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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显然具有一种奇怪的

力量，却又十分的隐秘。它使人

的感觉，像味觉、嗅觉，甚至触

觉、视觉等，在此地如此，但在彼

地就不一样了，这似乎取决于气

候地理等因素。可是还有一些

什么呢？

作家刘亮程一直对已逝的

传统怀有脉脉温情，而对现实却

存有质疑和距离。他曾给我说

起过他小时候吃过的一些未经

改良的老式瓜菜：有长了虫眼的

西红柿、甜瓜、土毛桃，模样矮小

的芹菜、萝卜……一堆堆、一筐

筐地摆在巴扎上。有一种叫“克

克奇”的甜瓜，又小又难看，秧扯

不长，产量不高，一棵秧上只结

三四个瓜，但味道却极香极甜，

吃了保准忘不掉。

他说他的家人都喜爱这带

着浓郁香甜味道的“克克奇”。

他的母亲每年就拣最甜最饱满

的瓜留下种子，在窗台上晾干，

来年再种。可是不知道哪一年

忘记种了，或者是他们仅有的几

颗种子被老鼠或鸟儿偷吃了。

当那种带有特殊浓郁香甜味道

的老品种作物从生活中消失的

时候，竟然谁都没有觉察。

现在，经过改良的又大又好

看的瓜果长满大地，它们高产，

生长期短，但不断改良的结果就

是它把人最喜爱的味道一点点

地弄丢了。事实就是这样，当人

们成功的改良出一种新品种，老

品种就消失了。

好像许多事物也是这样被

过滤、筛选的，真正古老而美好

的 东 西 被 拿 走 ，只 剩 下 了 渣

滓 。 曾 经 有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

“老”“原汁原味”的作物是乡村

普遍认可的原则。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本土知识体系即指“传

统”。历史上，我们最讲传统，

这是由传统社会的特性决定

的，由农耕方式建立起来的家

族制社会，最重经验，由此传统

“代代相传”。有人抽象出“文

化”这个词，来说明“传统”的重

要性，因为它的精神因素，可能

是超越时空的，但我们在大多数

的时候对它熟视无睹。

哈密乡村里的维吾尔族人

把甜瓜叫“库洪”。在卡尔塔里

村，我从当地一些老人那里，记

下了一些老品种“库洪”的名字：

黑眉毛、老汉瓜、一包糖、加格

达、红心脆、早金、黄皮可口奇

……这些瓜名多好听啊，听到名

字就能一下子联想到瓜的模样，

像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性格的熟

人站在自己面前。这些美好的

名字传承于人的生活，不仅有色

泽、肌理还有温度，诱发人的联

想。我感觉到人与大地交替的

呼吸。

比如老汉瓜：瓜肉醇香，略

带甜酒味，入口即化，将这种瓜

一剖两瓣，刮去瓜瓤，泡上馕，就

是一顿饭。不像后来经改良后

的新品种哈密瓜名：抗病1号、

26-1号、伽师瓜2号、凤凰1号

……这些莫名其妙的术语和词

根在消解生活中的诗性成分，阻

隔了与大地之间的联系。

千百年来，哈密瓜农在种植

哈密瓜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老人尼牙孜 ·哈斯木说：“以

前祖上种瓜，都是用牛羊粪施

肥。用老方法种，铺上苦豆子

叶。这样长出的哈密瓜口感好，

易保存，用化肥不好。前两年看

大家都在用，我们也试着用，用

化肥催熟的瓜成熟快，样子好看

但不好吃，保存时间也不长，再

说，化肥把土地也烧坏了，所以

我就又改回老方法种了。当然

还有其他的方法。”

“什么方法？”

