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活一辈子，总得去趟北京。
这是老杨头的念头。

老杨头与地头打了一辈子交
道，春种秧谷秋种麦，匍匐在庄稼
地里，一直想着坐回飞机，去看看
毛主席老人家，去看看天安门，还
有宣统皇帝坐龙庭的那个金銮殿。
这样，在老年室里搓小麻将时，吹
牛也有个资本。

这不，儿子的单位旅游去北
京，可带家属，就报上了名。

“爷爷，去一趟北京要三千块，
心疼不？”孙子调皮地问。

“那当然心疼了。”老杨头说这
句话时，已没了当初刚听说时那种
割肉般的感觉。他一辈子没出过远
门，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向往的。

“爷爷，你跟住我，别走丢了。”
在飞机场里，他领着孙子的手，却
被孙子领导着。他不明白，这么大
飞机，咋飞上天的。他想问孙子，会
不会掉下来，还没出口，就在心底

里呸呸地骂自己。
进了飞机，他就觉得头晕，好

像孙悟空进了妖怪的肚子里。两个
小时的行程，仿佛过了一辈子，真
不如在玉米地里舒坦。他诧异，儿
子隔三岔五跑外面，咋一点都不
累。

进了北京城，人多，车多，楼房
多，他觉得闹哄哄的，跟蜂箱差不
多。这么挤，咋个转悠，这日子过得
憋屈。尤其是吃的第一顿北京饭，
没一个菜合他口味。

老杨头已经有些蔫了。
到了天安门广场，他有点找不

着北。儿子指着说这就是人民大会
堂，“那全国开大会就在这儿？”他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已到了电视里
经常报道的地方，直到见了长安街
那头的天安门，他才辨出方向来。
他跟儿子念叨，“这就是毛主席登
上的那个天安门？”

他心心念念了一辈子，希望见

见毛主席。可是，要见毛主席的人
太多了，他进了纪念堂，只看了一
眼，就被人流推着出了后门。

再往前，是故宫。皇帝家就是
大，宫门一道道，走了半天才到太
和殿。

“爸，这就是金銮殿。”儿子指
点着。

老杨头远远地看着，一脸凝
重。他原先想着，皇宫必是金碧辉
煌，犹如天宫似的；可眼前皇帝家
的地砖都破了，高一块低一块，草
都长出来了。

“三千块，不值！”他在心里嘀
咕。

所以，当导游与大家商量自选
景点时，他说不去。儿子说：“全车
人都去，就你不去？大老远来一趟
北京，就为了乘飞机？”老杨头说：

“飞机有啥好，像个闷罐子。”老杨
头觉得再加钱，就太冤枉了，他宁
愿坐在车里。儿子知道爹决定的

事，九头牛拉不回来，就偷偷跟导
游说，到时告诉他爹，那些地方，老
年人免票。

老杨头铁青着脸，不信这是真
的。可是，在外面，他不能驳了儿子
的脸。

他脚步沉重，看见哪里有墩子
就坐上一会。

“爸，你没事吧。”儿子看着他
的脸色，心里直打鼓。

“爷爷肯定在想家了。”还是小
孙子贴他的心。

这一晚睡在宾馆里，老杨头腰
酸背痛，很不踏实。他一会儿觉得
外面在下大雨，一会儿又觉得自己
在玉米地里。这么大的雨，玉米地
里肯定积水了，他得早起去把沟渠
理一理。一睁眼，原来是梦。正是半
夜，可他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

他怀念他的玉米地，怀念起早
时头上的星子，还有那凉爽爽的
风。

回去的时候，飞机误点，半夜
才起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点钟。

老 杨 头 躺 在 家 里 的 木 板 床
上，心早飞到了玉米地。新一茬
的玉米又可摘了，倒不如起床先
去看看。

“你干吗呀。”老伴埋怨，“别
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坏了。”

老杨头没睬她。
天 亮 的 时 候 ， 他 已 采 好 玉

米，神清气爽地站在集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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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飘，嘎鹅叫，三个老大同船
摇。”这是一首童谣，也是鄞东一带祖
辈相传的一则谜语——打跟过年有关
的一件事。

