朵挨一朵，一片连一片，在微笑，在

荡漾……

深秋夜静 ，天穹浩瀚深邃 ，谜一样

的繁星总能引起我的好奇 。 每当晴朗

的夜幕降临 ，我常常会仰望星空 ，与星

星默语 。 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 无

论人间大小琐事 ， 完全可以默默地与

星星诉说 。

小时候喜欢仰望星星 ，是好奇心使

然 。 听奶奶讲 ，地上有多少个人 ，天上

就有多少颗星 。 每一个在世的人 ，天上

都有一颗对应的星 。 当一个人去世后 ，

天上的那颗星就会坠落 。 当一颗流星

在天空中一闪而过时 ， 表示地上的谁

离开了人间 。 这让我十分好奇 ，总是在

星空中寻找那颗属于自己的星 。 听说 ，

明亮的星是大人的 ， 小孩的星很小很

小 。 我就专挑选很小很暗的星星观看 ，

越看越多 ，小星星不断地涌出 ，似乎无

穷无尽 。

长大了 ，在仰望星空时更喜欢与星

星默语 。 记得下放农村的日子 ，参加生

产队抗旱 。 在通宵达旦的车水浇灌稻

田时 ，只要空闲下来 ，就会躺在稻草堆

上 ，面朝夜空与星星默语 。 星空浩瀚无

垠 ，宇宙无边无际 。 相比之下 ，自己在

农村所经历之苦 ，显得何其渺小 。

后来，参加工作了，也常常与星星默

语。工作中的烦恼不比下放农村时的痛苦

轻松多少。 在晴朗明净的夜空，在与数不

清的星星的默语中，工作的压力，生活的

烦恼，渐渐退却得无影无踪。

每当我在面对漫天星辰的同时 ，内

心的世界似乎正在打开一扇窗户 ，看

那银河像沙滩一般不计其数却又深邃

遥远的星星 ， 仿佛梦幻中那一双双神

秘而灵动的眼睛 ， 似乎有千言万语想

与每一颗星星诉说 。 就这样 ，在许多人

看来与星星默语这件无聊的事 ， 逐渐

成了我纾难解困的习惯方式 。

唐代诗人骆宾王《 在江南赠宋五之

问》 诗中有“ 一朝殊默语 ，千里易炎凉 ”

