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侯敏 组版：王震校检：刘文冬席波

官方微博：新浪@三秦都市报

2020年11月22日 星期日都市文化·细品Ａ6
www.sanqin.com

明舍是一座典型的关中民
宿，坐落于终南山下抱龙峪抱石
村旁。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民谚称抱龙峪“九沟十八岔”，相
传唐太宗李世民少时被宫女抱
出此峪而得名。唐代高僧普安
和宋代名士种放皆曾栖隐于
此。之所以称为明舍，大概是主
人崇尚传统文化，偏爱知行合一
的王阳明，故取此名。

走近明舍，最先跑出来迎接
我们的，是两只活泼可爱的小狗
儿，一曰小波，另一曰奔奔，摇头
摆尾，张嘴吐舌，迈着欢快的步
伐，径直往人怀里扑，亲昵得不
得了，如此特别的欢迎仪式，让
人顿生喜悦。小波本是村里的
流浪狗，明舍的主人念其漂泊无
着，好心收留，从此小波有了知
冷知热的主人疼爱，奔奔也有了
玩伴。两只小可爱一土一洋，一
个耐寒一个怕冷，一个好动一个
矜持，时常相伴左右、打闹嬉戏，
给大家增添了不少乐趣。

屋里屋外看明舍，土坯墙围
成的四方小院，青砖瓦房，红灯
高挂，绿草如茵，石磨铺路，石槽
盛水，无不透射着传统文化与地
域民俗的印记。大门楼茅草覆
顶，黑漆双扇，周围山高树阔，竹
林环绕，飞鸟栖鸣。不禁让人想
起“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
意境来。

打理明舍的是一对夫妻，都
是美院毕业，健谈且耐心周到，
待人十二分的热情，特意从几里
外的小镇上买来红薯、地瓜等农
家特产，将炉火烧得通红，亲自
为我们烤制美味。我们一边啃
着飘香诱人的烤红薯和烧土豆，
一边品着热茶，欣赏着悠扬和缓
的音乐。大家随性聊天，快意说
笑，满屋暖意融融。轻柔的山风
穿堂而过，带着泥土的气息，揉
着果蔬的味道，如毛茸茸的小手
抚撩着我们的面颊，让人倍感愉
悦清爽。这一刻，我们平静了躁
动的心神，停下了匆忙的脚步，

隔离了闹市的喧嚣，才真正体会
到什么叫放空自己。

明舍依山而建，临村而立，
既有山野的静寂，又不远离人间
烟火，别具乡野特色，满满生活
气息。步行数十米即可到村巷
深处。眼下农事不忙，年轻人多
外出打工，村里略显冷清。偶尔
可见三五个叼着纸烟蹲在地上
聊天的老汉、带着孩童坐在村舍
前绣织品的妇女，以及低头刷手
机的半大后生，还有那“哞、哞
……”叫着找妈妈的小奶牛……
秦岭脚下是柿子的优生区，农家
院落、房前屋后遍植柿树，在这
深秋时节，火红的柿子挂满枝
头，熟得几乎要掉下来了，看上
去十分诱人，却不见有人采摘。
我们疑惑地询问坐在柿树下做
活儿的老太：“大娘，这柿子都熟
透了，咋还不摘呢？”老人家打量
了我们一番说道：“城里来的
吧？你们想摘就摘吧，随便尝！
不过不要都摘光了，留几颗给雀

雀（鸟儿）吃。”一番话，道出了关
中人的宽厚与仁爱。忽然间，我
对老乡们又多了几分敬意。

既然老乡允许，我们还真想
摘一些柿子尝一尝，平时虽然不
缺水果，但像这样土生土长、原汁
原味的并不多见。再说自己亲手
采摘的，付出了劳动，兴许吃起来
更香甜呢！但我们还是选择到远
离村舍的山脚下的柿树上去摘。
这一动手才知道，看上去近在咫
尺，唾手可得，实则并不容易。高
处的够不到，用长竿敲，用石头
扔，十打九不着，只听动静响，不
见果下落。明明是成年人在劳
动，看上去却像孩童闹着玩……

小波和奔奔始终与我们形
影不离，我们干活时它俩也跟着
在一边捣乱，不时在山间田野追
逐撒欢，在草丛中胡扑乱咬，惊
得鸟雀四散，弄得“一地鸡毛”，
虽然满身狼藉，野趣却尽在其
中。明舍不光有山野之静、自然
之美，亦是文化宝库。

