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龙是静谧的，人们在地里静静地
劳作，在村中静静地休闲，静静的乡间石
板路，悠闲的鸭子隔着竹篱笆懒懒地晒
着太阳。这里200多户人家，房子依山而
建，入目皆是黄墙黑瓦，黛瓦层层叠叠随
山势缓缓铺设开，像极了龙的鳞甲。

走进祖龙，缘于闽越书画院的一次写
生活动。一行3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直
奔祖龙，原本以为可以轻易地打破这个小
村庄的宁静，让她沸腾起来，殊不知，她依
然宠辱不惊，恬淡、从容、安静地坐在半山
腰，似乎被施了魔法似的，我们原本骚动的
心也渐渐静下来。庞大的队伍分散开，洒
落在村头巷道、犄角旮旯，大家用画笔、相
机、手机找寻能触动自己灵感的沸点。

祖龙村曾名后山、初垅，旧时隶属寿
宁，1955年划归周宁管辖。祖龙自古便
以茶出名。据《寿宁待志》记载：“政和里
七都二图，三甲，南门，离城六十里，住初
垅。军户。出细茶。民淳，耕织。”祖龙老
茶园位于海拔1100米至1200米之间的山
上，占地面积300多亩，有100多年历史，
经过几次大火烧毁后又重新发芽，曾荒废
许久，变成杂草灌木丛生的“野茶”，后蒙
祖龙乡贤吴万利先生等人开辟修整，现今
茶树高5、6米，其中最大的茶树口径约14
厘米。随意走进一户人家，当热情的主人
用粗瓷大碗泡着纯生态的精细手工茶端
给你时，我不禁为祖龙人淳朴而淡定的奢
华所动容，这是独属祖龙人的磅礴大气。

祖龙村有一棵据说是全国最大的桂花
王，四季开花，三株环抱为一体，树干底部直
径达80厘米，枝桠密密麻麻地伸向天空，宛

若一把撑开的绿色大伞。茶余饭后，村中
的老人就着石台阶坐下，闲话家常，孩子们
在树下追逐嬉戏，那笑声摇落一季桂花雨。
在桂花王边上有一座很特别的老房子，走
进大门，你见不到原本该有的大厅，只看到
一条狭窄而悠长的走道，有点儿像大轮船
的布局，两排圆柱子镶嵌在木头墙壁中，不
时冒出一道道门。据祖龙村民理事会的周
发淼先生介绍，这房子里有130多根柱子，
最热闹时住着26户人家 120多人。与土楼
一样，这座房子包容性很强，虽说里边分割
得跟我们现在的楼盘功能有点相似，但那
种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的生活情趣还是迷
漫其间，让人心驰神往。无法考证当时建
造这所大房子时人们的初衷，许是经济拮
据，许是亲情所致，又或许是地处偏僻所促
成的守望相助，我们不得而知。站在过道
上，闭上眼睛，让思绪穿越，一幅热闹有序的

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家家户户似乎没有秘
密，边吃着饭，边听着隔壁那家数落孩子的
声音，不时还可以为人家的孩子辩护几句，
拿自家的孩子安慰一番。知道哪家今天有
好吃的，知道哪家孩子今天不舒服了，知道
哪家的什么亲戚来了……虽不富裕却弥漫
着浓浓的亲情。只是静静站着，暖暖的感
觉像是珍珠泉里的泉水，一颗赶着一颗往
上冒，串成一串幸福的涟漪。

村子下方是一片竹林，一片让每个去
祖龙的人都流连忘返的竹林。虽说是竹
林，但重点不在于竹子，而在于竹林中三
棵400多年树龄的红豆杉和9棵同样年份
的柳杉，其最大的胸径达1.8米，树根盘曲
遒劲，隐隐显露出它们悠远的资历，就像
龙的獠牙。苍劲的古树与青翠的竹子相
映成趣，像一群好友，相濡以沫。

