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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辽阔，任成群的苍鹭

想怎么飞就怎么飞，要相信

在内心拥有湖泊的人，你的手上会

提着浪花编织的花篮，甚至，

一只泥泞中的寄居蟹也会视你为知己

在自然中，每一个事物都是道理和寓言

就像此刻，波涛阵阵，带来安息般的蓝

和大地之心亘古的活力

要坚持流淌，连夜赶往那梦中的鱼米乡

看一看它的渔家姑娘在剥莲蓬，湖里打鱼人

正收网，野禽和芦苇互相嬉戏

你爱它弯腰拾螺捕捞的渔民，顺便爱上竖在

风中的网。这些奔跑在波浪上的小黑点

弯曲，卑微，却又蓬勃着痛楚的光辉

要坚持清澈，一滴液体的乡愁和爱，闪烁着

疼痛着。你要路过它的鹤舍村、李通林村、

星子县，你要慢慢向一生不可多得的喜爱靠近

寻求那消失或尚未出现的东西。鱼儿

倾巢而动，一朵荷一出生就到达了妙龄

孤山寺的晚钟和收网的号子互为喻体

那不朽的一切已被重新命名，哦，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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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从水里看赣州，会更渗

透，更有韵味，也更有颜色。
只有泳者，能从水里看

赣州。泳者在龟角尾下游
五六十米处回看赣州，身在
赣江，左边是贡江，右边是
章江，蓝蓝的江水组成一个
大大的“人”字，绘出很人文
的水赣州。

❷
奔腾的章江，沿着赣州

城区南面弯一个大弧，江水
立即舒缓而温柔起来，形成
了俗话说的“腰带水”。我家
就住在江畔，早时不晓事理，
只见水不见“腰带”，后来懂
一点事时，则只见“腰带”不
见水，章江已悄然干枯。那
是上世纪 70 年代，粉黄的油
菜花沿江岸怒放，欢喜地泛
滥到天边，包裹了村庄、工
厂，也包裹着我的家园。章
江，是我青少年的向往。我
曾泅过章江，也曾乘舟过江，
步踏浮桥、骑单车过江，沿着
江边羊肠小道恋爱回家的感
觉真好。章水，在不自觉间，
走过了我的少年。

后来，是一条橡胶坝捆
绑江河，成全了这股“腰带
水”。不管靠橡胶坝捆绑的

“腰带水”，还叫不叫“腰带
水”，章江两岸的高楼大厦如
雨后春笋窜起，江畔变化日
新月异，特别是晚间，美轮美
奂的绿树泛光灯、激光探照
灯、椰树彩灯等等，高低远近
各不相同，花千树，星如雨，
将夜幕里的水城装点得流光
溢彩。夜色令人醉迷，促涨
了多少风水假说的欲望呵。

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
反光的不一定是好水。对江
河水，不仅观赏，更应该品
尝。今日的章水，缓缓如同
凝滞，比二胡里奏出的《江河
水》更沉重。

守护一泓净水，比守护
一杯净土更难。游泳在章
水，确实有点脏。膨胀的城
市带来了诸多的膨胀，下水
道也似一条条膨胀的溪流汇
聚，章水快一阵慢一阵，冷一
阵热一阵，有时像进入温泉，
却不是温泉而是城市污水，
腥膻之气令人呕吐。从河里
爬起来，一身黏黏糊糊的像
涂了一层胶水，让人像吞了
苍蝇一样腻歪。人生不知道
有没有轮回，水，却是有轮回
的。章江不仅是赣州的观赏
水，也是赣州市民的饮用水，
章水经过各种管道，日日夜
夜流入两岸市民的食管、血
管。用漂白粉漂过的水，或
许真的没有一点异味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河？！
水与水相连，生命与生命相
连，生命亦如一泓章水。