老人笑而不答。

我知道，那就是外界纷传的

他家有一本从祖上第四代开始

传下来的有关种植哈密瓜的“秘

方”。尼牙孜 · 哈斯木对这本祖

传的“秘方”的态度是万分的虔

诚。他把“秘方”藏在了房梁

上。他说，那样可以避免鼠咬。

他年事已高，但他爬高取下“秘

方”的动作又是那么敏捷轻盈，

像一个少年，最终公开了他深藏

的秘密：那是一本“手写本”。厚

厚一叠发黄变脆的纸片上布满

深奥的暗符，写着我这个汉人完

全看不懂的维吾尔文，只有他自

己才是那高超的破译者，能从这

些斑驳的字迹表面的规则中找

出暗藏的逻辑。

只是，古老的秘密，会不会

因时间而失去价值？

种子是每一生物源头的私

属的神。开始创造它那善变的

无中生有的戏法。甜美的果肉

会被牙齿消灭，或是在寂静中慢

慢腐烂，这样，种子就会裸露出

来，进入土壤，开始生生不息的

传递。比如在农村，一些珍贵的

种子，往往只保留在个别一些农

人手里。他们喜爱那些老品种

土瓜果的味道，就一年一年传种

了下来。

尼牙孜 ·哈斯木家种植加格

达瓜一直用的是祖上留下来的

瓜籽。种瓜和种瓜的种子是坚

决不卖的。怕失传，所以一直种

下去，等着喜欢它味道的人来

买。同样，老人也为我们展示了

他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有两三

百年历史的种子。有好几个品

种，都用皱巴巴的纸包裹着，一

粒粒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罐头

瓶子里，和土布缝制的袋子里。

那是他的家族永久的珍藏。

迈克尔 · 波伦在《植物的欲

望》一书中说：“从前，世界上就

没有花，当然也就没有果实和

种子。稍微精确一点说：是在

两亿年前。后来有了蕨类植物

和苔藓，有了松类和苏铁类，但

是这些植物并不形成真正的花

和果。它们中有一些是无性繁

殖，以种种手段来克隆它们自

己。与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世

界相比，因为缺少花和果实，这

个有花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更为

缓慢的、更为简单的、更为沉睡

的世界。”

也许，所有沉重的东西，注

定是由纤细来背负的。现在，每

颗瓜的果实里都睡着它的孩子，

那些白而狭长的种粒儿安睡在

它的腹腔，这是花粉、媒粉以及

浩荡的春天之所以存在的全部

理由；是大自然互容互生、环环

相扣的复杂节律。

一年飞逝，另一年回转而

来。春季将去，落花满地，夏秋

之景，接踵而至。它在时间上构

成了连续的波状之链。

现在，一张张苍黄的“秘本”