当享受了村中的慵懒休闲时光后，我

们就该一起去龙井探奇了，切实触摸祖龙
那热血沸腾的脉动。龙井在距村约一公
里的河谷里。清澈的溪水欢快地在河床
上奔跑着，在悬崖前戛然而止，正为看不
到她纵身一跃的英姿而遗憾时，村民告诉
我们可以从旁边的山上绕下去。我们沿
着右边的一条小路继续前行，路面只有一
尺多宽，由于山势原因，左手边是深深的
河谷，即使透过树缝看着，也让人心惊。
走到一处石壁前，我们沿着右手边的一条
仅供一人通行约二三十米深的裂缝往下
攀爬，不算长的一段滑行，但也让几个同
行的人一路尖叫。河道比较狭窄，一条瀑
布冲泄而下，形成一个深潭，这就是龙
井。据《政和县志》记载，祖龙的龙井被誉
为“官潭圣井，海记龙王”。 或许是缘于
人们常来这儿求雨、祈福时她的灵验，或
许敬佩溪水奋不顾身一头栽进龙井的勇
气与胆量，好几个人都装了一瓶瓶龙井的
水准备带回家。龙井往下，又是一个瀑
布，但由于两旁都是比较光滑的石壁，相
对比较危险，村民们没再往下开路。

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祖龙汉
子既具有祖龙村内敛、沉稳的安静一面，
又兼具龙井勇于开拓、敢于拼搏的澎湃
激情。在战争时期，他们中很多人曾经
勇敢地走在革命队伍的前面，用生命书
写英雄的篇章，涌现出了许多革命英
烈。和平年代，很多莘莘学子静下心来
埋头苦读，成为建设国家的人才。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繁华，祖龙像
一块温润的玉，惊艳不了你的时光，但却
可以温柔你的岁月。捧一杯香茗，随着
袅袅升起的腾腾热气，让我们静静地、静
静地品味…… （题图摄影 叶林萍）

记忆深处记忆深处

绿 叶
□ 郭幼春

今年春节，我收到当年知青朋友从白云山寄来
的信。拆开一看，信里夹着几片绿叶，呵，那绿得可
爱的叶子多么值得珍惜。朋友说，山沟不比城市，购
不到印花烫金的贺年卡，这几片绿叶，权当作久别思
念的贺年礼物吧！

我把绿叶放在阳光下透视，叶脉清晰，绿得通
明，我知道这几片叶子，仅是一棵树的一部分，是生
命的一部分，但它曾经在阳光里把水分和养料输送
给花和果，它在美好的年华里做出最好的贡献，是大
自然的精灵，它朴素的美不是人工雕琢所能比拟。
在那高高的白云山上，绿叶受过日光星辰的照耀，经
历过风雨雷电的锤炼，把它作为贺年的礼物，让我看
到光的七彩，声的轰鸣，心的跳动。

朋友告诉我，只有攀上高高的白云山山顶，你才
能领略到“山登绝顶我为峰”，松涛伴随欢腾的云海
在眼前飘移，以及那一片又一片深绿的丛林在你脚
下起伏。他还告诉我，送给我的绿叶，就是从丛林的
叶片上摘下的，它代表着大千世界的生命向我问候。

谢谢您，我的知青朋友。
我的朋友是位回乡老知青，当年一起插队，挤在

一间破庙里度过了多少奇特的日子，做着怪味的梦，
我们一起刨过地，施过肥，种过树，后来树已成林，各
自分手了，我们的青春都是抱着最崇高的信念来到
白云山的。今天他寄来的绿叶，也许就是从我们共
同种的树上摘下来的吧，它象征着在蹉跎岁月里，那
透亮的叶片里还流淌着热血的理想……

啊，绿叶——青春的记忆！
我应该怎么把这几片绿叶珍藏起来呢？在这崭

新的时代里，让它成为对四十年前知青岁月的追忆，
也推动我对今天美好生活的珍惜吧。

□ 郑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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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诗三首