看着字面想象着——雪花飘飞季
节，灰蒙蒙的天空飞来一群大雁（俗称
嘎鹅），人字形队列，由北向南，大雁的
叫声划过静寂的天空。寒冬腊月，田野
一片萧瑟，环村的小河已结起薄冰，河
岸芦苇在寒风中摇曳，收割后的稻田
垒起一堆堆草垛，农家村舍飘忽着袅
袅炊烟。

临近年底，各家各户开始忙碌起
来，掸尘、杀猪、搡年糕、磨汤果粉⋯⋯
父亲早早挑了一担新鲜糯谷去村里轧
米厂，经过脱粒，竹箩里晶莹饱满的糯
米准备着用来舂年糕、做糯米餽、搭浆
板、磨汤果粉。裹汤团的前道工序是磨
汤果粉。汤果粉有水磨和燥磨。燥磨即
是糯米直接放入石磨碾粉，水磨则是
糯米浸泡后，加水磨成米浆。

我家采用水磨。头一晚，母亲用水
将糯米淘净浸泡，第二天召唤我们姐
弟几个帮忙磨粉。石磨放在祠堂门口，
上下两块严丝合缝的磨盘有几百斤
重，推磨用的推杆（俗称磨担），呈“丁”
字状，一根结实的麻绳从房梁垂下来，
吊住磨担两头，磨担横杠可容两人推
拉，直杠的一端插在石磨盘柄上。

磨粉通常需要三人合作，一个往

石磨孔中添米，两人推磨。那时我们年
纪小，人还没磨担高，姐弟仨轮番上
阵。那一头，母亲一边用铜勺子往磨孔
里注入糯米，一边紧握磨担顶端，顺势
推转石磨。添米看似轻松，实则是个技
术活，添多了米粉磨得粗，添少了会导
致磨盘空转，所以添加糯米需掌握数量
和频率。推磨也有技巧，使蛮劲容易损
坏磨芯，推过去、收回来得借着惯性顺
势而为。由于磨柄与磨担之间的摩擦，
磨盘每转一圈都会发出“吱嘎——吱嘎
——”的声音。合着“吱嘎”声，雪白的糯
米浆似琼浆玉液，一圈又一圈，顺着石
磨缝隙流淌下来，流入石磨下面的木桶
里。至于燥磨，从石磨上落下来的干燥
米粉，似片片雪花，细腻而晶莹，没多
久，木桶里就积起了一座白雪小山。

后来，机器替代了人工；再后来，
轧米厂也关门了，超市里有现成的汤
果粉、速冻汤团、汤果圆子卖。省力是
省力了，但过年的乐趣和氛围似乎也
淡去了许多。

近日，远在海外读书的女儿发来
微信，称为准备过年，她专门去华人超
市买来了宁波汤团。我心头一热，顺势
给她出了这个谜语：“雪花飘，嘎鹅叫，
三个老大同船摇——打跟过年有关的
一件事。”

她这个年纪自然猜不到。对诸多
老宁波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吧。

金静

三个老大
同船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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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岱山，东海洋面上的一座
岛屿，地域虽小，却足以彰显正宗
的海洋文化。去岱山采风，别样的
海洋气质着实令我着迷而心生向
往。

渡轮上，同行文友前辈说起，
去年他女儿大婚就是在岱山举办
的。帐篷、篝火、海景房，海鲜与烧
烤同香，歌声随海风齐飞，渔岛风
情赢得列席婚礼年轻人的纷纷点
赞。你一定会问，怎么想到选址岱
山为女儿举办婚礼？原来那位文友
已经参加了好几届岱山全国海洋
文学大赛，数次领奖与采风的经
历，让他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这里。

扶着渡轮的栏杆，望着海面上
一闪而过的灯塔，我仿佛找到了海
洋精神的载体。在课外现代文阅读
中，曾经向学生讲解过一篇灯塔工
坚守寂寞的文章。现代社会，已经
有了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灯塔工还
存在吗？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生活？

