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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照的这几天，推窗即是海。
海边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对

于没有沿海生活经验的人，海意味
着浩瀚和未知。查阅《说文解字》，

“海”乃“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
每声。”纸面上写下一个“海”字，便
召唤出一大片无垠水域倾覆人间，
想象里是水气蒸腾、漫天漫地。海有
和蔼的时候，微风拂过，海面涌起细
细的波浪，展现着柔声细语的一面。
海也有暴怒的时候，狂风掀起不可
遏止的巨浪，像要吞没和击碎海面
上的一切。

等到有了阅读能力，对海的想
象终于可以通过文字描述来构建。
课堂上老师讲解 《海的女儿》，才
知道海底并不是一无所有，那里是
鱼的王国，一尾尾鱼自由游动，再
以指数级扩散增长。《围城》 开
篇，钱锺书写方鸿渐在归国的游轮
上看海，晚霞夕照下的印度洋，亘
古不变地包容着围城里的人。巴金

《海上的日出》，把水天云海的关
系，描绘得极有层次。还有与湾流
搏斗的“海明威”，与白鲸同归于
尽的“麦尔维尔”……有限的阅读
经验，勾起了看海的欲望，也坐实
了对海洋生活的钦羡。

山东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
得名，在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身

靠浩渺烟波九万里，瞻望群峰四万
八千丈，这等好福气不来日照，是
体会不到的。

这回来日照，看到的海大多是
温柔平静的。阳光细密，风平浪
静，海边的人来游玩消遣、来拍婚
纱照、来寻觅好吃的海鲜。新闻报
道总是说，沿海城市居民的幸福生
活指数很高，山东的青岛、烟台、
威海莫不如是。在与之比邻的日
照，体验了一把海边慢生活后，才
觉此言不虚。

以吃为例，有一餐除了吃到常
规的海鱼，席间还有一味长相特殊
的“海虫”，细细长长，状若蚯蚓，细
腻爽滑。大海馈赠的新奇生猛，给身
体营养，给口味惊喜。吃完饭乘车到
海边的艺术中心参观，书店、咖啡
馆、美术馆、文创商店、电影放映
厅……一座座建筑经设计师的巧思
聚拢汇合后，成为简洁又时尚的艺
术品，是当下火爆全网的“ins”风。这
里是当地文艺生活的全链条、现代
艺术的综合体。徜徉其间，翻翻书看
看画，除了吸取知识的营养，享受艺
术的熏陶，一呼一吸间似乎还有海
风的味道。海风仿佛裹挟着礁石上
的矿物质，穿林打叶而来，在这个艺
术天地里飘落、挥洒、消弭。

逛完店，口腹和精神获得双重
满足后，就去海边的渔村小住吧。

如今的渔村，早已不是滩涂上
原始陈旧的民居，而是一幢幢簇新
的精品民宿。从海边的木栈道穿行
而过，就能看到这些精美的建筑。
北方的海，虽然没有南国的椰林树
影，没有岩石层叠起伏，但却美得
大气而庄严。这些排列整齐的民
宿，保留着北方民居质朴的样子，

规整而温馨地背倚着滔滔海浪。外
围土黄色的篱笆墙被一个个黑褐色
的海贝填满，摸上去还有些硌手，
呈现一种粗粝的浪漫。走入民宿内
部，原木、青石板、大理石地砖等设
计元素，在安静明亮的空间里集中
在一起，营造出和谐的气氛。小茶几
上的手绘城市地图、古董咖啡杯，透
露出设计师的精巧用心。船锚、贝
壳、海螺……这些海洋元素的小摆
件一个是一个，生动耐看，时刻提醒
着你与海的距离不过一公里。店家
介绍，这里适合家庭度假，想着在这
样的民宿里住一宿，再严厉的家长
也会重新当一回柔软的孩子吧。

当地人告诉我们，曾经的渔村
一度坚持传统捕捞方式：渔民们傍
晚踩着晚霞出海，日出披着阳光归
来。每出一趟海，都包含着对渔获
满满的期待。这里还曾有过自发的
小型海产品交易市场，说是“市
场”，其实就是个小市集。但规模
虽小，开市的时候，十里八乡的人
们都会来。人声鼎沸间，吆喝声、
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汇成一首悠长
的船歌。如今，渔市被政府整合到
集中统一的大市场，变成绿色渔业
全产业链中的一环。现在，这里餐
饮、娱乐、住宿、交通等多产业共
同发展，船屋升级变民宿，渔民转
身当老板，但那种勤劳朴实的渔民
精神，就像一筐筐活泼跳动的鱼，
一直在这里顽强生长着。

