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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江南
暮春越来越像一幅名家的水墨
只此青绿
皱了初涨的春水
静了村北村南的桑田
仿佛
还有布谷的啼播
远远传入
蚕眠的草庐

杨花落尽
柳絮仍在节气中飞扬
一起飞扬的
还有古道边的桃花
烟雨之陌
麦秆拔节成蓬勃的样子
而浅草
平沙连天

此刻，谷雨的雨点
一半在新火的茶盏中沸腾
另一半
绿了满池浮萍

摸螺蛳换字典
■黄建明

往事悠悠

“清明螺，赛过鹅”，又到了一年之中吃螺蛳的最佳
时节。

看到螺蛳，我却思绪万分，小时候到池塘里摸螺蛳
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出生于1966年，读小学时已经虚岁10岁。读书
以前的日子，单调而又贫乏。墙门里住着十几户人家，
不大的院子是儿时玩耍的主要场地。院子是用卵石铺
就，并且拼成各色各样的图案，精巧细腻。几个同龄的
小伙伴除了在卵石地上跳皮筋，在斑驳墙面上涂鸦外，
就是比赛做口算、背古诗、认汉字，每每这样的活动构成
了生活的趣味。

而主持这样的比赛，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才会
使大家心服口服。这个人物自然落到了小公身上。他
是六中校办厂的一名会计，挺有文化的，我们都服。每
到暑假，小公就来当裁判。我呢，是口算的高手，100以
内的加减乘除，滚瓜烂熟，冠军非我莫属。但有一天，二
伯家的小儿子，把小公写出来的毛笔字全都念对，大跌
眼镜，他获得了第一名。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我偷偷
地跟在屁股后面，从门缝里窥探，发现堂弟手里拿着一
本厚厚的小人书。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小公。小公说，那是《新华字
典》，是你二伯从上海买回来的，我们的字都住在她里面
呢，这是一位不说话的老师。我叹了一口气，二伯是大
队会计，眼光远，给堂弟买了个宝贝挤对我。我暗暗发
誓，也要弄一本来。

字典要七八角一本，这么多钱从父母那儿要显然不
现实。那只有自己想办法啰，我咬咬牙，暗地里下了决
心，一定要弄一本，再次超过堂弟。

那时村里还没有企业，大人们背靠太阳脸朝土，收
获的是工分，没有现金。我想来想去，只有利用江南小
子的特点，去池塘里摸螺蛳赚钱。这活既简单方便，又
便于独立操作。我回家取脸盆，去池塘摸螺蛳。一天下
来，少则几斤，多则一二十斤。第二天一早，天还未亮，
我在闹钟的催促声中挑着螺蛳奔向三里外的义桥街，以
四五分钱一斤的价格批发给街上的小贩，然后回家还能
睡个回笼觉。有时为了多赚几分钱，不批发，搞零售，到
十点钟市场散了还未卖完，只得灰溜溜地回家。自己吃
不完，又送人，还有多的就倒掉了，得不偿失。因为螺蛳
第二天不新鲜没有人会买的，还自己拆掉了自己的牌
子。所以我有了经验，坚持批发，不搞零售。渐渐地，我
这个傻小子，在义桥街上有了名气。

买螺蛳得来的钱，异常辛苦，所以我格外珍惜。除
了偶尔吃几碗当时的美食——“阴凉石花”外，我几乎一
分钱也不敢用。懂事的我，像守财奴一样保存着我摸螺
蛳赚来的毛票。最最美的事情，我托在杭州的小姨父，
在解放路的新华书店用七角七分钱买了一本《新华字
典》。棕色的皮封面，鲜红的毛主席语录，都引起我莫名
的激动。

有了这本来之不易的字典，我在小公的指导下学会
了查字典，从此我认识的字渐渐多了起来。与堂弟比赛
倒成了其次。认得字多了，我就到小公家里找书看，碰
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看得书多了，就有写作的冲
动。等到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时，我到村办小学代
课。其间在各类报刊发表了许多“豆腐干”。学生在我
的影响和指导下，也有200多篇在外面的报刊发表。意
想不到的是，凭着这一点，我被破格录用为公办教师，成
为省作协会员，出版了三本散文集。一本小小的字典，
竟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是当时万万想不到的。