在灯塔博物馆，我如愿听到了
一家五代坚守灯塔超百年的叶中
央的故事。

宁波镇海东北方向 7 公里处
的七里屿灯塔，属于管理着 3 万多
平方公里海域的宁波航标处辖区。
在这里，叶超群和父亲叶静虎、爷
爷叶中央、曾祖父和曾曾祖父五代

人，都曾经做过灯塔工。五代坚守，
百年传承，爷爷叶中央更是为这个
略显枯燥的职业奉献了 41 年的时
光。

2015 年 10 月，叶中央家庭荣
登“中国好人榜”。后来，他们又成
为中国文明网“好人 365”专栏的
封面人物。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
《到灯塔去》，讲述拉姆齐先生全
家和朋友去海滨别墅度暑假的故
事。拉姆齐夫人答应六岁的小儿
子詹姆斯，如果翌日天晴，可乘
船去游览矗立在海中岩礁上的灯
塔。拉姆齐夫人顺便还将给灯塔
工的儿子送去袜子。

灯塔工生存的具体情况，这
部意识流小说留下了空白。在给
学生讲解阅读材料时，我也只是
粗略了解到这份工作的刻板、无
趣及冗长，其间的执着、艰辛甚
至凶险，笔者是在叶中央的故事
里听到的。

1987 年 6 月，灯塔要进行大
修，叶中央带领大伙肩扛手提，
硬是把 25 吨重的建材物资沿着海
边 500 多米长的崎岖山道搬上了
71 米高的山顶。白天，头顶烈日
爬上十多米高的脚手架去干活，
夜里准备次日工作，有时一干就

是深夜。长期的海岛生活，叶中
央身患多种疾病。

日常艰辛的背后，更隐藏着
不为人知的凶险。

叶中央 5 岁那年，守在鱼腥
脑灯塔上的父亲，在一次海难事
故中救人牺牲。当时，叶中央就
站在鱼腥脑岛半山腰远远看着，
船老大和他的孙子被海浪打上来
抱住了礁石，而父亲却被海浪掀
翻，再也没有浮出水面。随后，
叶中央跟着爷爷上了白节灯塔。
1971 年春节前夕，叶中央让岛上
其他职工下岛回家与亲人团聚，
自己留下看守灯塔。妻子备了一
些年货，兴冲冲带着两个女儿准
备上岛过年。没想到摆渡途中遇
上风浪，小船翻沉，大女儿被人
救起，年仅 29 岁的妻子和 5 岁的
小女儿双双遇难。

一条道能走多远，凭借的除
了意志、热爱还有家族的传承。
也 许 是 听 惯 了 海 风 、 海 鸟 的 召
唤，叶中央小儿子叶静虎 1984 年
也上了灯塔。对于这份工作，叶
中央说过一句诗意的话：“我一直
认为灯塔有召唤的魔力。可能你
觉 得 这 个 词 可 笑 。 等 你 感 受 到
了，那简直就是入骨入心的爱，
根本没办法，只有奔向它。”

灯塔工，在叶中央家族的个
案 里 ， 意 味 着 坚 守 、 热 爱 与 责
任。而那么多年来，灯塔在海洋
中给迷途与黑暗中的渔民指引方
向带来光芒，又蕴藏了怎样的人
文价值？

去了岱山的灯塔博物馆，我
才知道，灯塔的颜色，或红或白
或 黑 ， 或 红 白 、 红 黑 、 黑 白 相
间，海边的灯塔少见蓝色。先人
在设计灯塔时除了注意醒目还关
注了审美。在博物馆里，我看到
了关于灯塔最古老的传说：“古希
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
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
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
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
在海里⋯⋯”希洛点燃的火炬，
在所有崇尚美的读者心里长明不
熄，现在它已成为国际航标协会
的会徽图案。

那一次采风，我们最终没有
登上真正的灯塔。在小说 《到灯
塔去》 里，由于气候不佳，詹姆
斯到灯塔去的愿望在那年夏天始
终没有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拉姆齐先生和子女、宾客
重 游 故 地 ， 詹 姆 斯 终 于 如 愿 以
偿，和父亲、姊妹驾了一叶轻舟
到灯塔去。遗憾的是，拉姆齐夫
人早已与世长逝。