走出渔村，想起坊间流传的一
种说法：华夏文明根植于黄土文
明，所以诞生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
经济。而蔚蓝无际的大海则是西方
人冒险驰骋的战场，所以容易催生
远距离交易和商贸文明。可仔细

想，古中国和大海就这么无缘无分
吗？不消说久远的徐福求仙就是在
离日照不远的琅琊台始发，宋元时
期的刺桐城港是当时世界第一大
港。就是此时此刻站在日照的小渔
村，眺望着对面蜿蜒的海岸线，海
的宽广、海的博大、海的浮天无
岸，都让人感受到从古至今中国人
与海的深深连接。

我们继续往停车场走。下午的
阳光不强，沿着公路浅浅照射过
来，回头打量一眼小渔村，像个内
敛的孩童，在阳光下静默不语。忽
然，一种朦胧的肃穆和体悟在心底
升起：山东号称“齐鲁大地”，海
岱之间灵秀与巍峨共存，齐文化与
鲁文化交相辉映。如果把鲁文化比
作泰山，昭示着江山永固、国泰民
安，那么齐文化莫不就是幽冥深
邃，神秘难测的大海？

离开时，正值太阳落山。我在
想，世间纷扰太多，但天地间总有
些基本元素老老实实、真真切切存
在着，容不得欺瞒和算计。就像潮
涨潮落、日暮月升，脚下的大地和
头顶的星空，生老病死的自然律和
内心的道德律……当然，还有浩瀚
的海、绵延的山。来日照流连山海
吧，相信你会不虚此行。（图片除
署名外均由日照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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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南充嘉陵，顺着
318 国道向西前行 50 分钟，
到里坝镇一个右转，便进入
三会镇。初冬，蜀地依旧绿
意盎然。车窗外，是一帧帧
疾驰而过的乡村风光，成片
成林的柚子树上，缀满了一
个 个 滚 圆 滚 圆 的 柚 子 。 此
时，正值傍晚，夕阳把金色
的余晖洒满山林、田野、果
园，微风吹起，浓郁的柚子
香没商量地沁入我心底……

三会这个地名，真实准确
地描述了它的位置，处在西充
县、蓬溪县交界的地方，加上嘉
陵区，真是“三会”了。它不写作
三“汇”，是因辖区没有河，典型
的丘陵地区。在一般人看来，三
会是一个典型的穷乡僻壤，但
有样东西却“拿”得出手，那就
是柚子。山上山下，房前屋后，
柚子随处可见。乡亲们说，柚子
树就是摇钱树。有了柚子树，致
富有门路。

不知道是何时在三会兴栽

柚子树的，有人说是国家开始
扶贫那年。如果真从上世纪80
年代算起，三会的乡亲们在吃
饱肚子不久，敢于尝试种植经
济作物，勇气实在可嘉。

老青 50 多岁，脱贫攻坚
时，我联系他家。他家的房前
屋后，到处都是柚子树。不
过，那些树太过老迈了，树干
虬枝嶙峋。老青一脸沮丧地
说，老树需要嫁接了。同行的
第一书记，来自区里的农技部
门，他一听，马上回去组织了
一个 20 多人的队伍，挨家挨
户到柚子园搞嫁接和改良。

每年十月，柚子开始成
熟。大片大片的柚子林，郁郁
葱葱。开车顺着村道蜿蜒前
行，溜圆的柚子触手可及。乡
亲们摘柚子请我们品尝。乡亲
们从屋里拿出摘柚子的“武
器”。这个武器，有些创意，
一根竹竿，在顶端编一个篾
筐，这个筐，和柚子差不多大
小。我看到他们瞅准一个，一
扭一抖，柚子便“噗”的一声
落 筐 为 安 。 2021 年 柚 子 不
错，除去贷款，加入协会的