诗海拾贝

□ 许陈颖

百姓故事

■■ 乡村漫步乡村漫步

海海 风风
去年冬天，住在江户川小海港的边

上，周边没有大的建筑物，海风总是轻轻
松松地在这里闲溜。

白天，东京自带滤镜的蓝天和明媚的
阳光是绝好的混搭，会让人生起不忍辜负
的念头。兴冲冲地出去，但常常被外面的
寒风败了兴。太阳的温度中和了海风的
寒，剩下的，只是摸不到温暖的明媚。但
它们这一纠缠，海风倒也收敛了些猖狂，
安安静静地刮着。

安静，几乎像是日本的一枚标签，比如，
电车里塞满了人，但听到的却只是“哐当哐
当”电车声，人是无声的；图书馆里，错错落
落地看着都是人，但低下头，也只能听见翻
书的声音，这种安静呆久了，有时候，会让一
个外乡人沁心入脾的孤独，然后，思念如潮。

到了晚上，太阳落山漆黑一片时，海

风就得意了。张牙舞爪地呼啸而来，把门
窗拍打得一阵一阵地瑟瑟发抖，越到深夜
越暴烈。每每这时，恐惧，带着一种熟悉
的味道油然而生。

我的故乡，也有海，也有海风。
小时候，住在沙江。海在不远的地

方，一览无余。在大多数的时候，海风像
文学作品描绘的那样，温柔拂面。可是，
台风来了。风与海缠绕在一起，天地动
容。海风接受了海的旨意，毫不含糊地用
最大的力量，掀起一次比一次高的滔天巨
浪。小小的我，把心拽得紧紧的，躲在窗
户后面，看着曾经坚实的石头硝房被海浪
一点一点地打散，毫无还手之力……风平
浪静后，爸爸喜欢下海游泳，我总会爬上
窗台，拼着命地喊他回来，每当他脱离我
的视线，我就开始哭泣，四处奔跑着去找

大人，求他们把爸爸叫出来。大家都笑话
我，他们不能明白，那样的海，那样的风，
足已让一颗年幼的心长了出恐惧。

随后的成长，世事纷呈，大大小小的
恐惧，几乎无所不在。

即使是在这座高度发达的城市里，夜
夜不休的海风伴随着这个城市偶尔的地
震，提醒着不可知的明天。还好故乡的海
边，有个姑娘，在我初来乍到的日子里，每
夜都陪着我听着海风说着话，谈胡适也谈
服饰，说爱情美好也一起抱怨生活艰辛，
还各自说着身边的海风……那些夜里，我
们在手机上的聊天就像海风般自由，吹到

哪算哪，所到之处，温暖丛生。
生命像一场大课堂，其中的一课，就

是在各种世事中学习与恐惧的对抗，生命
的弹性与韧性会在疼痛中渐次撑开。史
铁生说：往前走，都会有路。所有的世事
都会成为回望时的老友，每个在恐惧时来
到身边的朋友都是上天的恩赐。心意相
同的携手，所生出的勇气与温暖，足以让
疼痛的人生长出希望。

渐渐地，天涯咫尺里的温暖伴随着恐
惧在日复一日的海风中，与我渐渐相熟，
每逢夜里，海风拍窗，我就会对朋友说：
看，我的老朋友又来了！

闲窗私语闲窗私语

静静的祖龙静静的祖龙

“小陈，你寄给我的书放哪了呀？”
早晨，电话里又传来老余那熟悉的

声音。
老余，蕉城区八都镇的本土“网红”。
他是一名村会计，六十多岁，个子不

高，小寸头夹杂着些许或灰或白的头发，
皮肤黑黝黝的，又长又粗的眉毛下，闪着
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他时常穿着略微
发白的灰蓝色上衣，骑着一辆摩托，风风
风火火地往银行跑。

先前，我在基层担任柜台长，他是我
接触最多的客户之一。当时，某项业务需
要对公客户提供相关的电子清单。这对
农村人而言，着实有些难度。不少对公客
户念叨：“我们都没读过多少书，哪里懂得
做这个。”老余作为村会计，倒是挑起了他
们村的大梁。他说自家有电脑，只是孩子
们都不在家，没有人可以请教。我想了
想，就临时做了一份简单的图文教程。老
余看了看，眨了眨眼睛，说：“有不懂的，我
再问你。”