灯塔象征拉姆齐夫人时常以
理解、关爱与包容施与亲人和周
围人的光芒。夫人在世时，经常
意识到“那远远的、稳定的光，
就是她的光”。夫人仙逝，拉姆齐
先生一行去灯塔朝觐，是为了纪
念她。“到灯塔去”，隐喻着人们
战胜时间高山，迈过生死河流，
去获得内心精神的生命航程。

期待哪一天再赴岱山，登上
灯塔，看千帆掠过。

我有一个苹果，装在纸盒里，是一
位过生日的小朋友送的，我把它放在
讲台桌上。今天整理桌子，觉着盒子占
地方，便把苹果拿了出来，扔掉盒子。
苹果挺大个，印着图案：一个爱心，印
着“喜欢你”三个字。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早上一头扎
进教室忙到十点半，然后喘口气吃个
午饭，十一点十分又进到教室管理午
间安全，直到中午十二点光景，副班主
任叶老师走进来替换我。我跟她打了
个招呼，继续批改最后几张试卷。

“金老师，谁把咬了一口的苹果放
在这里啊？”我抬头一看，她手里举着
那个苹果，苹果有一个很大的口子。

“诶，我没咬过，谁咬的？”我从窗口边
的椅子上站起来，向她走去。

我们俩对着苹果分析起来。叶老
师观察能力比我强，她说，“应该是刚
咬的，因为苹果肉暴露时间长了，会被
氧化，颜色就会呈黄褐色，你看这颜
色，多新鲜！”她还说，“据观察，咬这苹
果的人有两颗大门牙，下排牙齿比较
紧密。”她一边说一边指着牙印给我
看。那一刻，我佩服得差点献上了我的
膝盖。

可究竟是谁咬了苹果呢？办公室
里的老师都排除了，那肯定是教室里
的小屁孩了。我们看着孩子问道，“哪
位小朋友咬了这个苹果？可以告诉老
师吗？”

“没有！”
“不是我！”
教室里一片嘈杂。他们还是一年

级学生。
叶老师机灵，她示意大家静下来，

“老师知道这个小朋友不好意思说，大
家都把头低下去，老师数到十，那位小
朋友悄悄把头抬起来看一下老师。老
师会替你保密的。”

我配合着叶老师请小朋友把头趴
到桌子上，然后叶老师就数起数来。

“10，9，8，7⋯⋯4⋯⋯”
没有人举手，教室里一片安静。叶

老师有点不甘心，停下数数，郑重其事
地说，“这个苹果表面有蜡，不洗洗吃，
蜡会跟胃里的酸溶解，肚子会慢慢疼
起来。”

“对啊，现在告诉老师，老师会给
他解药，吃下去就好了。”我插上一句。

“3⋯⋯2⋯⋯1⋯⋯”叶老师继续报
着数字，数字之间间隔越拖越长⋯⋯

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抬起头来问，
“老师，你们知道是谁咬了苹果吗？”

我边往外走边对叶老师说，“你看
着小朋友写作业，我回一趟家。”

“回家干什么？”叶老师不明就里。
“拿解药啊！万一这个小朋友下午

想悄悄告诉老师呢？我把解药给他，还
来得及。”我提高了分贝说。

我的身后是叶老师再也藏不住的
笑意，还有孩子们一脸的惊奇与追问，

“老师，真有解药吗？”
中午我是回了一趟家，当然不是

找解药。我给自己挖了坑，总得想办法
把它填上。既然说了解药，那得是吃的
东西。一般的东西也唬不住现在的孩
子，我要找个他们没见过的又能吃的
东西。我看中了一颗橘普茶，圆形，外
包装金色，很有点武侠影视剧里金丹
的神秘感，掰一点泡开能喝，这滋味想
必小屁孩没有尝试过，唬唬正好。临出
门，我又抓了几颗巧克力，心想着万一
那位小可爱招了，我先请他喝茶再拿
颗巧克力奖励他诚实。

回到学校，还没靠近教室，小屁孩
们就呼地一下子围上来，簇拥着我往教
室走去。他们七嘴八舌地问我，“金老
师，您的解药呢？”“老师，解药快让我们
看看。”我走在他们中间，很像一个盗得
灵芝草凯旋的英雄。