❸
贡江是真正有霸气的大

江，江面开阔，江水浩荡，直
贯南北。秋水如神的季节，
贡江，就像一位骁勇大将军，

挥舞着呼啸凌厉的长风，卷
起排阵千重的滚滚浪涛，永
不懈怠地击打着江岸，摧残
浮桥，常常把 400 多米长的
浮桥扭曲成一支巨大的弯
弓，而江流就似一支闪亮的
箭镞。宋代留下的浮桥相互
挤压，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
从宋代传至今日。

碧蓝、深蓝、黛蓝，江涛
如海涛。此时游江，不由顿
生几分英雄豪气，只见一队
队泳者在逆水逆境中逆流而
上，汇成一股水流人流的大
军，乘风鼓浪。沉沦于激流，
人生一大快事，可以无思无
欲，在片刻间脱离红尘。

生命在激越中激活。贡
江的污浊并不比章江少，相
反，因为江宽水阔而水情更
加复杂，一条大江同时夹杂
着各种流派，有清流、浊流，
有暗流、激流，统统在流动中
融合，失去本色，变成新我，
这就是大江就是人世。贡江
是胸怀宽广的大江，流量是
章江的七倍，更因其南北直
通迎时代风潮，兴风作浪，生
生不息，那些污浊就在荡涤
中瓦解、净化。

❹
赣江漂着一首民谣：登

上齐云山，游过储潭、三门
滩，生活在赣南，一世不遗
憾。

储潭、三门滩，是赣江
一脉上的两个著名险处。
三门滩又唤做“十里河排”

“峡江”，人们从山上往下
看，一条江流被两排大山挤
夹，百丈深渊下似一条银链
曲曲弯弯，令人发憷。而漂
游在挤兑的江水里，感受完
全不同：两岸山脊壁立千
仞，一泳一形一景，青、蓝、
黛、紫，变幻无穷，岚雾袅
袅，美不胜收，被两排大山
夹挤的蓝天似一条天河，白
云滚滚也似雪浪涛涛。

三门滩下游的大滩，激
流汇成一个六七平方米的
漩涡，曾手忙脚乱在漩涡里
挣扎，人力硬与水力搏斗，
差一点丢掉性命。后学乖
了，一动不动，顺水而去，漩
涡猛烈地把你旋入中心，吸
入水中，似乎要干什么，其
实又没干什么，只一会儿又
用力把你抛弃出来，如同坐
了一趟历史的旋车。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
帆悬”的储潭，是另一种漩
涡，几百平方米的更大漩
涡，整条江流在这儿盘旋，
力量巨大而不易觉察，古来
是赣州人打捞溺者之处。
有一次，我们 10 人晚 8 点才
游到这里，两岸灯火与天上
星斗连成一片，煞是美丽，
却无心赏景，在水际与星际
间迷了路，脚下也开始抽筋
了，有点旋不出去的幻觉。

❺
水里赣州与岸上赣州不

一样，水里的人与岸上的人
也不一样。岸上的赣州女
人、男人都有点好“摆”，尽管

“摆”的内容、形式不一样。
可就没见过，谁在水里好

“摆”的，男女老少一个个都
是坦诚相见。可见“摆”不

“摆”，看地方。当然，水里的
人说话水分大一点，大家都
知道的，一笑了之。

“水色本正白，积深自成
绿。”亲水，使人欢乐。

贡江、章江、赣江，三江
分流又合流，功利与非功利
既对抗又和谐，共同组合，流
淌着这座城市的韵脉。

上善若水。对于水，以及
以水为媒的探究，我们很难追
索根底，模糊的物事自有其模
糊的好处，一经明朗，它的端
点也许有如剥去饰装的泳者，
当初存留的感觉和期待，也可
能会变得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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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语 进入腊月，城里人忙碌起来，
其实是快递小哥忙碌起来了，各种
各样的年货通过快递小哥的手送
进了千家万户，现在的微网厉害，
天南海北的好东西任你选择，手那
么一点，不几天，你想穿的衣服就
能穿上身，你想吃的美食就能下了
肚。据说一个人最难改变的是两
样，乡音和口味，在我身上都得到
验证。我的家乡方言属于“古吴
语”，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身
为语文老师，我的普通话并不“普
通”，每每被学生嫌弃。这个话题
咱暂且绕过。临近春节，我特别想
念家乡的吃食，现在的微信方便，
发小们这几天动不动上去晒图，最
让我动心的是清泥塘的照片，不要
太馋人呵，网兜里闪着银光的鱼，
虾篮里乌油油的草虾。但是，最让
我眼馋的不是收获的丰足，是清泥
塘时抓鱼捉虾的欢乐。

