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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位于广东西
南部、接近中国大陆最南
端的信宜是一处荒蛮的化
外之地，是让人听着也害
怕的流放之地。那里不仅
地 处 偏 远 ， 而 且 穷 山 恶
水，瘴气疫疾盛行，不宜
外来者居住。

但 是 ， 如 今 的 信 宜 ，
“穷山恶水”早已变成了好
山好水，这里植被繁茂，
物产丰盛，天清气爽，风
景 宜 人 ， 既 可 驻 足 深 呼
吸，亦可信步慢生活，确
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地方。

信宜有许多张亮丽的
名片，“一颗李子富了一方
百姓”的三华李就是其中
之一。

循着三华李的香气，我
们寻到了“三华李之乡”信
宜钱排镇，一脚踩进果园
里，亲手去采摘挂在果树上
尚未熟透的或淡紫色或紫

红色果实。一边采摘，一边品尝这一来自土地的新
鲜的奉献。三华李的果实酸甜爽脆，咀嚼时发出清
脆的声音。这种早熟李子的酸味并非那种让人倒
牙的呛胃的酸，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酸爽。在酸劲
过后，却又能品尝出一些甜的滋味。因此，虽然一
气吃下了多粒李子，大伙儿却仍觉意犹未尽。倘若
苏轼活到今日，品尝到这一佳果，或许他该慨叹：

“日啖华李数十粒，人生长宜住信宜！”
三华李，原本源自广东北部翁源县三华镇。

上世纪70年代初，钱排开始引种三华李，通过试种、
扩种、改良、再扩种和品牌打造各个阶段，钱排三华
李的产业越做越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断彰
显，成为千家万户致富奔小康的主导产业。

2020 年钱排镇三华李的种植面积达到 10.2 万
亩，总产量近 13 万吨。三华李年产值 16.9 亿元，
人均单项收入约 2.16 万元。三华李带动了一二三
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超 21亿元。因此，当地人嫁
女儿，不送名贵的汽车别墅，而是送上 10亩三华
李园。在钱排人眼里，三华李就是一棵摇钱树，
家有金钱万贯，不如李园一座。

即便是在 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钱排三华李产销依旧两旺，价格始终坚挺，

基本与前一年持平。据统计，全镇有九成以上的
农户投身三华李的生产、流通，单项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种植户就超过了1万户。全镇从事三华李网
络营销人员约 1.3 万人，形成了全民“直播带货”
卖三华李的动人景象。三华李上市高峰期，钱排
镇平均每天快递三华李达到了 6000 斤。如今的钱
排三华李已成为了一种网红水果。

钱排地处云开山脉腹地，平均海拔高度超500
米，被称为“粤西屋脊”。这里山多田少，是典型
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区，气候高寒，平均气
温比邻近乡镇要低2至5度，昼夜温差大，山间时
常云雾缭绕，因此出产的三华李品质非凡。李子
表面会天然地形成一层薄薄的银色果粉，这种果
粉正是钱排三华李所特有的标志性特征，同时又
具有保鲜作用。因为这层独特的银粉，当地人便
给三华李注册了一个美丽的商标——“银妃”。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原产
于翁源县三华镇的三华李在钱排实现了蝶变涅
槃。正是钱排独特的气候、地形和水土造就了

“银妃”，使之身价陡增。
钱排三华李保持盛名既有水土、天时作美，

更有农民的精心培育和精耕细作。在选苗嫁接、
果园维护、剪枝施肥、摘花促果、病虫防治的每
一个步骤和工序都不敢马虎，由此保证了钱排三
华李不变的品质。加上收成季节，当地党政部门
齐上阵，共同助力宣传推介。春季天清气朗时，
举办“李花节”，漫山遍野的南国香雪李花怒放之
际，无数观光客穿梭花海，品尝香美的李花，绿树蓝
天，溪流山涧，鸟鸣婉转，春风轻拂，不亦乐乎！而
到了初夏，天气炎热，便召开“品果节”，让四面八方
的来客尽情品尝这种早熟的水果，美景与美食交
融。自2012年开始，信宜市和钱排镇每年都要举办
李花节和品果节，结合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
设，大力发展乡镇旅游业，以“春赏花、夏品
果”作为旅游主题和主线，发展乡村休闲农业及
文化旅游，有力促进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

一业兴，百业旺。三华李产业的兴旺带动了钱
排旅游、餐饮、交通、物流等产业。每当三华李上市
之际，镇内的服务行业总是生意火爆，餐厅爆满，住
宿一房难求。全镇每年游客接待量近100万人次。