后来我买了许多版本的《新华字典》，可1971年版的
字典我还是舍不得扔掉。虽然时间过去了40多年，字典
也失去了她的光彩，但我还是像珍珠一样把她珍藏着。

摸螺蛳换取字典这一段经历，非常值得在深夜失
眠。一个贫困的少年，一个纯粹的少年，带着文字的梦
想，怀揣一个稚嫩的理想，红着脸摸，羞着脸卖，把自己
对文学的一份表白，拿出来婉约，这是何等的气壮，何等
的令人惊艳。

今夜，我又翻出她，泛黄的一页一页，刺得我眼睛发
酸。窗外，春雨滴答滴答，我竖起耳朵，聆听，聆听……

苦涩的清甜

闲坐烹茗

■谢奕俐

前些日子为调理身子，去医院配
了副中药，医院代煎，第二天邮寄到
家。塑料的包装，需在冰箱冷藏，到
需要的时候，沸水中加热几分钟，就
可以喝了。高效、快捷，简便到不能
再简便，完全符合这个快速发展的信
息化时代。

记忆里，煎中药是一项麻烦的工
程，必须先将中药浸泡一段时间，再
进行煎煮。煎中药需用砂锅，或紫
砂、或红泥所制成的小锅放在同样小
巧的火炉上，同时，药的火候也要十
分注意，什么时候文火，什么时候武
火都是有讲究的。煎着煎着便能听
见“咕噜咕噜”药在翻腾的声音，从药

炉的小嘴儿中，氤氲的白气逐渐飘
出，散开，随之浓郁苦涩的味道便弥
漫整个房间，小孩子都不喜欢这样的
味道，于是当母亲在熬药的时候，我
总会窝在房间里。

然而清苦的味道丝丝缕缕地透
过紧闭的门扉，蔓延到家里的每个房
间，无论到哪，鼻尖总是充斥着若有
若无的药味。

喝药无疑是痛苦的，实在难说对
小孩而言，喝中药和打针到底更讨厌
哪个，总之棕褐色的药汁装在白色的
大瓷碗中，每次我都是苦大仇深的模
样，像是面对毒药般，本想捏着鼻子
一口气喝下，但总是因为受不了而停

下来，一碗药得分成三四口喝，喝完
后，整张脸是扭曲的，看得周围的大
人乐呵呵，自己则是委屈极了，泫然
欲泣。而后大人便会塞颗大白兔奶
糖给我，塞入嘴中，浓郁的奶香压制
住苦味，苦中带着甜，便又展露笑颜。

中药注重慢慢调理，于是连着许
多天，这样的场景都能在家中上演。
时间长了，我对家里煎煮中药也有了
别样的情感。

后来，家里搬迁，所有的场景，无
论是弥漫着雾气的小房间，还是老家
院子里那只白色的小狗，抑或老家门
前我曾经垂钓过的池塘，都随着机器
的轰鸣，消失在茫茫烟尘中。

对比现在，袋装的中药，我咬开一
个小口子，叼在嘴里面不改色“滋溜滋
溜”地就喝完了，仿佛口中不是苦涩的
中药，而是什么饮料一般。房间没了
煎中药的苦味，中药也不再装在白瓷
碗里，以前的味道仿佛都变了。

越长大，便越怀念以前的日子。虽
二十出头，但也如此。中药没了白瓷
碗，变得便捷，但又似乎少了点人情味
儿。房子拆迁，农村改造，城市拔地而
起，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在朝着更好的方
向发展着，但慢下来，却总是怀念以前
的日子。看着塑料包装的褐色药汁，我
的脑中，是装着药汁的洁白瓷碗，和那
氤氲在房间里苦涩的清甜……