的警示 。 随着年纪的增大 ，与星星默语

的时光被无限压缩 ， 甚至在没有了任

何生活的压力下就不再去观赏漫天的

繁星 。 缺失了与星星的默语 ，人的视野

变得越来越狭窄 ，心灵愈加逼仄 ，甚至

把人生之路引入人为打造的死胡同 ，

永远地失去了追求的方向 。

退 休 后 ， 我 仍 然 喜 欢 与 星 星 默

语 。 因为那些星辰已经将一些只有我

才能懂的话语托存在我的心中 。 而随

着星辰熟悉而亲切的呓语在内心深处

响起 ， 一切都变得舒缓起来 ， 犹如找

回了童年的心灵 ， 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与希望 。

西江月·婺源初冬

我有晚饭后走一走的习惯，

并且是甩着胳膊地快走，走上一

个多小时， 走得满头大汗才舒

服。 每次路过庆丰路一家药店，

总能看到店门口摆有一张小桌

子，桌子上有一壶茶，茶壶上写

着“ 茶水免费”。 我若口渴，就从

茶壶边拿出一次性纸杯， 满上，

美美地喝上一杯。有时是浓香温

热的皇菊茶，有时是清香馥郁的

桂花茶， 有时是沁人心脾的绿

茶，店主人总是根据季节或者天

气变换着茶的品种。每次我走路

累了， 喝上一杯这样的热茶，香

在嘴里，热在心上。

小时候在老家，交通落后，

人们出行主要靠骑自行车和走

路。 那个年代路边经常会看到

亭子 ，全木结构 ，盖着灰瓦 ，供

路人歇脚用。 这些亭子在炎热

的夏季里会有热心人送去免费

的茶水，还有番薯之类的食物。

有些建在山脚下的亭子， 还会

在亭子边上挖一个泉眼， 有时

候亭子里的茶水喝完了， 没及

时续上，汩汩而流的清泉，也能

让疲惫口渴的路人酣畅淋漓地

喝个痛快。 每一个路过的行人，

都会保护好这些泉池， 保护好

亭子里无人看管的茶壶。 即使

是流浪者和乞丐， 也不会把茶

壶拿回家。

我家住在马路边上，离班车

站点近， 南来北往的行人很多。

那时乡下的班车， 上午一班，下

午一班， 到站时间不是很准，乘

客往往需要提前候车。 因此，很

多人就坐在我家门口歇脚。父亲

做了些木板凳、竹椅子，母亲每

天早上也会烧上满满一壶茶放

在门口。奶奶在端午节前就用麦

秆和蒜苗秆儿编织了一二十把

扇子，扇心还绣了花，用来给路

人打扇。 每天家门口都坐满人，

走了一拔又来一拔。奶奶都会热

心地为他们端茶倒水，遇到年纪

大的或者身体虚弱的人，奶奶还

会在茶里舀上两勺白糖给人家

解暑。因此附近村子的人都认识

奶奶，说奶奶是个大好人。 我长

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经常有人

来做媒，说女孩儿就要嫁这样的

好人家。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农

村，可都是男方求媒人去女方提

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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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 我离开家乡到