如今的钱排已是粤西旅游名镇。钱排境内盛
产金、银、锡等矿产。钱排人历来拥有独特的炼金
技术，该镇亦素有“淘金之乡”美誉。在信宜人看
来，钱排不愧姓“钱”，是一个“有钱”之乡、富裕之
乡。这里有真山水，纯生态，好民风，是这里的天
时、地利、人和共同造就了三华李的华美转身。

朋友送给我一枚书签，材质是
紫光檀，色泽温厚；样式是古典的
窗花，很复古的格调。一枚小小的
书签，尽显古朴清雅之风，仿佛能
够从中品出时光悠长的味道来。

我非常喜欢收藏各种书签，在
我看来，书签不仅是为了记录阅读
进度，也是对书的一种善待，最主要
的是在提醒我好书要慢慢读，细细
品。放置一枚书签，就是为了把阅读
速度放慢。书签把一本长长的书分
割成多个片段，每一个片段都仔细
揣摩过，书因此显得更加丰富厚重。

记得早年我喜欢自己做书签，
春天来了就用一片花瓣做成书签，
秋天到了就用一枚枫叶做成书签。
寒来暑往，四季轮回，书签中也有
了时光的痕迹，告诉我岁月流转的
踪迹。对我来说，书签因为带着时
间的味道而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如今已人到中年，回顾走过的
人生，总觉得岁月就像一本厚厚长
长的书。这本厚厚长长的书，需要
我们在里面放置一枚书签。这枚书
签，是时光暂停的标志。让我们停
在某个时光节点之上，把来路和归
程好好盘点与规划一番。让时光书
签，为我们按下一个暂停键。暂时
把书页合上，静静地品味，细细地
揣摩，把岁月之书品出更加悠长醇
厚的味道。漫漫岁月是我们亲手书
写的一部书，每一个句子、每一个
段落、每一个章节都值得用心回
味。过去的故事已经在时光中发酵
成了一段传奇，那是属于自己的独
一无二的经历，慢慢让它沉淀，沉
淀出人生的智慧。未来的结局伏线

千里，我们在憧憬和展望中为明天
续写新的传奇。

在 时 光 的 书 页 里 放 置 一 枚 书
签，可以让我们把脚步放慢，把时
光放缓。曾几何时，我喜欢快速阅
读，就像走马观花一样，只看到书
中的浮光掠影，看过之后完全品味
不到书的妙处。如今我懂得停下来
回味了，细嚼慢咽，方得真味。人生
也是如此，太匆忙了会显得单薄浮
躁。我们每个人都需沉下心来，把时
光这本书读出悠长的味道，读出沧
桑的内涵。当你慢慢地阅读时光这
本书的时候，岁月就会多出几分悠
然淡然，也会多出几分深沉和厚重。

在 时 光 的 书 页 里 放 置 一 枚 书
签，遇到精彩处要反复流连和品
读，把美好的滋味放大再放大。岁
月深处，总有一些事拨动我们的心
弦，总有一些人带给我们温暖。这
样的章节，我们可以当成重点部分
来阅读。美好的事或人，在时光的
长河中熠熠生辉，我们真的该好好
品读，好好珍惜。

为生活设置段落，给人生划分
章节，把一本岁月之书读懂。有些
精彩的部分，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承
前启后的作用，需要我们慢慢品
味。慢下来，把每一天都当做一个
句子，把每一月都当做一个段落，
把每一年都当成一个篇章，随时停
下来回味和怀想，憧憬和展望。

在 时 光 的 书 页 里 放 置 一 枚 书
签，留住字里行间的快乐，留住一
页一页的美好，留住一章一章的幸
福，让生命更加醇厚而悠长，更加
丰富而深刻。

小时候家乡遍布芍药 ，因为紧邻芍
药之乡亳州，芍药品质优良，价格昂
贵，所以家家都种芍药。每家的房前屋
后，田埂地头，沟壑路坝 ，甚至肥沃的
田野阡陌，到处都是芍药的身影。所谓

“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
但是村民种芍药不是为了观花，是为了
芍药根部的药材。所以每当芍药开花之
前，就被掐去了花骨朵，为了不和芍药
的根块争夺营养。但无论药农如何小
心，总会有一些漏掉的花骨朵在翠绿的
枝叶间露出娇媚的脸，她们都有着美得
蚀骨的名字，在村民的口里传诵着。白
的是青山卧雪，红的是红云映日，紫的
是乌龙探海。