每家可以分到3000多元。
我非常惊喜，有点为自

己当年的眼光“骄傲”。老青
年 轻 时 ， 当 过 兵 ， 做 过 生
意，后来为了照顾孙子就在
附近开了一个小卖部，日子
过得相当不错。遇见他，我
眼前忽地一亮，村上老书记
身体抱恙，已不堪重负，而
这个老青，热心、纯朴、肯
干，不正是接替老书记的合
适人选吗？老青很犹豫，说
自己啥都不懂。我笑他，前
线都敢上，还怕这点困难？

老青把生意交给老婆打
点，每天在村上忙碌。我恳
请他把村里的柚子管理好，
然后扩大规模。三会种柚子
有基础有技术有氛围，坚持
走 下 去 ， 必 定 能 闯 出 名 堂
来。我给老青算账，一棵树
以 20 颗柚子计，每颗 5 元，
每家 20 棵，这一项就可以增
收 2000 元。关键还是“绿水
青山”！但是，柚子有了规

模，才有持续效益。
我描绘的图景似乎有点让

他心动，但他忧虑销路问题。我
告诉他，区里已经在着手搞冷
冻和物流，如果柚子深加工，或
者错时销售，效益不得了。老青
犹豫几天终于下定决心，跑去
银行贷了扶贫资金，迅速组建
种养协会，把 300 多农户组织
在一起，流转土地上千亩，田里
种水稻，山坡种柚苗，不到一个
季度，就让荒山野地瓜果飘香，
柚树成行。

我和第一书记常常去看幼
苗，看着它们开花抽穗，长出
春梢秋梢，又看着它们结出鸡
蛋大的青果。柚苗连线成片，
葱葱郁郁，蔚为壮观。老青把
他的孙子放在一边，除草施
肥。老青爱人经常给他打电
话，让他回去进货，他声如洪
钟：哎呀，哪里走得脱。

我听说，三会镇已开始筹
办柚子茶加工厂，镇党委政府
一班人，在乡村振兴中做起柚
子新文章。我的眼前，有一树
树溜圆的柚子，在初冬散发着
希望的光芒。

柚香冬好景
廖天元

柚香冬好景
廖天元

浙江杭州余杭区的仓前，原名
灵源，南宋绍兴二年 （1132 年） 官
方在街北建临安便民仓，古以南为
前，遂称仓前街，距今已经历 800
多年风雨。

最能代表仓前厚重历史的，是
古运河畔那条并不长的老街。

旧时的仓前老街，和其它水乡古
镇大抵相似，却又有些不同。温婉的
江南小城，蕴藏着如许情愫。漫步在
光滑圆润的青石板上，仿佛能感受到
老街厚重的历史，笃笃脚步声格外清
脆、空寂。也许一个不经意，就走进了
一户“不可移动文物”的古建筑；也许
一个不小心，就靠近了一段传奇；也
许一个不留神，就踩住了一段历史。

是的，国学大师、一代儒宗章
太炎先生的故居，就在这条老街西
头；袁隆平亲题的“四无粮仓陈列
馆”在这条老街东头。

2015 年 3 月 28 日，杭州梦想小
镇开园。仓前老街，就在此时迎来
了新生。余杭区仓前街道在2016年

初开展了大刀阔斧的老街改造工
程。在经历了一场颜值提升、灵魂
重塑的工程之后，当年10月，仓前
创业大街精彩亮相。

头顶玻璃天花板和五彩霓虹灯
的创业大街，是仓前老街改造后的
主干道。梦想大街的尽头是一片绿
油油的水稻田，象征着希望的田
野，水稻田另一侧是一方大水塘，
倒映着老街的夜景和霓虹。

全新打造的老街，采用了古建
筑修旧如旧的方式，打造了 4 万多
平方米江南水乡韵味的互联网众创
空间，侧重于智能硬件和软件、移
动医疗等科技创新领域。产、城、人
高度融合，先生态、再生活、后生产。
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无限乡愁。
这就是现在的仓前，历史与现代的碰
撞，科技与人文的碰撞，创业与生态
的碰撞。

