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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山里，草木葱茏，坡地上有一
小片开阔地，一对翁妪，一条撒欢的小黑
狗，一头和翁妪一样老的黄牛，一把破
犁。阳光下，老翁抖动牛绳，几声吆喝，
老牛吃力地拉着套在肩上的牛扼。犁，翻
出一浪一浪新鲜的泥土。老妪持锄，整理
着垄头地尾牛犁不到的地方。来来去去，
泥土慢慢形成一道一道小小的垄沟……

不用问，我知道，麦黄豆黑，季节轮
回，翁妪犁地，是准备种番薯了。转而，
我想起早年父亲也常常在夕阳下扛着犁，
牵着牛，背着太阳回家的情景。记忆里这
样的镜头很多，也很温馨，它是乡村里一
幅永恒的水墨画。

老家虽然偏僻，却也有山有水，田种
稻谷，地种番薯。

种番薯，得先有番薯藤秧，而番薯藤
秧，得由去年留下的番薯种块育秧而来。
我真不知道这世上是先有藤秧，还是先有
薯块，这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概
念应该差不多。

我家有一块自留地，那是祖上留下
的，离老家不远的一块丰腴宝地，由于父
亲每年都在自留地上培育番薯藤秧，我们
就叫它藤园。

父亲几乎把他所有闲暇时间，都泡在
藤园里。他在这块六七十平米的地里，依
着季节轮回种瓜点豆，种菜育茄。当然，
每年的春头，藤园都会用来培育番薯秧
苗。那产出的番薯藤秧，除了满足自己家
山地里栽种外，大部分都拿到街市上去
卖，对于当时我那贫穷的家来说，这可是
一笔不小的收入。

田园总被季节追着，犁地，播种，除
草，施肥，收获……在霜打得番薯藤叶蔫
了的时候，最后的一批番薯，赶在霜冻
前，也从山地里收回。父亲拣出那些如少
年拳头般大小、光滑而没有铲伤和磕碰过
的小块番薯，送到我家在西山脚下地坎边
挖的地窖里。那时十来岁瘦小如猴的我就
派上了用场，父亲让我钻进地窖里，他递
我放，一块一块的，我把番薯块层层叠叠
地在地窟里轻轻堆起，待番薯装满地窖，
父亲在洞口上方装两枝无节细竹给里面的
番薯透气，再用泥巴和石块将洞口堵死，
防止老鼠钻入。这样，在漫长的冬天里，
即使冰冻下雪，地窖依然温暖如春，番薯
在里面绝不会受冻腐烂。

二月的春风，剪开了柳条，惊蛰的雷
声，敲醒了万物，父亲开始在自留地里忙
碌起来。栏肥、草木灰是挺好的基肥，粪
便是农家的宝贝。土地添加了肥料平整好
了以后，父亲又让我帮着取出地窖里的番
薯种子，然后他一排一排地将番薯按放在
地里，浅浅的盖上泥土，再覆上塑料薄
膜，此后，希望便在薄膜之下慢慢地孕
育。大概二十来天后，那紫红色的萌芽便
会破土而出。一个半月后，绿意便铺陈在
薄膜底下，番薯藤秧可以剪摘栽培了。

第一次藤秧剪出，一般是不卖的，父
亲把它扦插在空地里，同样覆上薄膜，待
它成活长大后，当作母本生产藤秧。此时
春天的气息已经浓郁，但早晚温差较大，
父亲白天将薄膜掀开一角，晚上又去盖
上，他像呵护小孩一样，呵护着他的几畦
藤秧。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江南立夏过后，天气就开始转暖，此时乡
村已经进入农忙。早晨的人们，醒来往往
比鸟儿还早。绵薄的炊烟如纱，在长满野
草的瓦楞上淡淡如诗般升起。父亲站在屋
檐下，抬头看着炊烟和欲雨的云雾缠缠绕
绕、朦朦胧胧。他对正在烧饭的母亲说，
天就要下雨了，这几天正是栽种番薯的好
时机，今天街上的番薯藤秧，一定有个好
价钱。