家乡是圩区，早先是石臼湖丹
阳湖固城湖三湖构成的泽国，历朝
历代的先民筑圩造田，湖渐渐缩
小，田渐渐增加，成了鱼米之乡。
我少年的时候，正是人民公社时
代，男女老少都在生产队挣工分，
下田得坐船，走亲访友得坐船。一
个圩相当于大圈，大圈里浮着很多
小圈，这小圈我们称之为“堠子”，
一个“堠子”里有几十亩或者几百
亩水田，“堠子”之间也是水隔开。
夏天，如果没有船可划，等不及的
男劳力便脱了衣裤，放进仰天的笠
帽，一手举着，踩水而越过河。上
了岸，再将衣裤一一穿上，女人们
看习惯了，当做没看见。有人惊奇
踩水的人本事大，这在圩区不稀
奇，我见过高手肩上扛着一箩稻
谷，涉河而过，水淹不到胸，经过六
七十米宽的河面，稻谷不曾沾到河
水。当然，有轻功的人据说可以在
水面上疾步，但，那些人只活在电
影里。年底的时候，生产队的福利
是清泥塘，为什么我不说清“鱼”塘
呢？在我的家乡方言中“泥”“鱼”
同音，更主要的是，圩区的池塘就
是泥塘，水抽干了，赤脚踩下去，黑
油油的烂泥从脚趾缝里冒出来，突
然就抱住了你的腿肚子，淹了你的
膝盖。我下过山区的池塘，水清澈
不说，脚掌下全是沙土和鹅卵石，
像是踏进了做足疗的木桶。再有，
生产队的池塘有鱼，却不放鱼苗，
也不喂鱼饲料，实在不能称“鱼
塘”。奇怪的是，年底清塘的时候
却总收获颇丰，甚至有不少几年几
十年长成的大鱼。在圩区，池塘一
般都与小河大河相邻，隔着一条人
工筑的坝，坝外的河面属于公社渔
管会，那河里长的鱼虾也是非农业
户口，一年四季，我们常在圩堤上
看见城里的卡车来拉鱼。大人们
说，大鱼都会飞，在漆黑的夜里。

我外公当时是渔管会的主
任，我问外公，外公说，人要动了
歪脑筋，猪都能在天上飞。我当
时没听懂，几十年后我外公这句
话成了小青年们挂在嘴上的流行
语，叫“会飞的猪”。

我很快就知道了秘密，其实在
大人们中间是公开的秘密。池塘
的水抽干了才能清塘，早年抽水主
要靠人工水车，别处有手拉的，我
们是用脚踩，相当于现在健身房里
的跑步机，脚下要踩动一匣一匣的
水从低处往高处走，当然比跑步机

上吃力，水车的上方就架了一根横
杠，人趴在上面可以稍微借点力。
这家什现在还能看到，在乡村旅游
区的“农具展览馆”里是大件。后
来生产队实现农业机械化，最早普
及的是抽水机。抽水机机身卧在
坝上，两根炮筒似的水管前翘后
探。架设抽水机是个机会，男劳力
们会提前一天在夜里挖开坝，摇一
只小船驶往远处，船舱里装了白酒
浸过的糯米和黄豆，都是人吃不上
的好东西，从二三里外往回摇，一
路撒在河心，最后将剩下的一粒不
剩全部倒在池塘。天快亮时，池塘
水面上这里那里冒水泡，有大家
伙！男劳力们喜滋滋地将坝上的
缺口填了，将抽水机架在新土上。
抽水机卖力地吼叫，全队男女老少
都等着，等着那些嘴馋的大鱼在水
面上犁出一道道浪花，等着水落鱼
见，泥黑鳞白。

