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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说

难忘记忆

情景交融

工地夜景 郭建生 摄

百姓故事

真情流淌真情流淌

○○程浙军程浙军

■林椿

现在的年轻人极少会
穿用土布做成的衣服了。
满大街的姑娘小伙，一个
个光鲜亮丽，衣着整洁。
真是令人羡慕。我所要说
的土布，是上世纪流传在
广大农村的家织布，是用
土纺机纺成线，再用土织
机织成的粗棉布。穿土布
衣服的，大部分是农民，也
有部分城镇居民，我就是
这部分城镇居民之一。

1949 年 ，新 中 国 成
立。那时，百废待兴，物资
紧缺，大量商品都要凭票
定量供应。城镇居民每季
度初都会拿到一沓票证，
囊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
粮票、布票、油票、肉票、鱼
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盐
票、火柴票等等，大人小孩
做衣服的布，自然需要布
票才能购买。但每人每年
就那几尺布，做了上衣便
做不成裤子，做成裤子便
缺了上衣，难倒巧妇。更
何况十几岁的男孩，正是
会玩时节，上房爬树、跑跳
摔跤，一套普通棉布衣服，
很快就会穿破。

于是，家庭主妇们开
动脑筋，在上衣的肘部、裤
子的屁股、膝盖等易磨损
部位，衬上厚厚的旧布，用
缝纫机密密地织成一圆形
或长方形的补丁圈，相当
结实耐磨，并且也不难
看。另一部分家庭主妇，
则把眼光投向农村土布，
他们弄来土布后，按城市
的款式裁剪成衣，于是在
市区的街道，也能时不时
地看到穿着土布衣服的孩
子。

缙云是我老家，属浙
江丘陵地带，并非产棉区，
勤劳的农民只能在房前屋
后、边角地头种上点棉花，

收割后先纺成线，然后一
梭子一梭子织成土布。整
匹染色，一般是深蓝色或
是黑色。可以说土布完全
是自给自足的农产品。

土布衣服耐磨耐脏，
可做外衣长裤，也可做短
袄背心。

但是土布毕竟太厚且
粗糙，天冷尚可，天热嫌
厚，外穿尚可，内穿磨得皮
肤不舒服。还有一缺陷是
质地松软，穿在身软塌塌
地没点“刚骨”，因此太胖
太瘦的人穿着都不好看，
它把身材的缺点都暴露无
遗。

土布的出身来历是如
此普通平常，与机器织的

“洋棉布”或“的确良”相
比，它甚而显得有些低贱，
它只配作为劳动服而存
在，陪伴主人上山下田，挑
担插秧。从这个角度看，
土布衣服显得更有用、更
实际，而“洋棉布”“的确
良”被穿在主人身上的时
间，却是屈指可数的了。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
代，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经
历过物资极为匮乏的岁
月。对当时的农民农村，
对他们的生活，使用过的
物件，都有一定的了解。
我知道柴火灶，知道怎样
去井台挑水，知道石磨；亲
眼看姑姑们织布，做衣服，
参加过夏季的“双抢”劳
动，经历过割稻、打稻、晒
稻的全过程；夏天的夜晚，
与爷爷挤在破蚊帐里，又
热又闷，蚊虫叮咬，辗转反
侧。

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个
中学，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下面是一条土布裤子，脚
上小圆口黑布鞋……这一
幕真实地发生过，因为那
就是我。

汽笛声是童年儿歌的节奏
排着队做着开火车的游戏
多少人的梦想就是铁路的尽头
沿着这蜿蜒的铁轨
人生的轨迹不断在延伸
伸向远方，伸向未来

二〇二〇，金秋九月
绿巨人从高高的江浙之巅呼啸而来
我追风的速度拉近了时空的距离
我纵横的长卷
铺在瓯江、钱塘江、洞宫山
和巍巍的仙霞岭上

我是浙江绿谷高高矗立的丰碑
告诉你什么是铮铮的风骨和脊梁
我是革命老区负重前进的引擎
告诉你什么是几代人的信念和执着
我是崇山峻岭里那清脆的汽笛
告诉你什么是奔向长三角的欣喜

这是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同频共振的新机遇
我们紧紧抓住
这是“两山”理念引领创新发展中的新动能
我们步步推进
这更是跨山统筹、问海借力的“黄金走廊”
我们昂首阔步——永不停步