带上剪刀、簸箕和绑藤秧用的一把稻
草，父亲在晨光里匆匆地去了藤园。母亲
烧好饭，让年少的我跟她一起去帮父亲。
藤园在晨雾中静静地铺陈着绿意，露水在
藤叶上如珍珠般晶莹。剪番薯藤秧，虽然
说容易，但也有诀窍，我们弓着腰，一手
拿着剪刀，一手拣粗壮的藤秧撩起，在距
离藤秧底部两三节处剪开，用左手指如梳
子般插在藤叶间，待一手插满二十五根藤
秧后，从手上将藤秧退下，整齐地码放在
空地上，这样连续剪满四把，再把它们用
稻草一起捆好，凑成一百（卖藤秧是论百
卖的）。每每一二个小时后，我们都能剪
个二千多根的藤秧。

剪好藤秧，父亲回家扒几口早饭后，
雨真的淅淅沥沥的下了起来。父亲披上蓑
衣，挑起藤秧，冒着雨，兴冲冲地便上街
卖藤秧去了。

有藤秧卖的日子，是家里最开心的时
光。中午时分父亲便从街上回来，他的嘴
里哼着小调，脸上洋溢着笑意，簸箕里是
几样难得一见的小海鲜和猪肉等小菜，还
有几只我和妹妹及久病在床的奶奶才可以
享用的肉包子。父亲说今天藤秧的价格很
高，一百藤秧卖到一块二，两千藤秧，就
是二十多块钱，抵得上城里人半个月的工
资，他还说下午应该给藤园浇点肥料补
补，希望过两天，又有新的藤秧长出，可
剪可卖。

三天后，鸡叫五更，晨星还没隐去，
父母便去了藤园，等我醒来，他们已经挑

着剪好了的两千多根藤秧回了家。父亲说
今天有人请他打零工，有一份额外的收
入，他不想错过；又说今天是星期天，我
不上学，可以让母亲带我去街上一起卖藤
秧，顺便可以给我买些学习用品。出门
时，父亲交代，我们的藤秧个儿粗壮，别
便宜卖，要个一块二一百没问题。

母亲挑着担子，我在后面跟着，走过
四五里长路后，我们到了集市。此时，整
条北门街上到处都是卖藤秧的人，我们好
不容易找个地方歇下。等了好久，终于有
个满脸络腮胡的人来问价，母亲说一块二
一百，她说你看我家的藤秧不但品种好，
而且个儿粗壮，前天我们也卖一块二呢。
那人弯腰拿起一百藤秧，用手岔开看了看
说，藤秧倒是不错，可惜今天没那个价。
你看满街都是藤秧，再说今天这天气，等
会儿一定出太阳，这番薯秧栽下去，只怕
要“烤弹胡”啊！不过，你想卖的话，一
块一百，我可以给你全部买走。母亲说那
也太便宜了，一分钱一分货，我们不卖。
那人磨蹭了好久，见母亲就是不答应，最
后似乎有些生气，他佯装不屑一顾的样子
说，再不卖，只怕你到时要担回去喂猪。

母亲虽然有气，却笑笑，说不用你担
心，等会我自然会卖掉，而且一定卖个好
价钱。

接着也有几个人前来光顾，但最高的
还价，还是一块一百。

母亲仍坚持着她的一块二一百。
一两个小时一晃而过，我开始焦急，

藤秧卖不出去的话，我出门时的许多心里
算盘，终将落空。

于是，我鼓动母亲降价。此时，其实
母亲降价的心好像也动了，可是偏偏一个
顾客也没来问津。

将近晌午，阴沉了一个上午的天，渐
渐地云开日出，热辣辣的太阳，一会儿就
晒干了藤秧上的水珠，鲜明挺直的藤秧，
似乎一下子就蔫了，而街上原本熙熙攘攘
的行人，仿佛立马间在艳阳下蒸发，已经