我进了教室，咳了几声，摆手示意
他们坐好。教室马上安静下来，小家伙
们一个个拿眼睛盯着我。我从口袋里
掏出金丹，让它躺在手心里，故作平静
地说，“这就是解药！”

“哇，真的有解药啊！”
“这么大，怎么吞下去啊！”
“老师，您是不是骗人啊？”
惊叹的，担心的，也有质疑的。
我继续演戏，“这节课，我们要排队

改语文作业，每人跟老师说句悄悄话。
没有咬过苹果的小朋友就说句祝福。咬
了苹果的小朋友悄悄告诉老师，老师也
悄悄把解药给你。”

很快，孩子们安静地写作业，写完
作业排队改作业。我右手改作业，左手
拢住左耳，孩子们很配合地在我耳边
留下悄悄话：

“老师，我祝您平平安安。”
“老师，祝您永远年轻。”
“老师，新年快乐。”
“我没有咬过苹果。”
⋯⋯
直到所有孩子的作业都改完了，

也没有听到期待的那句“老师，苹果是
我咬的。”

在这过程中，我差点以为破案了。
有一位小朋友贴着我的耳朵说，“老
师，苹果确实不是我咬的，但是现在我
的肚子有点难受。”我认真地看着他，
他也认真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
待。可我知道不是他，很遗憾地说，“老
师相信你，但是老师的解药不能治你
的肚子。”他听罢，很失望，悻悻地拿着
作业回到座位上。

后来，我对孩子们说：“我们大家
都没咬过苹果，那老师就放心了。也许
是小老鼠咬的，它来到我们教室，发现
这么可爱的苹果，忍不住咬了一口。谁
要是认识它，请把解药带给它。”孩子们
听了哈哈大笑，多半知道我在开玩笑。

这解药，还能送出去吗？

林俊燕

散文诗

等待雪

岑燮钧

小小说

老杨头游北京

云山行旅图 岑其 绘

解
药

草木

老底子

（1）

就像一棵树没有长出叶，
就像一根藤没有结出瓜，就像
一片天空没有飞翔的云彩……
没有雪的冬天，还能叫冬天吗？

我伫立风中，等候天神洁
白的赐予；双手合十，迎接精神
的哈达。

（2）

没有雪的倾诉，等于剥夺
了冬的话语。没有雪的啼哭，春
的降生只能是危险的早产。

天空长期沉默，会酿成愤
怒的雷霆。不会啼哭的婴儿，多
么可怕。

（3）

最大的一部书，莫过于天
空。我们终其一生，谁又曾翻动
过它的扉页？读懂过它的风、它
的雨、它的雷、它的电？

只有飘雪一场，一片一片，
一 页 一 页 ，破 译 天 空 的 秘 密
——瑞雪兆丰年。

（4）

雪片是飘落的树叶，透过
一片片落叶发出的叹息，我们
会发现高处的荣耀和无奈。

摇落树叶的，是风吗？可风

的一生都在逃亡啊；是雨吗？可
雨已经伤心得没有了泪滴！

也许只有叶脉，才能告诉
我真实的答案。

（5）

满天飞雪，是一场礼赞。雪
花遮掩了不惧寒冬的铺路者，
遮掩了他们不停挥舞的铁锹。

雪落无声，却也悲壮。阡陌
纵横，沟沟壑壑，我们常常在事
后发出惊讶，这路是怎么走过
来的啊！

（6）

下雪，是一场天空对大地
的征服。天色如铅，沉云不开，
我听到了厮杀之声。

我不是大地的叛逆者，但
我祈盼一场大雪，给大地来一
次彻底根治和温情抚摸。

（7）

自 然 的 大 雪 没 有 飘 落 下
来，而在杜鹃泣血般的呼唤之
中，我心里已是一片雪原。

皑皑白雪中，我看到你在遥
远的天边风驰电掣，正向我策马
奔来！

你说过，一场大雪过后，你会
交给我一个完整的你，一个完整的
春……

鲍静静

感怀

到灯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