我的邻居旺财家就很特别，他家院
子里的芍药从来不摘花骨朵，任凭芍药
花恣意开放。有一年他家的白芍药花开
得特别美，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媳妇悄
然生下一个女孩，女孩长得白净清秀，
旺财就给女儿取名素云。素云比我大一
岁，我不喜欢素云就是因为她的名字，
于是常常无缘无故地欺负她。

有一天我正抢夺她手中的一支芍药
花，她的父亲过来叱问我为什么欺负素
云，我理直气壮地说，她的名字丑陋，
不配芍药花。她的父亲听完莞尔一笑
说，“小妮子你懂什么，素云就是天上的
白云，很美的。”

我不以为然地说，“有白雪美吗？”
旺财叔说：“当然比白雪美，白雪是

不变的，白云是活的，你看。”他指指天
上的白云，又指指院里的芍药花说：“你
看看是不是很美。”

这时候天上正飘浮着朵朵白云，在初
夏的微风里千变万化，有的团团片片，有
的丝丝缕缕，宛如披着面纱的白衣少女，
素带飘舞，笑颊如花，再看院里的芍药花
在微风里顾盼生姿，仪态万千。我被镇住
了，第一次领略到芍药的美。从此不再欺
负素云，而且最喜欢和她一起玩。

又过一年，旺财叔家的红芍药开得
特别美，他家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
儿更加漂亮，肤白唇红，面如春花，于
是取名叫红霞。我因为迷恋她家的芍
药，整天往她家跑，芍药的美如春风化
雨渐渐深入我童心深处。

全村的人都羡慕他家的两个漂亮女
儿，都争相取和芍药相关的名字。村里有
一个教过私塾的老先生喜欢给人取名字，
尤其女孩，于是就有云锦，天香，丹红，依
翠，整个村子到处都是芍药般的女孩。

我母亲做事最彻底，我家院里的芍
药从来没开过花。因为母亲的精心管理，
芍药的枝叶比谁家都茂盛和苍翠。有一
年芍药花开的季节，我母亲几日不在，家
里的芍药开出了一朵花，绯红的花朵颤巍
巍从满院的翠绿中婷婷而出，在清风细
雨里风姿绰约。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
酷爱养花的父亲回家了，我正盯着那一
朵花看，父亲也过来看花，看了很长时
间，说了一句“万绿丛中一朵红”。 我
也一边看一边模仿父亲的语调说“依竹
佳人翠袖长”。父亲拍手笑道，好诗。

上中学时，有一天我把值日生的名
字写在黑板上：徐小芝。这位同学气呼
呼地告诉我，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我
的名字是徐晓枝，春晓的晓，花枝的
枝。我还是一脸茫然，她夺过我的粉
笔，在黑板上写下“徐晓枝”，生气地
说，真是乡巴佬，不知道“有情芍药含
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这句诗吗？ 我
是敏感的，这句诗电击一样打动了我，
意境太美了。我顾不上被人骂的羞愧，
反复吟诵着这句诗，感觉多年来与芍药
耳鬓厮磨、肌肤相亲的款款情愫被这句
诗突然唤醒了。芍药花有高高的花茎，
硕大的花朵，在茂密的绿叶间亭亭玉
立，在 4 月的微风里摇曳生姿，仪态万
千，风情无限。芍药的花瓣单薄柔软，
吹弹可破，千娇百媚，可谓“艳艳锦不
如，夭夭桃未可”。芍药的花心细密含
蓄，像少女欲说还休的心事，芍药的颜
色如云霞包裹，变化莫测。红楼梦里形
容林黛玉的美如弱柳迎风，娇花照水，
黛玉的袅娜可比芍药的曼妙，史湘云醉
卧芍药丛的画面可见芍药的娇憨之态。

“扬州省识春风面，看尽群花总不如”。
芍药的美在心里生根开花了，从此命运
也与芍药有了不解之缘。

第一个爱我的男孩约我在芍药花
丛，第一个娶我的男子手捧芍药向我求
婚。一生的爱恋与芍药息息相关。

那年的芍药从未远离，在生命的幽
微深处永远姹紫嫣红着。

甘肃、宁夏和陕北之行，是重走长征
路，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体验革命先
驱的艰难历程和历史壮举；同时又是一次考
察“退耕还林”、感受西北革命老区百姓生
活现状的实地采访。我做了充分的心理准
备，迎接一场灵魂与身体的洗礼和挑战。但
是当我走进会宁、静宁、镇原、庆阳、彭
阳，我为这里的变化感到意外和惊喜。曾经
是偏远、穷困的山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实施