寥寥无几。
我对母亲说，当初一块一百，就应该

卖了。
母亲也有些后悔。她说，等会有人出

一块一百，我们就卖。话音刚落，那络腮
胡幽灵般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阴阳怪气
地对母亲说，怎么样？还没卖？要不卖给
我？母亲似乎还有气，没有回答他。我却
抢着说，算了，一块一百我卖给你。络腮
胡拍拍我的小肩膀，狡黠的说：“小兄
弟，当初是开场，现在是散场，价格不一
样了，八毛钱一百，卖的话你全部挑来。”

这回母亲是真的气了，她说我就是挑
回去喂猪，也不卖给你这个行贩鬼。

转眼市散。
最后，难得上一次街的我，所有的计

划全部落空。母亲挑着担，哄着我，说明
天让父亲来卖藤秧时，再给我买学习用
品。

回到家，父亲也没有说母亲什么，他
将母亲挑回的藤秧平整地放在地上。他说
那些行贩心太黑，他们将藤秧贩运到温州
洞头等地一转手，能卖两块一百。

第二天早早的，父亲便挑着昨日母亲
担回的藤秧上了街，也是父亲有办法，他
说他的藤秧是前天剪的，放在家里凉了两
夜，干的藤秧容易栽活。就这样，凭着人
们对他一个农民的信任，父亲依然将藤秧
卖了一个好价钱。

隔三差五、断断续续，藤园能在一个
多月里，为我家带来许多财富。可是端午
过后，藤秧就再也没人要了，此时藤园里
的番薯藤，由于气候的关系开始疯长，母
亲就真的将藤秧剪来喂猪了。

时光悄悄地流逝，后来，邻居一户
人家要造房子，他看中了我家的藤园，他
想用一块山坡地与我们对调。父亲碍于面
子，只能无奈地答应。只是从此以后，我
家就没有了藤园，父亲也没有了藤秧可
卖，现在，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对藤园无
尽的念想。

在玉环岛的一个山坳里，隐藏着一
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村。听说村子虽小，
却也有山有水，景色怡人。一个周六早
上，应友人相邀，我们顾不得细雨霏
霏，踏上了探寻之路。

沿榴岛大道前行，转入一条村道，
经过几个村庄，才找到了这个名叫芦岙
坑的地方。

地方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沿着
溪流伴水而居。芦岙坑正对面耸立着一
座陡峭的山峰——百丈岩。芦岙坑无
名，百丈岩却有名，是玉环罕见的峭壁
景观。山峰一面朝着玉城芦岙坑，一面
临着芦浦百丈岩，背面平缓山坡下是芦
浦的大坑。百丈岩上山无路，芦岙坑却
有一条比较险峻的山路一直通到山顶。

路边有几株桃花，远看朵朵粉红，
心下欣喜，近前看却已经有些开败了，
不免有些惆怅，终究是没能追上春天的
脚步啊。

雨依然下个不停，山顶笼罩在厚厚
的云雾中，今天的景恐怕是看不成了。

既然来了，还是一鼓作气上山去吧。
村路是沿着山壁开凿出来的，一面

靠山崖，一面临深谷，窄的地方只能通
过一辆车。坡度很陡，又曲曲折折，加
上路面湿滑，人坐在车里，心提在半
空，生怕车轮胎摩擦不住砂石路面会打
滑倒退。

终于上到山顶，大约是老天体恤我
们上山不易，雨居然渐渐停了。人站在
那座依山而建的三仙庙前，云雾缭绕，
飘飘然如入仙境。

百丈岩果然名不虚传。从山顶往下
俯瞰，山崖壁立直下，如临深渊。寺庙
下平台旁边有一处岩石用栏杆围起来可
供攀爬，踩上去看栏杆外的深谷，人会
禁不住心中发寒，脚下打颤。