无锡打工， 租住在中桥的夏家

边。 那是近郊的一个小镇，离市

区不远， 又在太湖风景区边上，

人来人往。 在我租住的房子附

近，有一个小工厂，每年夏天，都

会在厂门口的大树底下放一个

大水壶， 水壶上写着“ 免费茶

水”，供来往的行人饮用。这对于

背井离乡出门来找工作的民工

来说， 在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

显得格外的亲切和温暖。

在无锡有了稳定工作以

后，我去做了几次义工，见到真

正有困难的人， 也会尽己所能

去帮助。 如今，我在家乡的建材

市场做陶瓷批发， 每年盛夏来

临之际， 早早就在店门口备放

好几十箱瓶装矿泉水， 路过的

行人、司机、搬运工都可以随手

拿上一瓶。

路边一壶茶，路人喝下的是

温暖，是人间的一份真情。

秋天到处写满了丰收，大自然总是无

私馈赠给人类丰厚的礼物。

二晚收割后，田野高旷。 甘蔗搭起密

密的青纱帐。甘蔗是自然之子，从从容容。

秋风“ 沙沙沙”的响声，犹如沙场秋点兵，

甚是威武、雄壮，让人血脉贲张 ，激情猛

涨，豪气云天。

蔗种是头年秋天选好的， 个高腰圆，

粗壮、匀称是首先，肉身外面裹着青色的

外衣，窖藏在洞里，以防鼠咬虫啮的侵袭。

经过一冬的酣睡，第二年春上被主人请出

来，外衣虽然陈旧，枯黄干萎。 这无关紧

要，因为甘蔗依然没有“ 变心”，倒是甘蔗

节上却冒出了一个肉嘟嘟的圆球，那是蔗

犍子，这是甘蔗孕育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蔗农把甘蔗一截截从中断开，埋入自

家场院的粪堆上，用薄膜罩着，以保持适

当的气温。 粪堆大多居于牛栏猪圈的一

角，与腰身齐高。 那是主人清理牛栏猪圈

时，从里面耙出来的有机肥，由沤得发酵

的稻秆和农家肥组合而成。 出栏圈时，热

气腾腾地袅娜着缕缕白烟，散发出农家肥

独特的味道。

蔗犍子在粪堆里耐心参禅打坐。十天

半月之后，掀开薄膜一看，有了新情况。蔗

犍子从粪堆里义无反顾地拱出了一尺高

的嫩芽。 主人要把它移植栽种到地里去

了，带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地以疏松的沙质土为佳， 蔗种栽下，

蔗农精心伺候， 像对待自己的幼儿一样，

松土、灌溉、防虫、施肥，样样不能少。蔗苗

天天看是一个样，一天不看大变样。 它就

像铆足劲儿抽苗长个的臭小子或坏丫头，

噌噌噌不断地往上蹿。主人看在眼里喜在

心上，千万不能让其受半点委屈，哪怕自

己再苦再累也值。 毒热的天，也要帮它松

土、上沟、起垄。 尤其是炎炎酷暑，甘蔗站

成了一人高，呆在里面密不透风，主人身

上没有一根干纱， 依然忙碌着手里的活

儿，停不下来，顾不得歇息。千万不能让甘

蔗渴着饿着， 到时候长得又矮小又瘦弱，

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瘦胳膊细腿，可是

主人的罪过呀。夏季是甘蔗长得最快的时

段，一刻也耽搁不得。

眼看着甘蔗从起初的细小、 轻瘦、脆

弱，在主人的精心的呵护下，一日日变得

俊俏、挺拔、丰腴或健壮，像是二十出头的

毛头小伙，抑或青涩姑娘，主人越看越喜

爱，待如自家孩儿一般。

喜悦的秋天终究来了，甘蔗林齐刷刷

站成一列列一行行。 农人劳作疲累之时，

双手握着甘蔗，用力一掰，甘蔗便从跟部

“ 嘎嘣”一声，一分为二；或者用锄头从跟

部一撅，甘蔗连跟带起。剥去甘蔗衣，用衣

袖一揩，大口大口咀啖起来，立马解泛止

渴，嚼出的汁水沁甜可口，很是过瘾。就像

补充了能量， 那种倦意立刻烟消云散，早

跑到爪哇国去了。

早先，村里种的都是毛甘蔗，这种甘

蔗，壳硬茎小，吃起来虽然较甜，但水分不

多，又不脆，经常伤人的嘴。那种坚硬的外

壳很容易划破人薄薄的唇皮，咬着特别费

劲。通常，小孩子一根甘蔗下来，嘟嘟的小

嘴竟然肿大，像个小八戒似的。 小孩子对

毛甘蔗真是又爱又恨。 不吃舍不得，吃了

会嘴疼，伤人脑筋。

稻子收进仓后，兀立在田野的甘蔗自

然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 恐怕呆不下去

了。 主人要把甘蔗收回家，我们当地叫做

“ 杀蔗”。名字听起来，很恐怖血腥，有点骇

人听闻。 其实无非是把甘蔗一根根砍倒。

这个时候，全家齐动手，上阵父子兵，大人

小孩各有分工。 小孩剥掉蔗衣，大人负责

砍倒，把甘蔗一捆捆绑好，用板车拉走。若

是土质疏松，大人索性连根拔起。 一根根

甘蔗就像一个个奋起的战士在战场上被

对方偷袭击中倒下，连同他们一同守护的

水土，被夷为一片平地。 当然第二年他们

照样会在原地站起，倒下，倒下，站起，年

复一年，滋润了人间，苍老了岁月。

驮回家的甘蔗， 留给自家慢慢享用，

也可窖藏。 大部分还是让榨汁机榨出水，

尔后熬制成蔗糖。家家户户都用土办法熬

制蔗糖，自产自销。甘蔗被机器吃进去，一

头吐出蔗渣，一头吐出汁水。 汁水倒进大

口铁锅，用猛火熬制。若干时候的烧烤，青

绿色的蔗水在锅里翻滚蒸腾，渐渐变浓变

稠，由液体变成固态，由青色变成红色，在

木柴的火光中，实现了华丽转身，因最后

成型的颜色棕红， 我们称之为“ 红糖”或

“ 砂糖”。

红糖一直占据着乡亲的味蕾， 显示

出甜蜜的滋味。

结婚上梁过本生（ 生日做寿）等办喜

事时，请亲朋好友吃麻糍，招待客人做糯

米实心馃等要用到砂糖配搭；过元宵端午

包馃子裹粽子，要用砂糖做馅或醮砂糖入

口，才可口。不用说，砂糖在乡村也是必备

的家庭一宝。 偶有小儿头疼脑热肚胀之

时，大人用开水冲一碗陈年红糖水，给小

儿喝下，立马能收到止痛之功效。 听老辈

人讲，陈年砂糖有驱寒生津、和中益肺的

效能。 有嘴馋的小孩有时便谎称肚子疼，

大人也不追究真假，泡上一杯滚热的砂糖

水，令其喝下，特别在寒冷的冬天，无疑雪

中送炭，浑身发热，寒意全无。

渡 船

余海燕

与 星 星 默 语

周仁杰

甘 蔗

朱小毛

婺源初冬

程永华

初 冬

（七律）

几树红枫摇暖，

数滩芦苇飞花。

鸳鸯成对戏溪涯，

絮语一秋情话。

村口二三耕叟，

荷塘五六莲娃。

炊烟生处是人家，

这里乡村如画。

风吟数日却无霜，

秋末初冬孰更凉？

野径扬风枫叶赤，

东篱暮照瘦花黄。

寒梅蠢动香难敛，

苇絮飘飞兴未央。

花落花开应有定，

云卷云舒戏无常。

路边一壶茶

徐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