■张广才明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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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楼下有一块空地，
三面临着高楼，一面挨着马路。
原本是开发商要盖两栋高楼的，
商人重利，见房价扶摇直上，偏
捂着，谋求更高的利润，后来政
策收紧了，标准高了，楼间距达
不到要求，这块地就一直闲下
来。因为闲着，积土成堆，其上
忽然就有了半人多高的野草，没
人打扰的野草长得汪洋恣肆，连
成了一片，连成一片的野草中独
立着几株无名的小树，小树有时
在风中摇摆，有时在雨中作揖，
还有时什么也不干，就在阳光底
下端坐着。草木的色彩让我足
不出户就知道了外面的春秋，知
道了寒来暑往和阳春白雪。但
我的目光时常在三面的高墙上
碰壁，我不知道这块地是否只有
我一个看客，总之我是知道的，
它生长着草木也生长着孤独与
荒凉。

荒园，是我给荒地的名分。
它既已成为我的后花园，就应该
配有一个好的名称。四月初的
一天清晨，园里来了一对70多岁

的老夫妇，穿着不讲究的衣服和
敞口黑布鞋，尽管头发花白、满
脸皱纹，但看着身体硬朗，精神
劲头也很好，这模样不像城里
人，也许是乡下来城看孩子带孙
子的老人，也许是小区其他的什
么人，他们时而说着，时而笑着，
还指指点点，在规划什么，直到天
边聚拢的五彩云又散去了，脸红
红的太阳也在远处的高楼上越走
越快，他们才转身慢慢走了，给我
留下谜一样的思考。第二天是周
末，我被斑鸠的叫声早早吵醒了，

“嗨”，在阳台上，我又见到了昨天
的那对老年夫妇，老妇人锄草，老
汉挖地，大的土块用锄头一一敲
碎，动作标准、流畅，看得出是个
干农活的老把式。

那段时间，这两位老人早来
晚走，荒地的一角很快就大变
样，晒过的土地被整得像头发一
样一丝不苟，平平整整的。还因
势利导，在土坡的下面挖了一个
小小的蓄水池，被开发了的土地
四周打了一道稀稀的竹篱笆墙，
入口处有用树枝扎成的门，这

样，一个像模像样的都市菜园，
便不显山不露水的大功告成
了。清明前，有一小块地铺上了
薄膜，我知道，育苗开始了，很想
知道他们要种啥。不久结果出
来了，我看到的是茄子苗一行，
辣椒苗一行，豇豆苗一行，各自
行走在自己的位置。还有我熟
悉的黄瓜苗、西红柿苗，也有我
不熟悉的一些蔬菜苗，后来我看
到两位老人抬着桶用木瓢给地
里浇水、拔草、搭架。西安的夏
天，来得像一阵风，天很快热起
来。端午过后，荒地的菜开始出
园了，绿辣椒、紫茄子、青黄瓜，
长豇豆、短豆角，还有绿油油的
空心菜、小白菜。清晨，这些还
带着露水的菜，被老人用竹篮源
源不断地提走了，没想到这个小
小的园子产量如此惊人，像个充
满了魔力的百宝箱，每天都有相
同的、不同的菜变出来，我仿佛
闻到了它们身上不可抗拒的田
园气息，真是让人眼热。我想，
这么多的菜，吃是吃不完的，他
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如果要公

开出售，我会毫不犹豫天天去
买的。

后来，当菜园里的绿色逐渐
暗淡下去时，我见他们开始从地
里挖红薯、刨土豆，搬运金黄的
南瓜、扁圆的冬瓜。再后来，冰
雪来了，土地开始上冻了，地里
挺立的除了青青白白的萝卜和
圆圆滚滚的白菜，再无他物。

来年盛夏，那两位老人菜园
的规模竟扩大了一倍，又带动三
家在旁建了私家园地，蔬菜长势
喜人，我也过足了眼福。按局势
的发展，只怕用不了多久，荒园
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菜园子，
妻子说，要不咱也弄一块吧，怕
是下手晚了没有了。在我犹豫
的时候，荒园开进了几台机器，
铲的铲，拉的拉，压的压，很快变
成了一个大的停车场。曾经的
风光了无痕迹，仿佛过去了的一
切没有发生。