心香一瓣

■瞿春红

茶事的传承

昨天买回来的菜，已经蔫了。
是一把青菜，买回来的时候，绿

油油的，嫩嫩的，卖菜的大姐说，这是
她一大早，踏着露水，刚从菜地里摘
来的。菜叶上还有水珠，在菜市场的
日光灯下，闪着白净的光。大姐说，
你瞧瞧，这还带着露水呢。

我不能确定它是不是露水，但可
以肯定的是，它是新鲜的，真的新鲜，
比菜场里的别的青菜更新鲜，它是直
接从菜地来到了菜市场，没有长途劳
顿，也没有被蹂躏。便毫不犹豫买了
两把，一把当天就吃掉了，一把留到
了第二天。它却蔫了。越新鲜的东
西，越不容易保鲜，越嫩的东西，越容
易蔫掉。

本打算扔掉，妻子说，你放清水
里泡泡看。我把水池放满水，将青菜
散开，放了进去。十几分钟后，回到
厨房，惊呆了。水池里的青菜，像是复
活了。原本软软的、蔫蔫的菜叶子，忽
然又硬了起来，挺了起来，绿了起来。
就像一群在操场上做操的孩子，一颗
颗菜，伸胳膊踢腿，你推着我，我挤着
你，伸展开，蓬勃开。这些可怜的菜，
已经被摘了根，没了根也没了土，我不
知道它们是怎么将水又吸进自己的身

体里，也许一颗青菜的任何一部分，都
长着细小的嘴，它不但能呼吸，还能将
水和阳光，统统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

一把青菜，一把已经萎掉的青
菜，就这样，在水的滋润下，又活过来
了，恢复了它作为一颗菜应有的鲜活
和嫩绿。

如果你经常去菜市场买菜，你就
会发现，卖菜的大姐们，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用一个喷壶，给摊位上的菜们
喷点水。我曾经狭隘地以为，她是为
了让菜重一点，好卖出更多的价钱。
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保鲜的需要，换句
话说，她是为了不让菜因干枯而死，虽
然这些菜，已经离开了土地，被连根拔
起，甚至根都被摘掉了，但只要有一滴
水，它们就还能活着，并努力保持着一
颗菜新鲜的样子，显出勃勃的生机。

当然不只是青菜，几乎所有带叶
的蔬菜，芹菜、芫荽、菠菜、茼蒿、空心
菜、木耳菜……水都能让它们在离开
大地之后，仍然活着。虽然这活着，
是暂时的，是苟活，更像是一种假象。

小时候，妹妹总是偷偷地从菜篮
子里，拿一颗菜出来，在墙角挖一个
小坑，将这颗菜种下去，那是她的小
菜园，到了春天，那又是她的小花

园。她插过的柳树活下来了，她插过
的栀子花也活下来了，唯有菜，一颗
也没有活下来。妹妹很不解，很委
屈，为什么看起来最容易活下来的
菜，却总是养不活。菜啊，你回到土
壤了，我也给你浇水了，甚至还埋了
几颗鸡粪给你做营养，你咋就不能活
过来呢？长大之后，我的妹妹成了农
妇，种了十几亩的庄稼，还有几块菜
地，那些农植物和菜，就像她无数的
孩子，茁壮而滋润，她是伺候庄稼的
能手，也总是得到丰厚的回报。

很长一段时间，我负责给家里的
菜园子，浇水。特别是夏天，每天都
得浇，一日不浇水，菜就会干死。早
上浇一次，晚上浇一次，但你绝不能
在烈日下，浇灌它们，那样的话，水就
成了它们的毒药。烈日下，我们口干
舌燥，水能帮我们解渴，还帮我们降
温，但菜不行，你一瓢水泼下去，即便
是井里的冷水，也会让菜在烈日的蒸
腾之下，焦枯而死。菜不怕毒日的暴
晒，它有办法自救，一片叶子给另一
片叶子遮阳，而烈日之下的水，会让
积攒在地里的热气，也激发出来，从
土壤的内部烘烤，菜哪里受得了。