■陈慈林

2007年7月，我被杭州铁
路检察院特聘为“合适成年
人”。这名词有点拗口，说白
了，就是铁路公检法在办理列
车、车站作案的未成年人案件
时，其父母无法及时到来，为
保护他们的权益，聘请“合适”
的成年人担任其“临时家长”。

应聘后不久，某天接到检
察官小陈的电话：“已把小吉
（化名）基本案情发到你邮箱，
请查收。”小吉家住H省山区，
父母都是农民。他初中毕业
就出来打工。前些天他坐火
车从老家到上海找活干，深夜
时分，他趁邻座女旅客上厕
所，偷了她放在座位上的一部
手机，失主发现手机被盗后报
警。小吉在警察未到前，到厕
所卸下手机电板，又把手机藏

匿在卫生纸筒里……
警察很快找到被藏匿的

手机，并调查周边旅客，小吉
悔恨交加，主动交代了盗窃手
机的过程。手机估价 3089
元，小吉已构成盗窃罪，被警
方刑事拘留，并向检察院提请
逮捕。这一天，离他17周岁生
日还有40多天。

小吉千里之外的父母无
法赶来，为了保护未成年嫌疑
人的合法权益，检察院通知我
担任“临时家长”，与他们一起
到看守所提审。

阅毕案卷，我心情沉重：
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一念之
差就可能毁掉一生，作为“临
时家长”，我该如何做？

提审前，我与两位检察官
先作交流：小吉无前科、是初
犯；属于一时起意，并非预谋
盗窃；手机已发还失主，犯罪

后果轻微；认罪悔罪态度较
好。恳请检察官从教育挽救
未成年人出发，尽可能免于刑
事处罚。

检察官铁骨柔肠，一致同
意提审小吉进一步了解案情
后，再讨论处理方案。

小吉被带进审讯室，1.8米
的个头，看起来已像成年人，
但脸上满是稚气和迷惘。小
吉对我有戒心，对犯罪性质也
认识不足：偷的手机已还失
主，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去？

望着他稚气的脸，我说：
“孩子，你真不应该伸手，2000
元以上已构成犯罪。你父母
务农，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
却为一部手机就可能毁了自
己的一生。怎么对得起对你
寄托无限期望的父母、把你教
育成人的师长？怎么对得起
以你为荣的亲戚朋友？孩子，

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
然漫长，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
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

小吉低下头，眼里涌出了
热泪。我继续说：“你因为喜
欢别人手机就偷拿了，别人失
去心爱的东西会不会难过？”

“虽然你未满18周岁，但别人
的东西不能随便拿你不会不
懂，拿了别人的东西要承担后
果你也不会不懂。喜欢的东
西要通过自己劳动去获得，随
便拿别人的东西一定会付出
代价。为一部手机付出可能
影响一生的代价值得吗？”我
眼眶湿润、声音也渐渐升高，
因为我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
子!

小吉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会一辈
子汲取这次教训。”随后他如
实回答了检察官的讯问。

从看守所回来，我给检察
长打电话，再次重申我的建
议。检察院领导非常重视，两
位主办检察官千方百计联系上
小吉在上海工作的舅舅，请他
赶到杭州，为小吉办理“取保候
审”手续。最终，经检委会讨论
并向上级检察院报备，决定对
小吉实施“相对不起诉”。

后来小吉跟舅舅去上海，
在青浦一家汽车4S店学手艺，
经常发短信给我，告诉我他的
近况。几年前他娶妻生子，已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为了让
他彻底告别过去，我主动切断
了与他的联系。

应聘“合适成年人”13年
来，我已担任过9名失足青少
年的“临时家长”，在帮助他们
迷途知返方面做了些力所能
及的工作，尽了一名关工委老
同志的责任。

■春和

一年秋天，我先生从山区
带回两株铁皮石斛。石斛根茎
粗壮，叶片鲜活，枝头的花蕾含
苞待放。我赶紧腾出陶盆，装
进山泥，在阳台上给它们安了
家。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
见石斛枝繁叶茂，蓬勃生长。