塘底自有塘底的世界，有山高
水深，有此起彼伏，并不是一个规
则的锅底。男劳力们用铁锹挖出
一条水沟，将水洼子里的水引到抽
水机吸筒那里，筒子口罩着一只旧
竹篮，怕小鱼小虾吸进去，那样，在
另一边出来就粉身碎骨了。最先
安静下来的是大鱼，它们折腾够
了，没了水它们就失了势，干脆晒
出白肚皮。那些筷子长短的鲫鱼
白条，只要还有一指深的水，它们
绝不甘心认命，它们扑打出一串串
泥浪，在男劳力的胯下左奔右突，
惹得看客们大呼小叫的惊喜。小
鱼小虾可能是被这突然的变故吓
蒙了，或者是被浑浊的泥浆呛坏
了，到后来它们基本上是在泥水里
不惊不跳，听天由命。有时候我会
想，风云变幻之际，人类社会各色
人等的表现亦如这池塘之鱼。

不是所有的男劳力都有资格
参加清塘。这是个欢乐活儿，也是
个辛苦活儿。天寒地冻，池塘水抽
干了，冰还在，碎成片了，像玻璃一
样插在泥水里，一不小心就在人们
的腿上拉出一条血口子，不比玻璃
片含糊。岸边上烧着火堆，不时有
清塘的人挨过去烘手烘腿脚，条件
好的生产队，还给每个男劳力发一
瓶大曲酒，冷了就从怀里摸出来灌
一口，驱寒。这当然馋人，但老弱
病残排不上号，一不小心寒气进了
骨骼，终身就是“老寒腿”，队长只
挑选那些火气旺的劳力。除了身
体，还得讲究人品，讲政治。有人
自私，看老婆孩子在岸上看热闹，
使个眼色，把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扔
到老婆脚边，那鱼就贪下了。太
大，招眼；太小，不值。还有用心更
坏的人，把大鱼硬踩到泥坑深处，
做个标志，等人散了天黑了，他悄
悄地捞出来拎走。这样的人只要
被发现过一回，队长就把他打入另
册。最着急的是我们这帮孩子，眼
睛盯着塘底的每一块可疑之处，心
里祈求那里有漏掉的鱼虾。男劳
力们搜罗得差不多了，队长一挥
手，撤，他们还没来得及上岸，我们
迫不及待地冲下来了。顾不上冷
不冷，顾不上冰片拉的伤口，你争
我抢，大多是小鱼小虾，也有运气
好的，在泥坑中摸到一条老黑鱼，
那简直是彩票中奖一样开心。这
两种东西天生长得黑，卧在泥浆里
不易发现，而且，它们生命力强，在
泥浆里生存十天半月都没问题，情

