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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穿村而过
赵 雨

我曾在一个无人深夜穿越一片即

将拆迁的村子!多年不见如此明亮的月

光铺陈在村子古旧的石板道上"照见一

切细微颗粒#渺小惶恐的小生物"得着

普天大欢喜! 夏夜的微风拂过耳畔"路

旁荒芜的农田有呱噪的青蛙"鼓足了劲

撑到第十声突然断了气"这里的一切似

乎还完好如初" 譬如百年前的古老村

落"古风犹存"古韵仍在"但它是个即将

消失的村子"已然人去屋空!

它坐落于地铁站的东边"我的家在

地铁站的西边" 在未开通地铁之前"我

家和此村隔河相望! 每周末晨起"我会

站在小区十六楼的落地窗前"眺望晨曦

照拂的村落全景"那铺天盖地整齐划一

的黑瓦顶如一片平整的帷布" 高低同

一#错落有致! 不知有无主人放养的鸽

子在空中鸣着鸽哨打转" 落到黑瓦顶

上"啄食瓦隙间来历不明的秕谷! 一条

主河道贯穿村子的全部" 河水泛着波

光"从远处慢慢划来的小木舟在我俯瞰

的视线下犹如一片竹叶"上面站着个蚂

蚱般大小的划桨人"捞取河面上的浮游

植物!村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呈网格

状" 村民们像一颗颗棋子点缀其间"各

忙其事!

一切熙熙攘攘最终被一条地铁戛

然打住"建地铁的消息传来了! 那些日

子"我站在窗前 "看由东往西一栋栋黑

瓦顶的屋子" 看这个即将消失的村子!

拆迁进行了一个月" 不知为何停了下

来"下河村$这是村名%成了空村! 一个

夏季的夜晚"我下了地铁"一根脑神经

突然蹦了一下"踏进了下河村!

它确实已不是我记忆中的下河村"

穿村而过的主村道两旁"散落着歪七竖

八的老房子"砖石叠加"杂草丛生!那条

主河道里的水早已干涸"河床在夏日烈

阳一天天的暴晒下皴裂如蛛纹"或许只

有等到一场暴雨才会将裂口收拢几寸!

今夜若不是突发奇想"这里对我来说早

已蜕化成站在小区十六楼窗前看下来

的一个符号"因失去整齐的黑瓦房而没

有温度! 我走进一条小巷"有一种行走

在异度空间的错觉"像时光穿越"巷子

里一半有月光"黑白分明!

继续往前走出小巷"忽而置身一片

偌大的晒谷场"它的对面便是下河村的

宗祠! 宗祠毫发无伤"连一抹尘土都未

曾沾染"傲然一身面对一个个宁静的黑

夜!推开半掩的门"到了院里"月光铺一

地"照见石板缝里一株质朴可爱的小白

花"两边马头高墙如巨人卫士"守住一

方小土!穿过院子"我终于进了香堂"出

乎意料的是这里有光"一只天青大瓷缸

里"点着一盏长明灯"它应该照见过一

个个祈祷的手势"照见过一声声命运未

卜的叹息!

我从祠堂出来" 沿原路返回小巷"

回到主村道"离开下河村!

我记得那一次深夜的穿村而过"它是

我对一个乡村最后的记忆"以及一座挺立

不倒的宗祠#一盏永世不灭的长明灯!

被遗忘的眼泪博物馆
戴逸伦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

也许是走路时光顾着刷朋友圈"没有在
意自己真的往哪儿走吧!当然也并不知
道自己想去哪里"只是这样无意识地走
着"所以算不上迷路! 不仅不记得是怎
样来的"就连怎样进了门#怎样见到了
这里的看守人也一概不知!似乎站在某
一间稀奇古怪的博物馆展厅里和一个
陌生人攀谈是植入大脑的自动程序"完
全不用思考这样做的起因或者目的"稀
松平常得如同中午去街角买份便当!

这展厅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 展品
似乎并没有按照任何规律陈列! 天花板
上垂下的一根根线将它们拴住" 悬在和
我眼睛平行的高度!展品本身也很离奇$

一支支空试管" 并且在我看来它们全都
一样! 拨一下的话说不定还不会那么抽
象$一个巨型风铃!