秋季，乍暖还寒。种上石
斛后，我每天多了桩事——查
天气预报。若天晴，上班前就
把石斛搬进室内，避免阳光直
射；晚上又转到阳台，让它吸露
水。若是阴雨天，把石斛移到
阳台里边，免得被雨打风吹。

我常在石斛旁驻足，细察
它的长势。我急切地渴望石斛
快快生长。可三五天过去，石
斛越来越没精神。粗壮的根茎
逐渐干瘦，原本水灵的花蕾耷
拉着，整个植株病恹恹的。半
月过去，石斛枯成干条趴在土
上，留我独自沮丧。

偶然的机会，我去某单位
接洽事宜。刚踏进办公室，窗前
一盆石斛跃入眼帘：遒劲的茎，
紫绿的叶，在阳光里昂然挺立。
像我先生刚带回时的模样。

我问：“你的石斛很精神，
怎么养的？”对方说：“朋友送
的，扔在那儿，不去管它。”

我费尽心力、精心伺候，
石斛弃我而去；人家正眼不瞧
它一眼，它却欢快生长。我的
生活那么灰暗吗？连植物都
生无可恋。

先生见我为石斛闷闷不
乐，说我庸人自扰，活得不够通
透。

后来，先生陆陆续续又带
回铁皮石斛，不是植株，是石斛
茎，直接可入药、煲汤、泡茶。
按他的话说，免得我劳心费神、
自寻烦恼。

石斛茎用起来简单省事，
洗净、切段，放进容器，泡或煮

着，喝汤后，吃下软糯的茎。
整个过程由洗、煮、吃三个步
骤组成，仿佛我日常生活的三
部曲。

斗转星移。某天醒来，忽
然发现一束光、一抹绿透过窗
户，洒在床前。我的生活从此
明亮许多，眼光接触处不时闪
现红花绿草、蓝天白云，周遭事
物生机勃勃，同沐浴在阳光里
一样。

也是在秋天，遇到画家老
石，他送了我一把石斛茎。绿
茵茵的，粗壮挺直，在静静的秋
阳里显得俏丽动人。我掂了掂
石斛茎，心底竟涌起沧海桑田
之感。

我把石斛茎放进冷藏柜，
待闲暇时煲汤喝。大约过了个
把月，老石发来张图片，他说鲜
石斛水培成活了。强劲的根
须，怯怯的嫩枝，水培石斛魔幻
般出现在我眼前。我惊讶不
已：原来石斛这么容易成活。

我赶紧翻出几个漂亮瓶
子以及冷藏柜里的石斛茎，准
备大干一场。旁边在专注刷
屏的先生赶紧摆摆手说：“慢
慢来，请教专家后再种。万物
有灵性，你要化精力弄懂它的
脾性，才能种活。”他接着说：

“上次带回来的石斛其实是长
在树枝上的，根底附着苔藓，
既通风又湿润。你把它种在
山土里，我早料到不会成活，
可那时我们没精力也没条件
去料理它。”

第二天，我们在市农科所
了解到，石斛属于兰科石斛属
的一种植物，得种在水苔或兰
花介质中。后来得知，老石在
培植石斛时，水中放了苔藓类
营养物质。

从农科所回来，我把10根
石斛茎插在兰花介质中，不再特
意关注，顺其自然生长。如今，
石斛已冒出嫩芽，长势不错呢。

■朱敏江

在收割机还没有完全入侵
的年代，每到农忙时节，稻田中
人头攒动，总会看到一片忙碌
的景象：挥动镰刀割稻的，甩稻
把打稻的，捆扎稻秆的……

由于父亲白天在镇里的农
机厂上班，而稻桶等物件庞大
且笨重，母亲和我们几个无法
背到田里，因此我家的农忙要
稍晚些到来。当别人家的稻子
一排一排倒下，又变成竖起的
一个个稻草把子时，我家的稻
田往往出奇地安静。

但是一到晚上，我家的稻
田便会迎来另一番景象。刚吃
完晚饭，父亲就背起稻桶招呼
我们割稻去，母亲挑起箩筐，我
们兄妹几个捎上镰刀，分别背
上竹簟、稻梯紧紧跟在后边。
此时，白天的暑气已经随着夜
晚的来临慢慢消退了，丝丝的
晚风带来了阵阵的凉意，月亮
也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慢慢升
上来了。