况不妙，它们就先把自己埋了，等
待风生水起的时机。

看到发小们在微信上晒的
图，我蠢蠢欲动，刚放寒假，我就
驱车回了老家，想参加一次清塘，
过把瘾。

现在的圩区已经变了模样，圩
堤变成了公路，我老家所在的相国
圩是最大的圩，周长有三十公里，
成了真正的“一环”公路。读初中
时，我有个同学调皮捣蛋，老师要
找家长，那时代通讯不便，老师只
能家访，学生带路，俩人走在圩堤
上像是警察押送小偷。老师外地
人，学生家住“堠子”上，四面环水，
学生知道老师要告状，他将逃不掉
一顿皮肉之苦。从放学出发，走到
半夜鸡叫，老师发现绕了一圈又回
到学校。学生总是说，还有四五里
地，是圆心到圆周半径的距离，他
俩在圆周上运动，永远离学生家是
四五里地，老师走得腰酸背疼，却
又哭笑不得。这事成了师生们一
辈子难忘的笑料。这学生姓刘，人
称刘总，就是今天带我清塘的塘
主。老刘前些年在省城搞拆迁，赚
大了，这两年他撤回老家养鱼养螃
蟹，说图个日子快活。车子径直开
到“堠子”里，以前种稻子的良田全
都挖成了池塘，农户全都变成养殖
户，挣钱多，政府也支持。我朝四
周看去，水面一格格像镜子一样晃
眼，“堠子”间筑了坝彼此相连，不
用船来船往了，甚至有一条高速公
路，横贯圩子南北。我脸上有些失
落，老刘看出来了。老刘说，文人
嘴脸又暴露了，千万别！要挣钱就
得变，不变就没翻身的机会。我那
些年在城里凭什么挣钱，砸烂旧世
界！理也许是这个理，我心里还是
过不去，我说，咱开工吧。

老刘早做了准备，鱼塘里的水
已经抽得差不多了，大鱼小鱼在里
面闹腾得欢。我也做了准备，从后
备箱里搬出一箱白酒，一人发了一
瓶。我正要脱鞋扒袜子，老刘说，
慢，递给我一套连身橡胶服。我看
一眼他手下的雇工，人人都穿了这
玩意。毕竟是养殖鱼塘，我们收获
不小，而且种类齐全，有螺丝草青

青，也有鲫鱼鲈鱼昂刺鱼。雇工却
告诉我，这是刘总事先布置的，现
在养鱼都分塘，品种不同，喂食防
疫各不同，这些鱼是专门凑来的。
老刘哈哈大笑，我就是想骗你高兴
一回。原来，现在鱼塘起鱼不再是
水落鱼见，而是网捕。清塘捉鱼已
经行不通了，那种泥浆里呛过的鱼
活不长久，进不了城，城里人只喜
欢活鱼。

我当然被老刘的设局感动
了。我总觉得找不到少年时代的
感觉，疑心是穿了那橡胶皮，腿与
泥水隔了，戴了皮手套，手与鱼虾
隔了；疑心是塘埂上没有点上火
堆，没有火苗的升腾和烟雾缭绕，
缺了当年的热烈的气氛；疑心是塘
埂上只有萧瑟的枯草，没了看客们
墙一般密实的人影以及鼎沸喧哗，
老家人说的“人来疯”进入不了

“疯”的状态。我最后归结于，那时
候的我，捉到一条鱼就有一顿美
餐，有动力有追求有想象力，不像
现在的我，任何山珍海味都只是餐
桌上的菜而已。发小的好意让我
明白，鱼非鱼，子非子，清塘只是我
们美好的少年梦了。

许多文人都恨过自己的家乡，沈
从文曾经逃离过湘西，鲁迅曾不愿回
绍兴，莫言当兵离家时也暗中发誓再
也不能回到高密，但最终他们都对故
乡一往情深。我想这是因为，少年的
伤痛总会被岁月抹平，故乡是作家永
远绕不开的创作源泉，哪怕只有一丝
丝温暖记忆也能陪伴终生。我们这
样的小人物，无鸿鹄之志，甘于蓬雀
之乐，觉得受荆棘刺痛是人生难免，
不肯忘却那些尘埃里的阳光瞬间，就
如记忆中这“清塘”的乐趣割舍不下，
虽说愚昧冥顽，却也是平凡人生离不
开的幸福闪回。