来到了厨房，菜就不再是活的植

物了，它成了真正的菜，等待下锅。
它已经离开土壤几个时辰，也许更长
时间，开始慢慢枯萎，发蔫，垂头丧气
的样子。不过，就算来到油锅边了，
你给它洒一点水，或者泡在水里，它
依然会打个激灵，即刻恢复了活下去
的信心。你看看，它的茎又挺括了，
它的叶子又变得嫩绿了，它又显得生
机盎然了。就算很快就成为盘中的
一道菜，它也要端端庄庄的，绿意盈
盈的，生机勃勃的。

我家厨房的窗台上，永远摆着一
个小瓶子，放满了水，吃不掉的小葱，
就像一朵花一样，插在瓶子里，它能
这样活上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只
要有一滴水，一棵植物，或者一棵菜，
就会顽强地活下去。它与窗台外那
些扎根在地里的大树一样，等着春
天，等着雨水。

而我，已经多年浪迹在这个城
市，疲惫不堪，有时候还萎靡不振，但
我也在努力活下去，我的那滴水，就
是我心中的期待和希望。

活在水里的菜
■孙道荣

夜航船

谷雨
■潘开宇

湘湖诗会

走进“零碳工厂”
■余观祥

背包揽胜

春日午后，春光明媚，应几位省
市作家朋友的邀约，一行乘坐中巴去
浙江西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简称西
子航空）去采风，走进了声名在外的

“零碳工厂”，一睹了工厂“真容”。宽
阔的广场一侧，工厂建筑体的顶端直
插云霄，墙面上蓝底、白字的“零碳工
厂”四字，格外醒目，让人过目不忘。

西子航空是钱塘江畔一家出类
拔萃的高新技术企业，她是空客、波
音、庞巴迪和中国商飞的合格供应
商。接待的邱书文经理告诉我们，

“公司不仅是航空零部件供应商的标
杆企业，而且还是全国航空零部件第
一家‘零碳工厂’。”

在邱经理的介绍中，不知不觉
间，我们走出了几幢偌大的厂房，放
眼看到了两幢灰色钢结构的大楼。
远远望去，屋顶上齐刷刷地装满了光

伏板，不仅如此，西子航空还见缝插
针，在大楼外墙的立面玻璃上，安装
了光伏板，实现有效发电。

“‘零碳工厂’，就是在‘零碳能源
大脑’的调度下，系统会将光伏发电
产生的绿色电能，储存在高温熔盐
中，当工厂需要用热时，由蒸汽发生
器产生蒸气满足用热需求。同时，系
统还能通过全钒液流和氢燃料电池，
实现用户侧削峰填谷。”在与邱经理
交流中，我一边感慨着新能源、新技
术的无限魅力，一边穷追不舍地了解
零碳工厂的更多信息。

邱经理告诉笔者，“西子航空零
碳工厂，目前，零碳工厂光伏装机容
量为6兆瓦，年发电量达530万千瓦
时，而目前工厂年耗电量则为500
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965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912吨，公

司能源上达到了自给自足，还略有
余量，真正意义上实现公司全生命

‘零碳排放’”。同时，零碳工厂“智
慧”大脑，还将对多种新能源和储能
技术进行有机整合，为不同的应用
场景，提供电、冷、热、压缩空气等多
种能源形式。邱经理同时说，“零碳
工厂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储能技术
的应用。”

零碳工厂的技术，我听得意犹未
尽，又迫不及待地问邱经理，采用这
项技术，是自主研发还是外面成熟技
术引进？邱经理坦然地告诉笔者，像
这样大规模熔盐储能技术，我们西子
旗下的“杭锅”已经研发并实践了十
余年了。“杭锅”自2010年布局太阳
能光热发电产业起，就围绕国家能源
战略转型目标，开始了新能源领域的
业务布局。2018年在青海德令哈建

成的50兆瓦塔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
并网发电，发电量达成率全国第一，
为西子实现零碳工厂提供了技术储
备。就目前而言，杭锅的熔盐储能技
术，在热电联供效率能达到90%，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