“嚓嚓嚓”，那是镰刀飞舞
接触稻秆发出的声音。镰刀顺
着稻秆根部划过一道美妙的弧

线，一簇带着沉甸甸的稻子的
稻秆，便干脆利落地应声离开
了泥土的怀抱。几个弧线划
过，稻秆也由一簇一簇凑成了
一把一把，进入我们的手中，随
后又互相交错叠成了一堆一
堆，整齐地码放于稻田间，码出
了迷人的喜悦图形。

“咚咚咚”，在稻堆越叠越
多之时，父亲便停下飞舞的镰
刀，将竹席竖插在稻桶边缘，只
留一个打稻的口子，再将稻梯
放在桶中。然后，他双手抓起
一大把稻秆，高高举过头顶，将
带着稻子的部分狠狠地甩在稻
梯上。“嘭”的一声，稻谷就像调
皮的精灵，欢快地四处跳跃，直
到碰到竹席之后，才又乖乖地
钻进稻桶。

“嚓嚓嚓”，在母亲的带领
下，我们几个站成一排，弯腰挥
动镰刀有节奏地向前割稻。稻
秆一大片一大片不断应声倒
下，码成一堆一堆，然后又进入
父亲手中，甩打之后剩下稻秆
躺在稻桶两边。

月亮越升越高，清凉的月光
从半空里倾泻下来，洒在金黄的
稻田里，皎洁的白和饱满的黄交

融，在眼前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丰
收画面。不知何时，青蛙出来
了，它们鼓胀着肚皮，发出“呱
呱”的蛙鸣。田中一些不知名的
虫儿，也唱起小曲为青蛙伴奏。
河边的柳树上，传来了知了的叫
声，也许是听到嘹亮的蛙鸣后不
甘示弱，发出悦耳的鸣叫，要与
青蛙一较高下吧！

月夜之下，“嚓嚓”的割稻
声，“嘭嘭”的打稻声，此起彼伏
的蛙鸣声，以及知了的欢唱声，
它们组成了一曲优美的乡村夜
晚交响曲。

一夜过后，再去看我家的
这垄稻田，就只剩下了一个个
稻株头摆出的独特图案，仿佛
在讲述着昨晚那紧张而又欢快
的收割场面。待到第二夜，我
们再转战另一垄稻田，连续奋
战几个夜晚，属于我家的稻子
便都晒到了竹簟席上。

家搬进城后，这样的交响
曲我便极少有机会欣赏到了，
但那月夜下独特的画面，时常
浮现在眼前；那美妙动听的声
音，时常萦绕在耳畔。在我心
中，乡村夏天的夜晚是迷人的，
夏夜收割的声音更是美妙的。

■王珍

悠扬宛转的筝声从著名
的古筝老师韩建勇手指间流
淌出来，叫醒了左邻右舍的耳
朵。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
小区的小广场，加入到邻居自
发的中秋赏月闲聊会中。不
少邻居旨在零距离一睹这位
闻名已久的青年古筝家的真
人秀。

虽然没有正式的演出舞
台，观众也没有剧院里那种井
然的秩序，但在各种谈笑风生
和孩子们的追逐嬉闹中，韩建
勇用心专情地弹拨着，一弦一
柱、一丝不苟。

一旁，是杭州市余杭区和
美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创办人
沈永亮，一位来自茶乡闽南的
美术老师，客串茶道表演。他
拿出家里的功夫茶茶具和各
种好茶，温杯、洗茶、奉茶、添

水，热情地招呼邻居喝茶，到
位的茶道礼仪，一招一式都不
敷衍。除了和平日一样，他那
剪标志性的温馨微笑依然在，
在煮水泡茶、论茶间，又平添
了几分热情的主人好客的味
道。

韩建勇的古筝，沈永亮的
茶道，加上活动的发起组织者
新月疑似专业的主持，让邻里
间一次平常的聚会，在随意中
糅合了许多的正式和雅致。

月光如水。筝音如水。
此时此刻，邻居们亦和睦融
洽，柔情似水。茶香、桂花香
中，大家把盏话情谊，空气清
澈如水，风气清澈如水。

我素来钦佩有爱有才又
热心公益的新月，她长年在线
上线下主持各种邻里间的互
动活动，倡导环保节俭、友善
互助的生活理念，尤其是把

“春天里的故事”“动画片小电

影放映”等亲子互助搞出了特
色。

一次，我听到新月声情并
茂地把五星红旗的故事讲给
孩子们听。心想，能够如此有
机自然地把爱国爱家的家国
情怀，植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田
里，这绝对是一种功夫和学
问。