看守人很年轻"说是男孩却并不合
适!这种外貌上的年轻更像是生物钟被
人为地暂停了"仅此而已! 之所以称他
为看守人"而不是讲解员或者博物馆馆
长" 是因为他看上去带着一种疏离感$

似乎虽然熟知每一支试管的来历"却并
无意将这些来历向每个参观者娓娓道
来%通常伴有丰富的肢体语言和生动的
表情&" 甚至也不在意究竟是否有访问
者"只是守着一些孤独的展品和它们同
样孤独的故事罢了!

'欢迎来到被遗忘的眼泪博物馆! (

'什么博物馆) (

'被遗忘的***眼泪***博物馆! (

'你是说这些试管里装着眼泪)可是
里面明明什么都没有啊! (我为了看清试
管里的内容已经在挤眉弄眼了" 可它们
看上去依然空无一物! 今天出门之前应
该戴近视眼镜的"我沮丧地想!

看守人笑了! '看不到就对了! (

'这些眼泪***姑且算试管里真的
有眼泪***到底是怎么回事) (

'+超新约全书,你看过吧) 就是那
部讲上帝的女儿和她的六个门徒的法
国电影)故事其它部分有多少真实性我
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
的$以雅和她的门徒收集人们的眼泪并
且将它们保存起来! (

'所以这些试管里装着的是他们收
集到的眼泪)但这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
试管看上去像是空的啊! (

看守人给了我一副眼镜! '既然是
被遗忘的眼泪博物馆"那么这里自然只
有被遗忘的眼泪! 正常的人呢"既然被

时间赶着走"卸下那部分要还给时间的
自己之后"也就看不见任何已经被忘记
的东西了"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的! (

原来不仅仅是被'人(遗忘"而且是
被时间遗忘***这是我离开博物馆以
后才开始琢磨的一句话! 我戴上眼镜"

细细比较起两支他递给我的试管!两支
里都飘着圆润的# 带着结晶的泪珠"然
而里面结晶的形状却不尽相同!其中一
支里的泪珠带有针叶状的结晶"而另一
支里泪珠的结晶却是槲寄生的形状!

'因为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所
以结晶的形状不同) (

'对!但是单单凭结晶的形状"是无
法猜测出任何故事的! (看守人说着拿
走了两支试管! '试试看将耳朵贴在试
管底端的凸起上! (

电影里以雅将耳朵贴在人们的胸
口"然后告诉她的门徒们属于每个人的
音乐是什么!后来他们发现被收集的眼
泪有相似的属性$贴着试管"可以听到
这些眼泪的故事!那天我在博物馆里听
到许许多多故事!有的是关于被揉皱的
羊皮纸上的一首诗"有的是关于烛花发
出的噼啪声掩盖住的一句低语"冬日结
满雾气的窗户上的一行字迹!

有一支试管底部并没有传来只言
片语! 我只听到呼吸声"还有某种像是

兽类的轻柔而微弱的哀鸣!看守人说这
是一只猫的眼泪!我盯着麦穗状的结晶
发呆" 想着湿湿凉凉的三角形鼻子#温
暖的肉垫和毛茸茸的尾巴!也许是一个
关于驯养与告别的故事吧"我猜!

我半开玩笑地向看守人提出要听
听自己的眼泪! 不知从何时起"情绪和
眼泪被我的大脑莫名其妙地放进了两
个不同的盒子里! 看守人拒绝了! 他说
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但是临走前他给我听了他的眼泪!

我方才知道原来他之所以成为这里的
看守人"是因为他听了自己的眼泪! '从
时间那里偷回已经不存在的自己"是要
付出代价的$成为时间的一个

()*

! 我
从此以后不属于时间上的任何一点! (

他大概猜到我想表达遗憾或者同情"摇
摇头"'这也是我自己选的!不属于任何
时间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属于全部
的时间"也蛮好的! (

很久以后我明白过来" 那座博物馆
本身也是时间的一个

()*

"所以被遗忘的
才能在那里聚集并且得以保存! 时间在
那里并不存在" 又或者说是以任意形态
存在着!唯一不存在的只是线性的时间!

而那个看守人" 那个游离在线性时间之
外的看守人"可能说任何话#以任意形象
出现!