一天，想起这里的变化，我
写下这些文字。写下了这里曾
经的风景，风景中有着不尽的田
园风光和牵挂的乡愁。

不知持续几年了，奔三后，
我始终未能习惯自己已经三十
多了，总是会看似不小心地少填
那么两三岁。填年龄的机会其
实不多，大多是在学校门诊部看
病时。

“年龄？”医生问。“呃……”
我习惯性迟疑一下，刚想说二十
几，将今年年份一减出生年份，
才又发现已经三十多了。明明
是三十五，有时报成三十四，三
十四时还报成三十二。我估计，
到四十岁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况
还会发生。

十几岁时，觉得到二十岁好
遥远。二十几岁时，又感到三十
岁很漫长。十年前，谁告诉我他
三十几岁，我真会觉得他很老，

虽然心里不敢说，但内心已经把
他划为“老汉”行列。如今，觉得
四五十岁才老，三十几岁正
年轻。

年轻与否，永远是个相对概
念。与比我年龄大许多的人闲
谈，问起年龄，我说三十多了，他
们居然流露出许多羡慕，还顺带
感叹地说，真年轻啊。估计同
样，如果碰到年龄小的问我，心
里也会鄙夷地把我当作“大叔”。

大叔就大叔吧，还好我看上
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如果我
不报出年龄，有人甚至要将我少
说十岁，十岁里有五岁可能是恭
维，有五岁可能才是真实。一次
在食堂，遇上一位老同学，我捅
了捅同桌的老乡施立军，告知刚

才走过的那位仁兄和我同一届
大学毕业。他说：“哎呀，咋比你
看上去老十岁。”

看上去年轻，有时并不是什
么好事。特别是在体制内，我还
是希望看上去老成持重一点，于
是乎，它偶尔影响我穿衣选择，
这就像森林里的动物一样，想
以此作为自己的保护色。比如
说，有的人看上去佝偻苍老，领
导可能会觉得他工作很辛苦，
其实他有可能是因长期喝酒打
麻将熬夜而致。有的人看上去
苦大仇深，领导情不自禁地想
关注关爱他，其实有可能他天
生就是那个样子不曾改变。有
的人看上去老气憨厚，领导可
能会觉得他办事牢靠，其实背

地里也会浮夸放纵。当然，这
一切都是可能。

当然，对自己年龄外在表现
的把握有时也可能是一种错
判。曾有一次，游完泳，在澡堂，
沐浴露的泡泡正将一位老教授
枯槁干瘪的身体包裹，他转过头
突然问我：“小陈，你今年四十几
了？”我一时语塞。“三十来岁。”

“真年轻啊，我记得你去机关好
多年了。”哦，原来如此。

哎，谁都会老的，谁也都年
轻过，谁也没有资格笑话谁，谁
也没有必要羡慕谁。只要有一
颗天真不老的心，执着奋斗的
心，激情生活的心，我认为谁都
是年轻的。就像有人曾说，有的
人二十岁就死了，七十岁才埋。

剪不断的“年龄”沉浸 ■陈卓

抓一把染坊的雪，
堆在头顶。
站在天桥上，
让四街人流观春红。
笑得很灿烂，
太阳捂脸，
不小心滑进了渗井。
抓一把车辙的土，
抛向天空。
站在十字口，
让骡马蹄烟装门庭。
跑得很疯狂，
月亮扭头，
不小心吐下了彗星。
抓一把茴香籽，
塞进鼻孔。
站在坡头上，
手摇白蒿招揽蜜蜂。
叫得很张扬，
暮色偷视，
不小心捂住了风洞。
抓一把辣椒面，
打个口红。
站在河岸边，
让急流漩涡描眉形。
照得很深沉，
石尖含羞，
不小心划破了明镜。
抓一把白小米，
串个魅影。
站在沙滩上。
让胸前挂上七彩虹。
等得很耐心，
珊瑚露头，
不小心掀起了汹涌。
抓一把玫瑰盐，
塞进眼睛。
站在高山上，
让潸潸泪水洗朦胧。
哭得很伤心，
白云躲闪，
不小心钻进了石缝。

(一)
村叟屈指说气节，
开口欲应还凝噎。
恍若才沐清明雨，
旋踵如何又小雪！
(二)
小雪将至暮云低，
路上行人亦悲凄。
相逢莫问出村事，
与君一样送寒衣。
(三)
赭丹褐黄尽飘零，
柿子经霜却不同。
更待一场初冬雪，
好让乾坤火样红。

看景 ■胡杰

■尚恩初冬的思念

抓一把 ■井贵泉

小雪村景 ■田周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