难怪妈妈要问我：“这个
女伢儿是幼儿园的老师吗？”
我告诉妈妈，这个年轻的女子
是位大学老师，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妈妈说新月真能干，有
本事把孩子管理得服服帖
帖。其实，服帖她的又何止是
孩子？因为，善美像光明，是
一种带动和引导，是人心所
向。

每一次活动结束时，新月
一定会提醒在场的人们，把桌
椅、器具归置好，把场上的垃
圾清理掉。新月就是这样一

位做事情善始善终的人。所
以，小区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她，就像喜欢天上的新月一
样。

那天，我看着沈永亮干净
利索地撤掉了泡茶台、煮茶
壶，清走了茶具、茶叶渣，滴水
不漏，干干净净。韩建勇则顾
不得把古筝、筝架、琴凳、音响
等搬回家，而是从家里拿来扫
帚和簸箕，默默地清扫地面。
这位貌似带些孤傲的艺术家，
那一刻平易、亲和得像一位勤
快的清洁工。新月更是全家
总动员，把瓜子壳、烟蒂、果
皮、饮料瓶等垃圾归拢成堆，
把桌椅收起归位。

人走茶凉时分，有公益、
热心的新月、沈永亮、韩建勇
们在继续收拾残局。秋凉的
夜，顿时，有了几分暖意。

沈永亮、新月都是二宝的
父母，韩建勇在节假日是教学

任务最繁重时，他们都够忙、
够累，但即使是在身心俱疲的
时候，他们却还能想着，不留
下一地鸡毛不管，不给别人添
麻烦。这种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处处为
人着想的善良，就是我们时常
在心心念念寻求的教养啊！

教养无关身份，无关贫
富，也无关文化、才艺，而是渗
透在平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
现于举手投足之间。教养是
真正溶入血液里的修为，是雕
刻在骨子里的高雅，是铸造在
生命中的造诣。有教养的人，
都是自觉自律的人，一举一动
都有温度，让人如沐春风。

其实，教养这东西，不用
刻意去礼仪学校进修学习，它
们就在平常的日子里，在身旁
的人群中，用心去发现、体会，
并心甘情愿去感染，就可以近
朱者赤。

■余瀛

“你们这一群人，都快把
安全帽给戴上！”

工地上的安全负责人饶
兴，边说边掏出每天的巡查记
录本，他现在正对没戴安全帽
的民工作一一的登记。

木工组包工头一把拉住
了饶兴的衣角说：“大热天的，
戴上这厚重的安全帽，误事又
碍工，现在任务重，进度跟不
上，能不能不戴这个哟？”

工头又俯首帖耳向安全
员道：“您和我都是从幸福村
出来的，这眼一闭就过去了。”
安全员却严肃地嚷道：“有多
少个没戴安全帽，我就记多少
个，初犯20元一个！”

“妈呀，20元一个！龟儿
子，你他妈的屁眼真黑呢！”工头

脸上瞬间露出了少有的猪肝色。
“听着，大家马上放下手

里的活，到对面去把安全帽给
戴上。慢了，进度跟不上，就
怪不得咱们了！”工头怒目圆
睁，板着脸向民工们吩咐着。

十来个民工立即停下手
中的活儿，满脸不情愿地走向
了对面。他们取了安全帽，往
脑袋上戴。安全员渐渐地，背
影远去了。

工头手一边指着远去的
背影，一边狠狠地嘟囔着骂
道：“这个饶老幺，他的规定就
像石头上钉钉子——硬对硬
呢！”大家随声附和道。

突然，一块半节砖头从天
上坠落下来，10多名工人连同
这木工组的工头都“啊”地叫
了起来。砖头的着地点，正是
这10多人的木工现场。好险！

绿巨人呼啸而来绿巨人呼啸而来

失足青少年的“临时家长”

缙云土布

乡村夏夜交响曲

这必须得罚款

闲情逸致

家里的鲜石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