“采用熔盐储能技术，咱西子航
空配有多少装置？”。“我们西子航空
厂区内安装了两个直径约4米、长约
13米的储盐罐，单个能装280吨熔
盐。目前，两个储盐罐的总储热量能
达到100吉焦，年供蒸汽超过10000
吨。”邱经理不厌其烦地给我细细道
来。

不经意间，时针指向了下午二点
半，根据行程计划，我们还有采风点
安排，一行人急匆匆挥手告别了邱经
理，告别了西子航空，又随中巴车驾
向了下一个采风点。

远方青黛色山岚夹杂着茶树芳
香向着窗前潮涌而来，我突然记起今
日清明，宜采茶。

婆婆去年动过手术，我不愿她过
于劳损，但我知道她惦念清明茶，每
年只待此日，必然风雨无阻采来清明
茶。于是，今年和老公约好，茶事我
俩承包了。

上了茶山，天地间仿佛只剩下雾
蒙蒙的绿。远山黛，天色青，云雾为
玉，满树翡翠。早起的我们是这座茶
山上唯一一对看风景的人，又成了茶
山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风同吟，
与茶共舞！

晨雾渐渐散去，茶山变得热闹起
来，陆续赶来采茶的婆姨们，见到我
第一句话都是：“今年你婆婆没来
啊！”不待我回答，她们便自己得了答
案：“她是该歇着啦！也是个有福气

的人，城里的儿媳妇肯接手又能干！
我们还得继续操持呢！”

往年采茶，采得多采得少随意，
反正婆婆会收尾。采茶是儿时唯美
记忆的重温，是忙碌工作之后身心的
小憩与放松，是与自然的一场浪漫而
诗意的约会。真正成了主力，才发现
采茶真是一件累人的活。茶树比印
象中更繁茂，采摘速度又慢得离谱，
一个多小时下来，茶篓里才铺了一层
薄薄的绿叶。为了提高效率，只好关
闭耳目，专注于采茶。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人，除
了采摘时偶尔发出的枝叶摩挲声，疲
累开始无限扩大，低矮的茶树，或是
蹲着或是弯着腰，摘完一棵小茶树，
腰部皮肤尽皆麻木，站起来得老半天
才缓得过来。高大的茶树，踮起脚探
出手，胳膊很快就吃不住劲。掐下一

颗嫩茶，食指螺面就多一道指甲的印
痕，久而久之，竟冒出了血珠，疼得直
抽冷气。但茶树上的茶叶还是层层
叠叠，似乎就在我采摘的瞬间，它们
又一个劲儿地抽芽长叶。我稍微懈
怠一些，它们就等不及变老了。

此时方感受到婆婆年年一个人
默默采茶的艰辛与可敬！而曾经自
以为孝顺的言辞“妈，您呀，要学会偷
懒了，这些茶树，总有放弃的一天。
我们要喝，买点就行”，突然间觉出了
浅薄和敷衍。或许只有当年岁横轴
延伸到足够的长度，我们才能与父母
们保持心灵同频，才能体会到他们的
良苦用心，我们喝下去的，从来不是
不起眼的茶水，而是承载着父辈们无
数心血的青山云岚！

撮一把新做的茶叶，沸腾的山泉
水缓缓注入茶杯，青绿嫩芽在杯中翩

然飞舞，还原成枝头俏丽模样，似花
苞绽放，似柳芽舒展，顷刻间茶香四
溢，沁人心脾。初尝苦涩，俄顷，是深
长的甘甜，清雅的香气弥漫着整个口
腔，润泽了心灵的山高水长。一瞬间
仿佛已置身高山茶园，见证了一株茶
的破土而出，在大自然中尽情呼吸。

或许，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绝世好
东西，都是以无比寂寞的勤奋为前提
的。对于父辈们的勤苦耕作，我一直
都抗拒着不愿传承，我以为当我跳出

“农门”的那一刻，我就同时告别了
“农民”的身份。但从这一场茶事开
始，我终于看清了潜藏于心底的“农
人”本质：原来我所期待的生活，不过
是回归到童年的状态：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忍受
过劳作的艰辛后，品一杯亲手制作的
茶，尝出那份独特的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