于是，我时常接到老余的来电。其
实，我是个急性子，但是面对这个勤奋的
老余，我也不由地多了几分耐心。有时候
实在太忙碌，我就歪着脑袋，耸起肩膀，夹
着手机，给他讲解。

老余没有电脑手写板，只能自己敲拼
音。干农活游刃有余的手，在键盘上“步
履艰难”。偏偏又有不少难以拼写的汉字
撞了上来，他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在
手机上把字写出来，然后用百度搜索出拼
音，再在电脑上录入。

某一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几只蚊子在
营业厅兜来兜去，单位的电子邮箱叮咚叮
咚地响起。我撂下手中的材料，打开邮箱
——是老余的邮件，十来份电子文档，总
共200多条清单。

沉闷的空气中漾起一丝丝淡淡的
风。事实证明，这段日子，我的“远程教
学”并没有白费。欢喜之余，我告诉他，其
实这些文档可以组成压缩包，然后一次性
发送。“压缩包？”电话的那一端是老余的
疑惑。这个名词对于他而言确实有些陌

生。我当即用手机拍了一个小视频，向他
演示。“我琢磨一下。”老余说。十几分钟
后，他竟然真的发来了一整个压缩包。“这
次学会了，以后就懂得用了！”他的言语里
带着几分喜悦，“咱只要肯学，都能学得
会。可惜现在年纪大了，要不然倒退个几
十年，我还能多学点东西呢！”

后来每次有客户抱怨做电子清单太
难，我就立马晒出老余的例子，还在朋友
圈里实时播报老余的学习进程。渐渐地，
客户群体里，还真燃起了一股“学习热”。
有的客户还学会了直接用手机操作电子
文档。而作为学习模范的老余，也成了八
都镇的本土“网红”。

某日，“网红”老余又一次赶到银行。
现场客户众多，他的出现引起了小小的骚
动。而他本人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
样。我问他有什么事情。他看了看我，又
低垂着眼睛：“老是敲拼音太不方便，我想
去弄个手写板，顺便再买个 U 盘，但是
……我不知道去哪买。本想找你帮忙，可
看你这么忙……”我笑了笑，打电话帮他
联系了一家文具店。他一个劲儿地说谢
谢，然后又骑着摩托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工作日复一日，许多人和事一点一点
地改变。

七月，我接到省联社的通知，得知自己
通过后督中心的面试，将到福州工作。老
余听说了这个消息，从村子里赶了过来，黝
黑的脸上挂着密集的汗珠，灰蓝的衣服也
因为汗水的浸润而深了一个色阶。当时，
我因为交接的事而忙得不可开交。他说了
两句祝福的话语，就匆匆地离开了。

人总是在不断地往前走。
原本以为自己四年的工作经验足以

应对新环境的挑战，到了后督中心才发
现，原来自己不懂的东西真的很多。看看
周围优秀的同事，有时候我真有那么几分
焦灼。“咱只要肯学，都能学得会。”想起

“网红”老余的经典名言，我又默默地在心
底给自己鼓劲儿。

上周回宁德，我捎了一本书给老余。
告诉他有空到镇上领取。

“书拿到了吗？”
“拿到啦！回家慢慢看！”

我无意于叫醒荒山里的一棵树，因为
斧头和锯子已经在路上

我无意于叫醒高天上的一只鸟，因为
鸟能飞多远，捕鸟的网就有多大

我无意于叫醒风中假寐的大地，因为
这会使地下的先人们涕泪交流

这个冬天，我无意于叫醒自己，因为
路途凶险，而我已经不能回头

因为风，因为雪，因为雾气弥漫
因为关山迢遥，因为我受命负薪救火

一地松针
不要被诸如颠三倒四、横七竖八
和尸积如山这样的词语
弄得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不要说拥挤，不要说彼此倾轧或互相踩踏
不要用恶俗的逻辑去理解这最后的谢幕
要以一种轮回的眼光，一种虚怀若谷的态度
和曾经沧桑的平静来看待这种混乱感
不要用火、用水、用车轮和马蹄
去踏上最后一脚。要相信大地不温不火的性情
和从容不迫的气度
不要沮丧，不要悲天悯人也不要幸灾乐祸
要记住那利害的针头，那冲冠怒发般的骨气
要记住虚无的空气里留下的伤疤
和遥远星辰上的风吹草动。最关键是
要辨认出：哪一根曾是健步如飞的你
哪一根是旁边那位走路摇摇晃晃的跛足兄弟