年末同学聚会，居广州的同学
说，有一回随手读一篇小说，觉得
亲切，读到把“泥鳅”写成了“鱼
鳅”，认为这作者肯定是老乡了，只
有我们老家人“泥”“鱼”不分。翻
看作者，就是你。我有些惭愧，语
文老师不该犯这错；我有些幸福，
我们虽处天涯海角，家乡的方言也
能让我们心有灵犀，传递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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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入新疆上空，我想起了
新疆文学界的几位朋友。前年的
秋日，一个新疆的作家朋友童马去
世了；去年的初冬，又一个新疆籍稔
熟的儿童文学女作家姗晓又去世
了。这让人百感交集。童马生前
出版了七十多本有关新疆题材的
长中短篇小说，最后一本书《万桐
书》是写内地音乐家遵周总理之命
赴疆近半个世纪整理收集十二木
卡姆音乐的历程。姗晓最后一本
预防儿童艾滋病的科幻小说为《消
失的红丝带》。飞机飞过乌鲁木齐
上空在克拉玛依转机时，我与鲁迅
文学院同学、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作协常务副主席的董力勃通了
个电话，说我快到伊宁了。董力勃
让到乌鲁木齐来玩，但这只是一厢
情愿，因新疆实在太大了，伊犁离乌
鲁木齐还远，离北京就更远了。早
年看过一部名为《草原雄鹰》的故事
片，讲的便是哈萨克族青年兽医在
牧区与伊犁马打交道，为牧民们服
务的故事。《草原雄鹰》原名叫《远方
的青年》。这又让人产生一种冥远
的风吹草动。

远方的青年是什么样，远方的牧
场天山是何景色，总让人浮想联翩。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伊犁霍城

这么边远偏塞的地域，聚集着众多
的少数民族，吸纳了纷至沓来的内
地淘金者与大小官员。别的不说，
单就是禁烟的林则徐流放至此两
年半载，也足让人心事浩渺一番。
在林则徐于市内的大帅府方得知，
林则徐当年跋山涉水了一年零两
个月才抵达这里。想想看，一个刚
在广东完成钦差大臣使命的人又
被发配到了这里，真可谓是从南到
北，千山万水，横穿中国了。林则
徐到此兴修水利，救民于火，当是
另说。而在伊犁将军府看到1907
年芬兰首任总统到该地拍下清军
军营操练的照片也让人匪夷所思，
他一个看上去同中国毫不搭界的
北欧人，在那么久远的年代，为何
对这还贫瘠的国度如此感兴趣，专
程来留下了这众多影像。从资料
上查知该国首任总统卡罗·尤霍-
斯托尔贝里是1919年当选为总统
的，在当选的12年前他是什么身
份？这似乎都成了一个谜。

霍城小城看上去那么安谧，那
么静怡，夜晚的霓虹灯在大巴扎等
建筑上闪烁，路上车辆稀少，行人
疏懒悠闲，临街的商铺戴着圆帽围
着披巾的哈萨克男女出售着土特
产，这里的霍尔果斯口岸与哈萨克

斯坦国为邻，大包小裹，来往车辆
更增加了一番商贸气息。艾克拜
尔老师的书屋却是这小城中一处
温馨的花园，这里是他的家乡，有
他与生带来的文化气息弥漫在书
屋的书画上。他的豪爽与文化底
蕴附着着哈萨克民族的豪迈，这豪
迈中又渗着几多柔情散发在牧民
家牧家乐的歌声中，奶茶，炖得很烂
的手扒肉，大盘鸡及馕和炸馓子拉
条子伴随着薰衣草的香味都扑鼻而
来。慈祥的老阿妈唱起年轻时的哈
萨克情歌，那么幽深执著单纯，如天
上的星星一般。环绕着这歌声的是
一层层雪色交错的山和一片一片的
湖。当地人说，天有多蓝，赛里木湖
就有多蓝，云有多白，天山上的雪就
有多纯净。在这纯净中，见马就想
骑的彭俐沿湖乐此不疲地来回穿梭
着，而思思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峰
上激情迸射，在风雪中抛衣散鬓，
露出雪胫玉臂尽情释放。这是大
自然的魅力，是山风水韵吹来的情
怀，也是伊犁35万多平方公里的
地阔天长，气象万千。

离开那天，恰逢天宫二号升天，
新疆测控站也在捕捉它的信号，我
在飞机上看到伊犁霍城的眼睛也在
一眨一闪的，那就是城市的灯火。

□ 王 童旅 途 远方的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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