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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屋后找到弃置的酒坛子

一个，洗洗干净，搬进屋来。 又冒

雨上山，剪取山野植物若干，其中

红叶石楠两枝、鳞盖蕨三四枝、海

金沙（多年生草质藤本，也叫蛤蟆

藤） 一丛、 带刺的蓬蘲枝条一长

条 ，回来随意插进坛子，居然颇有

生趣。

又在桌前写了一幅字， 慢慢

把一篇近千字的文章抄完。

忽然觉得日子长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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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早， 同村的德金便

来我家拜访。 德金在杭城工作生

活，研习篆刻，我们一年当中难得

碰上一回，他知道我在家中过年，

就说过来看看房子。到家后，喝了

一杯茶，聊了会儿闲话，话题就转

到疫情上来。德金似乎才记起，这

段时间似乎不宜串门， 便拱手道

别，骑上电瓶车离去。

这是正月一周当中， 唯一上

门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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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拜年 ，不聚会 ，不串门 ，这

是我们家很快达成的共识。 大年

夜，大家一边瞄着春晚，一边刷着

手机， 都没什么心思跟着节目欢

乐。本来，这应该是个特别欢乐的

春节， 三兄妹各携二娃回老家欢

聚过年，喜庆又闹腾，可这喜庆很

快就被手机里铺天盖地的疫情信

息击散了， 我们都知道事情不那

么简单。零点钟声敲响，看到部队

军医集合支援武汉， 危机时刻可

见医心，实在令人感佩。

初一下午， 舅舅邀请我们去

他家吃饭。我们婉谢，起先舅舅还

不以为然。因到舅舅家中吃饭，也

是年年春节必有的程序。 到了傍

晚，我给他发微信：“舅舅新年好！

大家一致决定，明天聚餐取消，下

次再安排到你家吃饭！ ”

舅舅回复好的。

晚上父亲又接到另一个电

话，本来要来家里拜年聚餐的，也

取消了。

大家心中放下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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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上了前线， 我们偏

居浙西衢州常山县的山村一隅 ，

又不是专业人员，使不上什么力，

唯有禁足闭户，不出门，少添乱。

我们一大家子，六个孩子，八

个大人，都坚决不出门了。拜年吃

饭都是小事，安全第一是大事。

每天一睁眼就刷微信微博 ，

刷得多了，心中焦躁。信息一天比

一天令人担忧。 几乎全是不好的

消息———不仅牵挂中国， 牵挂武

汉，也牵挂本省本市的情况。手机

放不下，心情益加沉重。

山影停在窗外， 雨点落在树

林，一时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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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读书观影写字插花 ，以

此平复内心，调节情绪。

影院所有贺岁电影全部下

档，我们就在家用投影仪放电影，

初一晚看免费上线的 《囧妈 》，接

下来几天 《龙猫》《海洋奇缘》《爱

丽丝梦游仙境》《地球上的星星》，

一部接着一部，雅俗共赏，老少咸

宜，也算不枯燥。

6

宅在书房读书， 偶尔写小字

一两幅。

又挂画。 把以前收藏的一些

朋友们的画，找合适的地方挂好，

慢慢欣赏。

喝茶。喝了绿茶喝红茶，喝了

红茶喝普洱，喝了普洱喝咖啡。

随意读书。去年从夏到冬，从

城市中陆续如蚂蚁搬家一样搬回

几百本书，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身

边有熟悉的书，就不觉得无聊。

一位艺术家朋友说， 这难得

的时间，正好可以用来想想。胡思

乱想，或者放空，对于从事艺术的

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机会。

其实不只是艺术， 对于人生

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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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忽然就让人“慢”了

下来，尽管这“慢”是被动的。事情

都是相对的，不管怎么样，也可以

从“坏”里悟出一点“好”处来。 独

处 、缓慢 、闲暇甚至无聊 ，从审美

的角度来看，都有其本身的好处。

只是当下的人早已习惯奔波喧

闹，失去了感受缓慢无聊的耐性。

尽管，这样杜门避疫，是不得

已而为之的无奈。而人生的要义，

本就是要在艰难的过程中， 获取

一点欣慰与快乐。

想起了前不久重温的老电影

《美丽人生》。

幸好有书，有电影，有山野与

花朵———正是有了这些热爱的陪

伴，使得每个日子都有了光。

虽如此， 饱食终日， 闭门不

出， 心中还是有一丝苟于乱世偷

生的歉意。

想起 2003 年 ，我刚入新闻媒

体， 还是一枚记者新兵即奔赴于

“非典”采访之路。此后一路磨砺，

经历许多场合 ，2008 年毅然独自

前往四川震区采访。

而今早已不复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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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三。忽然有消息，说村