“退耕还林”工程以来，曾经是年降水量不
足 200 毫米，昔日的荒山秃岭、缺水干旱之
地，已然变成绿水青山。甘肃省林草局退耕
办的王立志告诉我，近几年经过大规模的退
耕还林还草，这里土质、水质，甚至气候都
有了改变，年降水量已经超过 400 毫米。老
区人民受惠于国家的相关政策，已经逐步摆
脱贫困，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所到
之处，当地人的精神面貌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长征已经过去80余年，但是长征精神已
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鼓舞着他们融入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孙百百、蔺怀柱就是其中最普通也是最
典型的两个人物。

一

孙百百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又是一个
不善言谈的庄稼汉。第一次见他是在静宁县
林草局召集的座谈会上，我看到坐在对面肤
色黝黑的孙百百，发现他的神态和眼睛，酷
似油画家罗中立笔下的 《父亲》。他显然不
大适应这种座谈形式，眼神中流露出茫然和
不知所措。但是，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了西
北农民的坚毅、朴实、勤劳和聪慧，我直觉
地认为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于是我有了到这
位孙百百的家里做现场采访的想法。

孙百百的家位于界石镇孙家沟村，距静
宁县城约20公里。他的家和院子没有想象的
高门脸，与周围邻里的门院没有什么差别。
他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农民，靠自己勤劳的双
手，受惠于国家的好政策，改变了自己和家
人的生活。孙百百站在院子当中，用手指着
身后的山坡。那里是他在“退耕还林”后种
植的果林，其中有山毛桃、大结杏、早酥梨
等树种，都是适合在干旱地区种植的树种。
我们抬头望去，不远的山坡上郁郁葱葱地覆
盖着一大片果园，在雨后的晚霞里透着勃勃
生机。孙百百今年52岁，看上去显得比实际
年龄年轻。县林草局退耕办的人告诉我，夫
妻俩就是靠山上近 20 亩山地种植的各类果
木，供两个孩子读完了大学。儿子毕业于杭
州师范大学，现在南方某大城市工作，女儿
毕业于甘肃医科大学，分配到陇南市医院做
大夫。这又出乎我的意料，一对初中都没毕

业的农民夫妇，竟然让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
学，还有了不错的工作，背后的艰辛可想而
知，而他们获得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也可想而
知。聊着聊着，他开始放松下来，点燃一支
烟，不断地回答着我们七嘴八舌的提问。有
人还打趣地问起儿子上大学期间，他们两口
子去没去过杭州看儿子，穿什么衣服去的。
孙百百如实交代：去过一次，在省城给自己
买了一件西服，给媳妇买了一条裙子，花了
好几百块。又问：游览西湖了吗？答：没
有，人太多，还花门票，而且热得很，新买
的西服都湿透了——还是我们山里头舒服
——两口子没呆两天就匆匆打道回府。他
说，看到儿子在学校学习安心就知足了。但
我知道，他肯定是不放心这20亩果园呢。这
时屋里有老人的咳嗽声，他匆忙转身进屋，
给卧床的老母亲端水喝。老太太已经 93 岁，
本来身体很硬朗，3 个月前不慎摔了一跤，
从此卧床不起。他说，老母亲能走路时，经
常帮助夫妻俩干活，收拾院子，烧火做饭，
怎么劝她歇着也不行。这回终于不用干活
了，躺在床上也算是休息吧，让做儿子的尽
一下孝心。我走进屋里看望老人，老人侧过
身向我微微一笑。只见她一双裹着的小脚，
露在被子外面。已经是21世纪了，这种小脚
恐怕是国内罕见的。算算时间，她应该是四
五岁开始裹脚的，距今已将近90年，她用这
双小脚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其实早在
1912年国民政府就废除了裹脚习俗，但有些
偏远落后的地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废
除了裹脚的旧习。我在想，如果她没有裹
脚，可能就不会轻易摔倒，她还能盘腿坐在
家里的炕上，与我们谈笑风生，为我们讲述
许久以前的往事。孙百百告诉我：老太太年
轻时，手脚出奇地麻利，能下田锄地，还能
拿着笤帚追打淘气的孩子呢。确实，在老人
活跃的眼神中，我能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力
量，虽然她卧床不起，但她的心一定渴望有
一天能够站起来，这种力量与渴望无疑也传