寺庙旁边的山顶平台，可以凭栏远

眺。云雾散去，看得到远处的山峦、田
野、海面，近处的山崖下，村路蜿蜒如
带，隐见几处农舍，杳杳然如沙盘模型。

漫步到寺庙侧面，忽然在山崖上看
到一簇红艳艳的映山红，在暗褐色的山
壁和深绿色灌木丛的映衬下，红得耀眼。

我们立刻来了兴致，但花丛的位置
在石壁高处，只能远观无法近看。有人
发现不远处山崖缺口处有攀爬过的痕
迹，大家童心大发，互相推着拉着艰难
地爬了上去。

踏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走进草丛深
处，眼前豁然开朗。

在一小片草地周围，高大的灌木丛
中，无数火红的映山红灿然怒放，那鲜
艳欲滴的花朵，层层叠叠，红红火火，
密密匝匝，热热闹闹，仿佛是攒足了劲
儿，来赴这一场春天的约会！

一直以为自己来迟了，春归已无觅
处，却不想在此处隐藏着如此靓丽的春
光！

大约是人迹罕至的缘故，这些花木
生长得格外高大，高过人头。 山林绿意
葱茏，雨雾中，那些映山红分外耀眼，
这里一簇，那里一团，深红色的格外鲜
艳，浅红色的别样娇嫩，生机勃勃，灿
若云霞。那花儿盛开得既天真烂漫又肆
无忌惮，好像狂野的吉普赛女郎，骄傲
地展示着自己的美艳，仿佛在告诉世
人，即使是山间野花，历经雨打风吹，
也要拼尽全力，绽放出最热烈的美丽。
这顽强的生命活力，这如火的热情，让
人从心底里萌发出对生活的希望。

我们在这片花海流连许久，意犹未
尽，折了几朵娇艳的花枝，想把这美好
的春光带回家中。

下山途中，在半山腰看到有村民在
种植石斛。石斛可是仙草，难得一见，
于是乘兴下车进入石斛园看看。

园子里，路边、树下都是新栽植的
石斛苗，一节一节的枝干就是难得的好
药材。高大的树干上有一圈圈的环形，
一些石斛枝条从上面伸出来。石斛竟然
长在树干上？这倒从来没见过。

大家都想看看石斛开花是什么样
子，却怎么都没找到石斛的花。失望之
余，我却在树林间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大
片很小的野花。

那些不起眼的野花，有白色的、淡
紫色的、黄色的，小小的花朵在杂草中
星星点点，若隐若现。弯腰细看，这些
小花朵有形态各异的花瓣，精致的小小
的花蕊，花朵的每一个部分都细小而完
美。如此娇小的花却开得如此精细，一
丝不苟，令人惊叹。这么精致的小小的
美丽，就这样湮没在杂草丛中，让人不
禁有些惋惜。这些不知名的小小野花，
它这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在这个春天
寂寞地开过了，又有谁知道呢？

如果不是为着寻找石斛花，恐怕我
也不会注意到它们吧。

想起了袁枚的那首小诗：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是啊，平凡如苔草，也有它自己的

青春。它们没有因为自身的卑微而自轻
自贱，也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失去开
花的勇气，它们仍然要在冬天里一点一
点努力地积蓄着力量，当春天到来的时
候，它们依然会奋力绽放着自己的美
丽，尽管微小，尽管寂寞，尽管不为人
知。

回城的路上，我还在想着那些花儿。
是啊，不仅牡丹的国色天香是春

天，映山红的野性烂漫更是春天。就连
苔花、野花，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悄然
开放，也是春天。就像这小小的芦岙
坑，偏居一隅，也有这样美丽的春天！

睡觉，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想着
它，万种疲劳都消散了。我觉得人最幸
福的时候，莫过于躺在床上、斜靠在枕
上，或看书，或玩电脑，都是人生闲散
时。最难忘冬日里，躺在厚厚被窝里的
那种惬意。夜深人静，靠在灯下看书，
四周一片漆黑，外物皆已睡去，俨然这
番天地为我一人所有。等意兴阑珊，合
上书本，拥衾而眠，这一天便宣告结
束。苏轼有诗《春夜》云“春宵一刻值
千金”，在我看来，应是“冬宵一刻值千
金”。躺在暖暖的被窝里，看着早晨懒懒
的阳光照在玻璃上，思绪万千，想想孩
童时，回忆逝去的时光，听着窗外的鸟