里有人被隔离了。

此人一个多月前从湖北回

来，一直没有症状，前两天感冒咳

嗽去检查， 一问还是从湖北回来

的，立马隔离了。

妈妈说 ， 他的家———就在德

金家隔壁， 除夕前两天他俩还在

一起喝酒———德金初一还来过家

里，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禁惊愕。 只愿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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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中望出去， 村道上已很

难看到行人来往。

县城的小区，有人发上视频，

医学防疫人员全副武装进小区 ，

对一户人家进行医学隔离 ， 整幢

楼里的人都不敢出门了。 正式发

布的消息， 常山县已发现三例新

冠肺炎病例。

又听说县医院里， 有一整个

病区的医护人员， 因为接触过一

名武汉回来的患者， 也暂时隔离

观察。虽然很快得到消息，未发现

问题，隔离已经解除，但显然所有

人都更加重视对于疫病的防护

了。 这种意识的增强， 当然是好

事。 浙江省的信息公开与防护宣

传，可谓十分及时与深入人心。

正月初四， 看到村口已摆上

了隔离墩，邻家伯伯戴着口罩、红

袖章守在村口 ，外村人 、外地车 ，

一律不得进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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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 收到出版社编辑发来

一本新书的封面。 这是我们给临

安旅游界谋划的一本重点书 ，共

行走采访了临安居于山野森林溪

流之间的几十家民宿， 呈现都市

人向往的一种美好生活方式。 此

书原计划是在春天三四月间出

版， 当地文旅局也会有一系列的

旅游推介活动。

编辑、设计师们都困于家中，

也没有假期不假期了， 都把时间

放在了工作上。

一位创业的朋友， 在朋友圈

中哀叹， 说不知道有多少小微企

业将在这个春天倒闭。

这样一次疫情， 给经济带来

无可估算的损失那是一定的。

桐庐文旅局的雷局长， 初四

一早把我拉进一个 “潇洒桐庐文

旅联盟 ” 微信群 ，200 多号人 ，都

是酒店、民宿、饭店、旅行社、景区

等等的负责人， 大家讨论得热火

朝天。一方面，大家讨论着怎样出

钱出力、共同阻击病毒，比如通过

一家旅行社的资源， 为县医院解

决采购了两万只 N95 口罩 ；另一

方面，大家出谋划策，寻找特殊期

间旅游业的应对措施， 希望能在

疫情消除过后， 重振旅游业的士

气。

我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人勤春来早， 这就是求真务

实的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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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隔离的村民， 确诊消息传

来，并不是“新冠”，只是普通感冒。

大家放下心来。

翻微信朋友圈 ， 看到和村民

一起喝过酒的德金已经上山挖笋

去了。山林中少有人烟，挖笋倒不

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然而笋不

多，“找了半天， 还不够塞牙缝”。

我看他又刻了一枚章，“华佗无奈

小虫何 ”。 边款 ：“绿水青山枉自

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语出毛泽东

诗送瘟神， 鼠年新春冠状病毒已

夺去一百三十二条生命……抗击

疫情形势严峻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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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一家，妹妹一家，分别出

发了。一车回绍兴，一车经浦江回

杭州。路上发来的信息，说车少路

空，没什么人出行。

叮嘱他们到家后少出门。

现在真是，看见人多就害怕 。

跟城市的高楼林立、 人群集聚比

起来 ，山野辽阔 ，地广人稀 ，乡下

也自有乡下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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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晚 ，收到县疫情防控指

挥部统一发送的信息 ： “从 1 月

30 日起 ， 后面五天是爆发传播

期 ，千万别出门 ！ 戴口罩都不能

出门 ！ 记住 ，别不当回事 ！ ”

我学医的同学， 很多都早早

上班，坚守在抗击病疫的第一线。

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春

节，每一个人都在关心天下，也在关

心个体。 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

忽然觉得 ， 跟疾病生死 、人

间疾苦比起来 ，日常生活里的很

多事情都是鸡毛蒜皮 ，多少事是

庸人自扰之 。 何妨心大一点 ？

书房对出去 ， 是一片山林 。

坐对这片山林 ， 想起一句诗 ：山

静似太古 ，日长如小年 。

下午转发了文学评论家谢

有顺老师手书的一幅字 ： “山中

何事 ？ 松花酿酒 ，春水煎茶 。 ”

去后山丛林里走了一圈 ，折

了几枝灌木与藤条 ，回来插了一

瓶花 。 然后写这篇 《文学报 》总编

陆梅老师的约稿 ，以记录下庚子

正月头几日的琐事 ，并祈愿众人

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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