秋日池上
江 迅

走近秋天的大自然"人总是放松的! 与自然
融合"是用心与自然对话!自然界的一切"哪怕仅
是一枚稻穗"一颗吐籽的小草"感觉也是欣欣向
荣的!无论那漫天飞舞的黄叶"还是夕阳西下"都
冲不淡我对秋季大自然的向往"肃杀与凄凉绝不
是秋天的全部! 那枝头果实"才是对春和夏作出
努力的奖赏!

要说秋日"当数池上!中国台湾的东海岸"台
东县池上乡万安社区"天堂路的稻田区"层叠交
错的云瀑山岚"摆动飞舞的金黄稻穗! 这里是闻
名世界的稻米之乡"所产的稻米洁白丰润"远销
日本!群山围绕下"一百七十五公顷的稻田"一望
无际"没有一根电线杆"这是村民们与电力公司
抗争的结果! 村民坚持说"稻子晚上也是要休息
的"不能让一点灯光漏到稻田里去! 每当有风吹
来"稻田翻起金色波浪"那种感觉令人震撼!

有着深厚'稻米情结(的中国台湾作家#舞
蹈家林怀民"自小在乡村成长!这位云门舞集创
始人说$'当我第一次看到池上稻田" 被壮观的
稻浪所震撼" 这样的景致完全归功于农民对稻
子无微不至的保护" 我当即决定要把它搬上舞
台! (

&&

月"秋日北京国家大剧院"由云门舞集
原创的新舞剧+稻禾,登上舞台!素雅简洁的+稻
禾,礼赞大地"赞赏稻禾的生命旅程"将一方土
地的生命轮回带来剧场! 女舞者身上飘逸的长
裙颜色各异"在她们脚下和身后"绵延的是池上
稻田一年中生长轮转的影像" 从耕种到丰收焚
田"舞者们或是模仿农民下地插秧的动作"或是
将自己化作花粉#谷穗和粼粼的水波"用身体诉
说稻米的生长"委婉暗喻人生!

+稻禾,曾因在池上稻田里的预演而成了网
络热门话题! 在池上乡锦园村"天色一片澄净"

一小片稻田上的舞台"背靠海岸山脉"金黄的稻
浪搭配远山的云海"美得令人失语!在池上乡演
出"一时万人空巷"看完大家都哭了"一个作品
回到它灵感的来源处!

+稻禾,在北京演出之前
&"

天"我再次投入
池上的怀抱!素有'摇滚诗人(之称的歌手伍佰"

带着他成军
!+

周年的乐团
,-./0 12)3

"站在池
上金黄稻穗中"以蓝天#白云#远山为大背景"用
摇滚诗歌唱出他对人及土地的浓烈情感! 出生
于嘉义县六脚乡的这位南方男儿" 笑言道$'我
们背后有最美的山景#地景"我们唱的是田园诗
歌! 我唱歌的时候"很想转身对着山跟稻田唱"

这样就能跟大家一样"享受天人合一的感觉! (

演出没有灯光" 没有舞台特效" 只有绝美的景
致!

来自世界各地的
!!45

多名观众" 来到这
里感受在地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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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池上秋收艺
术节" 开场嘉宾邀请了拥有嘹亮淳厚歌声# 带
着慵懒感性的阿美族歌手以莉-高露 %小美&"

她赤着脚上台! 她婚后投入有机稻米的栽种"

创作的音符间" 融入农作的辛勤与愉悦! 她唱
道$ '唱大声一点" 让地上的米听见" 今年的
米就会很甜!(

稻穗艺术节是由中国台湾好基金会和池上
乡文艺协会联手主办"已举办

6

届!

!5&7

年
&5

月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我第一次走进池上!据
基金会执行长李应平介绍"

!556

年春天成立的
基金会除了为地方创造特色外" 也希望解决城
乡差距"吸引更多人回流乡镇! 稻穗艺术节上"

艺术家们用歌声和舞蹈赞扬土地给人类的爱!

池上乡亲的热情"更为这个融合天#地#人的天
然剧场绘上最美颜色!

秋天消解了大地的绿!那天傍晚"我独自一
人走进池上大坡池!心中没有世间的浑浊"没有
都市的喧闹"偶尔有落叶声"有果实爆裂声"有
叽喳鸟鸣声! 静静地聆听自然的语言***我喜
欢宁静的世界"自然是不会打扰别人的"可人类
总会去破坏它的寂静"它的美!人类最需要的是
心灵的一方净土!

触摸潮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