驮玻璃者
要么是这一拨，要么是那一拨
要么是你，要么是我，要么是身旁的哪位
这世上一定混杂不少
蝇营狗苟的人
唯利是图的人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睁眼瞎的人

在闹市，一条宽阔的大街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波浪，纷纷朝两旁漾开
躲闪着中间的一个黑影
有个别人依然毫无反应，埋头向前
直到劈面相撞才
突然止步，脑袋一歪

我远远望见，那大街中间
有一只巨大的鸭子
低着头，拱着背，像在走，更像在飞
两个翅膀朝背后高高翔起来
上面寒光闪闪，什么也没有

事实是：那是一个驮玻璃者
一块巨大的玻璃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一边挪步一边不停叫喊：

“让一下！请让一下！”
一路上，他急得满头大汗
两只手的手指缝中慢慢渗出了血滴

无意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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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珊

“网红”老余

在霞浦城区一条不大的巷弄里，有
一家店面简朴的木秤店。店主范发增，
六十开外，一脸慈祥耐性的样子，时常一
面忙看手中制秤的活计，一面回答来客
的询问。

范发增说，他祖籍寿宁，其太公有一
手打铜的好手艺，但生意不好。有一年，
太公挑着担子到江西谋生，遇到一位造秤
师傅，这师傅很想学打铜的手艺，要太公
教他。同时，此人也将自己的制秤技艺传
授给太公。回乡后，太公认为，打铜不如
造秤更易于维持生计。遂改行造秤，便一
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到范发增儿子，整整
五代人传承制造木秤工艺。

制造木秤是一件非常细腻烦琐的工
艺。首先，备料就要找到“赤玲柴”，只有
它可以作秤杆。有了“赤玲柴”，再取直，
烘干，推光（手工推光，费时更多），核准，

取头尾，包铜皮，定位，钻孔，下纽（头纽、
二纽），定准（秤毫），量尺寸，刻花，钻花
（孔），钉花，压花，磨花，擦花，上膝，磨光
等数十道工序，才作出秤杆。接着，还要
制作秤钩、秤盘、秤砣等，整个制造过程费
时费工。一个师傅，每天工作 10多个小
时，也只能做出三四把小的秤杆。眼下售
出的价格，按秤的大小（从 2市斤、6市斤
至 200多市斤等不同规格），售价从 30元
至 300多元不等，除去各项材料成本，所
赚工钱十分微薄。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近几年各
商店、摊贩均使用电子秤，计算钱款比较
方便，木秤渐渐被冷落，从事制秤的人越
来越少。从前霞浦城关就有四家，现在仅
存范师傅一家，他认为，木秤虽然不是人
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总还是有人需要的，
所以一直坚持。他从 10岁随父学艺，14
岁就能独立造秤，已经半个世纪。现在，
他已把精湛的手艺和长期实践积累的经
验传授给了3个儿子。

诚实是为人之基，认真是做秤之本。
数十年来，发增师傅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
坚持做秤。他清早六点多就开门，收拾店
面，准备材料，饭后就开始工作。由于他
造的秤质量可靠，秤物准确，一直受消费
者欢迎。一些家庭主妇慕名找到这小弄
来买一把小秤，以防所购物品短斤缺两。
有的村民进城，捎带一些土特产销售，就
会带把小秤。小商小贩去买的也不少。
还有海上养殖，鱼排买卖都需要大秤，不
时就有人定做大秤。毗邻的福安、福鼎、
蕉城、柘荣等市县，也有商家来店批发。
因此，范师傅的木秤还是很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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