和一粒粒种籽获得了与时间相

等的地位，我目睹了一个家族对

于传统的繁衍、坚忍、持久的全

部秘诀。

故乡的水井与别处不一样。掘地丈余甚

至数丈，泉水汩汩涌出。用花岗岩砌筑起来

的洞壁，生长着零星的苔藓和水草，井洞深邃

清凉，幽幽暗暗。这就是故乡的吊井。

趴在井台，清凉扑面，黑黝黝望不见井

底，取水就只能凭感觉。把取水桶轻轻放入

井中，感觉到了水面，然后，猛然抖动手腕，这

个需要巧劲，拿捏恰到好处，力量通过长长的

绳索传递到井底，取水桶陡然翻转浸入水中，

拉上来就是满满一桶清亮的井水。放桶、取

水、提绳、把水拉上井台，一气呵成，滴水不

漏。看老一辈的故人取水，是一种乐趣。

遇上了我，就是一道难题。柔软的绳索

在我的手里变得狂野不羁，取水桶就是一匹

无法驾驭的野马，每次，打上来的水有半桶

就已经是很好的表现了。故乡衡量掌握某

种技能的熟练程度，总喜欢用“半桶水”来比

喻，就是源于此处，而我总是“半桶水”。

井台是用一种坚硬的花岗岩，故乡叫做

猪油岩做成的，这种猪油岩质地非常坚硬耐

磨。一整块猪油岩，被镂空凿成石圈，牢牢镶

嵌在井口，做工非常精致、讲究、厚重。取水

绳索经年累月的摩擦，在井台的沿口勒出一

道道岁月的痕迹，勒痕手指粗细，最深的有数

公分，浅的也能放入一个手指。深浅不一的

勒痕，掩藏着故乡成百上千年的岁月摩挲。

故乡，藏身在大湘西千沟万壑的皱褶里

刀耕火种，为羁縻所累，直到两宋时期，才耳

目一新，为世人所瞩目。在这里出现过的诚

州、渠阳、永平、鸡翁等等名号，甚至是无名无

号的“置黔中郡”，都消失在远去的烟云里。

但是，洒满月光的井台，古老得无从考究。

吊井自然没有林下听泉、清流汩汩的景

色，也没有泉水灵动、奔涌远方的声色。故

乡的井水终年沉默于地下，蕴藏于深不见底

的吊井，蒸腾而起的氤氲水汽，弥漫在井台

沿口，夏日清凉，冬天温婉。静坐井台，凝思

聚神，井底冒出的清泉，恍若脉动的血液一

般，“噗通噗通”延绵不绝。

之后，我背负着井台温润如玉的目光，

背“井”离乡，离开了故土，去了外地求学。

此后，井台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后来，听说

为了安全，油光水滑的井台被密封了，改造

成了一个压水井，摇动手柄，把井水抽上来，

取水比吊井方便了不少。只是少了井台水

光油滑的岁月勒痕，井口弥散的氤氲水汽。

除了排队打水的妇人顽童，集聚在井水处的

各色人等很快散去。没多久，手动压水井又

改造成了电动抽水泵，搭上开关，井水“哗

哗”直往外涌，接满一桶水只要十秒余钟，但

停留在井水处的人更少了。

后来，故乡铺设了自来水管网，月光抚

慰的井台和温润如玉的岁月勒痕，被埋在了

烟云的深处。

回到故乡，高楼遮挡了阳光，也遮住了

月光。我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夜色里，看月

光落在井台上，摩挲岁月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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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 道 路 过
乌镇，就在镇上
吃了午饭，然后
到东栅走了走。

这些年里，
我到过不少类
似的古镇，一样
的粉墙黛瓦，一
样的小桥流水，
同质化的旅游
开发，模糊了众
多古镇的个性
和面目，多少有
点让人审美疲
劳了。

二 三 十 年
前我第一次走
进周庄，那感觉
就仿佛是倏然
坠入了戴望舒
的《雨巷》、陈逸
飞的《双桥》，满
心都是喜悦，所
谓“水秀山清眉
远长，归来闲倚
小阁窗”。可如
今，每每有人和
我聊及周庄，我
的脑海里油然浮现的，竟是那充
斥街头、油晃晃的万山蹄了。

敏锐的乌镇人大概早就预
料到了这样的窘迫和危机。譬
如每年举办的乌镇戏剧节和世
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都让乌
镇名声大噪。当然，我更多惦念
的是两位文学前辈——茅盾先
生和木心先生。作为他们的故
乡，乌镇的气质里的确浸淫着几
分不寻常的书卷之气。

这一天的气温有着春天的
温煦，天空蓝得令人心醉，明
媚的阳光穿过东市河岸边的栅
栏，铺展在青石板上，斑驳的
光影扑簌迷离。恍惚中，不禁
忆起四五年前某个秋日，那一
次恰逢乌镇戏剧节正在举办，
大街小巷里游人如织、摩肩接
踵，艺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
古镇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他
们的舞台。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掌声、笑声、欢呼声……
那真是一幕欢腾的场景。

此刻的乌镇是安静的。穿
街而过的东市河波澜不惊。原
先为“高竿表演”而设置的那艘
小船还蹲守在小河的一角。长
长的竹竿还竖立在船上，像一束
绿色的光，射向澄明的天空。

沿河徐行，忽然瞥见河的对
岸，一个头戴鸭舌帽的中年人端
坐在自家门口，手执一支鱼竿，
气定神闲地垂钓着。慵懒的阳
光洒在他的脸上，洒在他的身
上，洒在他脚下的一盆盆绿植
上，晕染出一方宁静安详的小小
天地。

经过一家主营定胜糕的小
店，戴着口罩的女店主手头正
在忙活。走近搭话，女店主微
微抬起头来，在她的眉眼之间
看到了一抹明亮的笑容……我
飞快地举起手机，定格了这个
瞬间。这几年，我们经历了许
多，但蓦然发现，有时候我们
一直固守在自己的天地里，只
顾及自己的处境和情绪，却忽
略了还有那么多艰难的人，还
有那么多艰辛的努力。

很庆幸记录下了那位女店
主的笑容。也许这样明亮的笑
容，才是乌镇最灿烂的阳光。

唐树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