递到了孙百百及一家人的身上。
院子里有一间上了锁的屋子，我透过窗

户，看见里面有床和梳妆台，还有小孩儿的
玩具车。孙百百告诉我，这是给儿子儿媳和
女儿女婿还有孙辈们准备的房间。可惜他们
已经两年没有回来了。一个是因为单位工作
忙，另一个原因是孩子还小，要上幼儿园。
但每天晚上我们会与孙子或外孙用手机视频
呢。说完这句，孙百百的眼睛好像瞬间放出
了光，湿润润地闪亮。这是当下农村的现实
与矛盾，年轻人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只有
老人固守着自己的家园。我安慰孙百百，随
着“退耕还林”的深入，你把果园再扩大，把
它变成花园一样美丽的地方，我不信他们不
常回来，因为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走出孙百百的家，我们回头与他道别，
我看见在他家的大门上，写着“幸福之家”
4 个大字。我由衷地祝愿他和家人幸福，也
祝愿他种植的果木年年有好收成。

二

在宁夏固原市彭阳县的一个山村，我见
到了“退耕还林”的受益大户蔺怀柱老人。
老人今年已经 71 岁，但身体健朗，腰背笔
直。多年前，为了响应国家林草局“退耕还
林”的号召，他与老伴一起种植了23亩红梅
杏树。他不仅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而且生活
蒸蒸日上。去年红梅杏大丰收，净赚了16万
元。红梅杏是彭阳县的特产，远近有名，果
皮呈红色和黄色，果肉细腻多汁，酸甜可
口，市场价格可达到每斤60元左右。2016年
12 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将“彭阳红梅
杏”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为了让两个住在县城的儿子也能感受和
分享他的艰辛和收益，他两年前分给两个儿
子各 9 亩果园，自己只留 5 亩，希望他们假
期或者农忙的时候回来打理自己的果园。大
儿子深感父亲这么多年经营果园不易，提出

只要6亩，退回了3亩，小儿子也提出退回1
亩，这样老人还剩下 9 亩果园。大儿子 6
亩，小儿子 8 亩。每逢假期，或者收获时
节，两个儿子都自觉地带着孙子和孙女回到
村里干活，养护果树或采摘果实，老人也能
见见孙辈们。一大家 9 口人跟过节似地相聚
在一起，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每到这时
候，就是老两口儿最快乐的时光，老人甚至
还会多喝几杯当地有名的“金糜子”酒。

但生活不总是有阳光和快乐。今年春
天，这里持续低温，各种昆虫不见踪影，花
粉没有媒介传递，甚至花骨朵还没绽开就被
冻掉。没有花，没有蜜蜂或者蝴蝶之类的昆
虫传送花粉，植物就不能结果，不结果实，等
于农民种的麦子不结麦穗，玉米不结苞谷，那
将是灾难性的后果。老人的脸上掠过一丝阴
影：今年肯定是颗粒无收了。我不解地问：一
颗杏也结不上么？嗯，23亩的果园，我都挨
个看了，一颗杏也没寻到。我看着老人，不知
道如何安慰他。我问：您上了保险没有？上
了，但保险只会按几年中的平均收成兑现赔
偿，损失大是一定的了。谈话中，我没有在
老人的脸上看到焦虑和痛苦，他显现的却是
无怨与坦然。他说：土地上生的东西，得听
老天爷的安排。他相信明年一定会好起来。

采访结束，我请老人为我们在“重走长
征路，退耕还林还草作家记者行”的横幅上
签名，并告诉他，这条横幅将在我们到达陕
西吴起县的时候，交给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
念馆永久珍藏。老人有些为难地看着说：我
不识字呀。我说您就写上名字就可以。老人
接过笔，迟疑了很久，才颤颤巍巍地写下了
自己的名字：蔺怀柱。我走过去看他签的名
字，竟然写得非常规整熟练。我说您写的字
这么好看，怎么能说不识字呢？他不好意思
地笑着说：啊呀，是小孙女教给我的，逼着
我练了整整一个月嘞。

我们离开的时候，老人一直面带微笑，
送我们到大院外，不停地向我们挥着手，老
伴一直远远地随在身后，脸上也带着微笑。

回京已经 3 个月了，我依然与孙百百保
持着微信联系。前些日子，他在微信圈里发
了一段视频：“开始收杏子了！”画面是一
大片刚摘下的大结杏，红黄相间，个大肉
肥，令人垂涎欲滴。据说，大结杏平均单果
重量是 85克，最大的竟然有 200克。大结杏
肉质柔软，汁多味甜，适应干旱，关键是它
与红梅杏相比抗寒能力强。我给他点了个
赞，他迅速回了一个作揖的手势和一张笑
脸。看来今年，他比蔺怀柱老人幸运，大结
杏喜获丰收，而蔺怀柱老人因为没有微信，
无法联系到他，但我一直惦记着这个朴实而
又乐观的老人，希望保险公司赔付给他的补
偿款及时到位，这样他就可以筹划和期待明
年的收成了。

那年的芍药
苏 菲（奥地利）

绿色的家园
兴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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