鸣，那感觉真不知老之已至。直至被窝
发冷，暖意渐消，再起床推窗，看看窗
外，天泛着淡青，空气寒冷，心情却贼
好。

冬日确是好，但秋夜秋雨之时，也
易催人安睡。哪怕是大白天，一睡就是
一个下午，昼寝曾被孔老夫子唾骂，但
午睡本不可少，睡着了又不知日月，闲
散时能睡，也不失人生一幸福。白居易
有诗《秋雨夜眠》“凉冷三秋夜， 安闲
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
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
霜叶满阶红。”活脱一个闲散老头的幸福
生活。特别是睡美雨声中，和霜叶满阶

红，意境尤美，让人悠然神往。不过闲
散，就是睡不着也不会太急躁，半夜听
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听着远处深巷的
狗吠，再想象着夜归人的画面，也是可
以的。

梁实秋有文章《睡》说人生三分之
一的时间在一枕黑甜中度过。这一枕黑
甜一词还真准确。不过要想黑甜，要得
心无杂念才好。人生总是太多的焦虑，
每每致人失眠，想着升职，想着发财，
总难成眠。现代社会，就是不想升职不
想发财，各行都有各行的压力，失眠便
成了常客。难享黑甜之味的人是与日俱
增。这数目当在白领中为多。失眠的原
因很多。常见的刚谈恋爱的人容易失
眠，因为想着对方，想着他或她的一句
话，反复斟酌，摸不清对方对自己的心
意，乃至夜不能寐，这就叫辗转反侧。
诗经《关雎》就说“悠哉，悠哉，辗转
反侧”，哈哈，这恋爱心理还是古今没啥
区别的。这如果不是“张生”，应当不算
严重。思乡的人也容易失眠，不过这情
况到今天是大大减少了，古人没视频没

手机，一别音容两渺茫，看到明月“转
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是理所当然。
我就知道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外乡人，知
道要回家了，兴奋得两个晚上无眠，但
她的情况又稍稍不同，我想她的精神是
好的。如果，其它的比如压力比如竞
争，那痛苦可就加剧了。那个彻夜难
眠，真叫煎熬。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晚上
的无眠，常常是整段时间整段时间的。
倘若是贪污受贿等等有行为不端之人，
而贼心却又不够大，于是惶恐难眠，虽
则难受，却也是咎由自取。想起农民朋
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不下暴雨
不刮台风，睡时心无挂念，疲劳之致卧
床而睡，睡得都是香香的。我时常睡眠
不好，第二天起来头重脚轻，昏昏然不
知南北东西。告知我家阿姨我的烦恼，
她时常奇怪人怎么会睡不着，对她来
讲，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过这年月能
做到心无挂碍、蒙头便睡的人倒越来越
少了。庄子说的至人无梦，这境界，也
更难得了。苏东坡乌台诗案的获释，就
是因为他被审讯回来却能蒙头便睡，太

监把这事告知皇上，宋神宗知其坦然，
于是得以免去死罪。我每每想起林语堂
《苏轼》传里的这一则，觉得皇帝也可
爱，没想到睡觉也有这个功劳。

睡得着的人是幸福的。但睡得着的
人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可失眠的人最知
道自己的痛苦。俗话说，睡不着的累比
干活累了还累。那感觉，浑身无力，又
带无精打采，严重的头晕头痛。人是耷
拉着如一挂咸菜，感觉身体整个零部件
都如同散了架一般；上了岁数的女人，
脸上黑斑叠现，深皱纹加深，浅皱纹加
密，哪怕是几斗粉也盖不住。花容失
色，玉貌失样，心情是何等的糟糕。

想起睡到自然醒这话，那美好的感
觉总是油然而生。头脑清醒，精神饱
满，从容去上班。有生之年或许到退休
之时才能好好得来享受白香山说的“日
高睡足朝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的滋
味。不过那时，听说老年人起得更早，
他们腰板早就硬了，睡在床上久了，全
身发胀，骨骼酸痛。哈哈，人生啊，总
带有几分调侃。

芦岙坑的春天
□胡丽亚

睡觉
□王爱平

藤园旧事
□王祖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