如今来到仓前的人，无不感叹
这一片江南水乡建筑之美。而谁又
能想到，在这白墙黛瓦的明清建筑

内，是一群群年轻的创业者，为了
梦想在努力奋斗。

2019 年，美丽城镇建设再度起
航，仓前也有了更加高远的目标：率
先争创都市节点型美丽城镇的省级
样板。党建引领着小镇的美丽蜕变。

如今的仓前，离这个目标已经越
来越近。在杭州云城和未来科技城的
双重辐射作用下，梦想小镇、浙大校
友总部、浙大超重力实验室、湖畔大
学、商务楼宇、杭州高铁西站枢纽等
一系列因素给仓前产业发展的引擎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
青来。如今的仓前农村水清田绿、
空气清新、农家小楼错落有致、村
道庭院整洁有序，美丽乡村的风景
随处可见。逢年过节，很多外地来
仓前走亲戚的人，十分惊喜和羡慕
仓前的变化。而作为仓前本地居
民，更是热情洋溢地带着亲朋好友
四处参观，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与讲
解，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仓前 历史与现代的碰撞
钟佳菲 王 华

城市书房海洋美术馆。城市书房海洋美术馆。

初光先照。郑志成摄

七墩八台船屋民宿。

行天下行天下行天下

黄山的云是黄山的灵魂。灵魂
总是渴望遇见相似的灵魂。

从云谷寺乘缆车上山，朝霞是
无人管束的羊群，四处游荡。有的
地方浓密黏稠，白茫茫一片，遮蔽
一切；有的地方雾气稀薄，轻纱般
透明，显露出令人目眩的峭壁沟
壑。黄山，一块石头就是一座山。
缆车缓缓而行，耸立的绝壁迎面压
过来，所幸被缠绕绝壁的松树隔阻
了花岗岩的脾气。冬日山谷琼玉般
的冷霜结成雾凇，也难掩柔软松树
林的蓬勃绿意。

缆车轻风般掠过冻住的树梢，
脚下还是有松树高高地伸出臂膀，
舞动热情的绿色绸缎。山顶朝暾散
彩，群峰间投下斑斓光柱，冬日暖阳
缠绵着往人的眼睛里钻。霞光迷离，
景色如梦如幻，不似人间。一路披霞
戴雾，将我带入仙境。拾阶而上，站
在天都峰顶，犹如立在海滩，眼前云
海茫茫。渺渺轻波，数支高峰似海岛

突兀在海面，随云雾流动，轻轻飘
荡，忽隐忽现。去光明顶，路过海拔
1800 多米的电视塔，我又在白鹅岭
驻足。风口处，冷风呼啸，天地茫茫，
一大片云海在缓缓流动，气势磅礴，
蔚为壮观。

在童话的雾凇世界里，静下心
聆听云海波浪翻滚。仙乐一浪浪传
来，退去，再一浪浪传来，轻缓柔软，
叩击人心。云海，冲开我内心的那扇
门，我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看见
了自己单纯的本色，那是生命的恬
淡与宁静。天地自然，美得如此快意
又忧伤。云海是黄山四绝（奇松、怪
石、云海、温泉）之一，可遇不可求。
今次得以大饱眼福，有点意外，却又
实属平常，人生诸多美好，其实并不
意外。

黄 昏 时 分 ， 云 海 再 度 “ 涨
潮”，“水”光潋滟，金波粼粼，太
阳如少女温柔的目光，让人不忍直
视，又让人感到周身温暖。晚霞收

卷了蓝天的帷
幕，展开它自
己 的 壮 美 画
卷，在海浪的
伴奏下，做越
来越精彩的演
出。在与云朵
吻 上 的 瞬 间 ，
落日点燃了云
海 ， 须 臾 间 ，
橘红的晚霞与璀璨的云海紧紧地贴
在一起，美轮美奂。我就像一叶小
舟，静静地停靠在这宁静的天边，
忘记了自己。

游客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向
着九龙峰的夕阳聚焦。红日低垂眼
睑，群峰间的缝隙填满五彩斑斓的
光柱，突兀峻峭的峰体剪影轮廓分
明。天空是退潮的海滩，流金的喧嚣
里蕴含着极致的静谧，天际传来无
声又雄浑的曲调，这是自然的大美。
夕阳柔光透进我肺腑，沉入我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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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安徽黄山出现雾凇云海景观，美若仙境。水从泽摄（人民图片）

四川的柚农们正在采摘柚果。张国盛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