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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旧宅西边，有一眼水井。
这眼水井，位于杭州城隍山脚

下，嘉禾里弄堂深处。老屋在一旁静
静伫立，槐树发出沙沙声，似乎在与
水井对话。这眼水井，从我记事起就
存在，不知经历了几代人。

圆形的井圈，用整块石头挖凿而
成，泛起老旧的青灰色，呈现一种平
实而古朴的神韵。井壁用石条垒砌，
青苔点点，淋漓着水珠。站在井边，
能听到水珠掉落时，发出“滴答滴
答”的声音。井台一侧，青石铺就的
排水槽，在地上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

清晨与黄昏，是水井最热闹的
时候。一大早，人们提着铅桶，到井
边淘米、洗菜、汰衣裳，一边手里忙
着，一边张家长、李家短，“最近，喜
事介多啦！天天跟过年一样。”“是
呀！我们屋里厢要讨媳妇，又新买了
电视机，日子越过越好了。”

井边那户人家，就在屋门口石阶
下，小伢儿们玩打水仗、跳橡皮筋，
等待爹娘骑车下班、车头挂着几把蔬
菜回家。井边的老屋，演绎着柴米油
盐的平淡生活。这是杭州人念念不忘
的“老底子辰光”。

旧时杭城一条弄堂内，往往错落
着十余个墙门。嘉禾里也不例外，多
为粉墙黛瓦的平房，我家住的是两层
木板房。近百户人家，有两口公用水
井，却只有一处公用自来水。大多数
人家是井水、自来水混合着用，吃的
挑自来水，洗的多用井水。

巷口管自来水龙头的，是个老姆
妈，过去是杭剧演员。每逢高兴时，
她还会唱上几句。父亲买一次水，要
付给老姆妈两分钱，一根扁担两只水
桶，吭哧吭哧挑回家，往往要挑上三
四担，才能倒满厨房的水缸。直到上
世纪 80 年代初，家里接上了自来水，
才告别了挑水喝的历史。

然而，我依旧喜爱水井。俯身井口
往下看，水面映照出一张扎着辫子的小
脸，也映照出脸盆大小的蓝天，恰如一
轮满月，明晃晃的，煞是好看。

时近晌午，晃动的井水在阳光照射
下，闪烁银色光波，刺得眼睛不敢正
视。我吊水上来，倾倒在大脚盆里。吊
水是有技巧的，不能用蛮力。记得初学
时，掌握不好力度，铅桶总是打水漂，
练习几次，也就熟能生巧了。

水井的妙处，在于冬暖夏凉。最深

的记忆在夏天，我喜欢趴在井口，感受
丝丝凉意，尤其喜欢在井边玩水。

旧时杭城一个墙门内，总有一方
天井，用石板铺地。这个时节，墙上
爬满了牵牛花，天井一角，摆放着祖
母喜爱的盆花。傍晚，知了在浓荫中
唱了一天，暑热发散开来。父亲吃过
晚饭，提来一桶井水，冲洒地面，水
声哗哗，溅起一地凉意；又搬出藤
床、竹椅与小木凳，点上蚊香，躺下
后，双脚搁在小木凳上，戴上老花
镜，捧起一本书读了起来。祖母坐在
一旁，摇着蒲扇乘风凉。

弄堂内有井的墙门，占尽井水的
好处。早晨，买来西瓜、黄金瓜、烧
瓜等水果，加一锅绿豆汤，几瓶汽
水、啤酒，放在大脚盆里，打上几桶
井水浸泡，隔一歇换一下水，冰上几
个小时，小伢儿欢喜地称为“我们的
冷饮”。夜幕降临，无数星星在夜空中
眨着眼，我与家人围坐一起，剖开西
瓜咬上一口，发自心底的清凉爽口。

当大雁排成人字形，从天井上空飞
过，冬天很快来临了。白雪拥着井台，
像盖了一层棉被，井口不停地冒着热
气。“踏冬腌菜”，是杭州人过冬一个重
要风俗。买来长梗白菜在天井里晒干，
拖出腌菜缸，赤脚踏上一缸冬腌菜。压
缸的大石头，只有井水洗净才畅快。

故乡这眼水井，陪伴我从童年走到
少年，直至 18 岁赴北京念书为止。上
世纪 90 年代初，水井大多随着弄堂与
墙门一起消失了。

多年后，我重返故乡，嘉禾里已
变成宽阔马路，四周高楼林立，能寻
访到的，只有一块路牌标志。看不见
水井，回不到往昔了！我心里不禁有
些感伤。我所留恋的，是过去岁月的
市井生活、人间温情；所要留住的，
是内心的井。

那里，有流淌不尽的乡愁。

这个秋夜，我踯躅在洛杉
矶港口，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海
水在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海岸。
灯火下波光粼粼的海面引起我
心头莫名的激动，瞥一眼离岸
远航的海轮，酸酸的感觉使我
默念起余光中先生那耳熟能详
的诗句：“乡愁是一张窄窄的
船票。”而于我，乡愁已成了
一张昂贵的机票：我在太平洋
东岸，父母在太平洋西岸。

月亮很圆，银色的月光洒
满海滩。而此刻，无论是吟一
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还是
叹一声“听月楼头接太清”都
略显多余，唯有静静地遥望着
那皎皎明月，任由一轮月光将
心底的忧愁反复地洗涤，洗得
似那月儿一般纤尘不染。一瞬
间，我的心在月光下行走，小心
翼翼，仿佛银滩上的每一个脚
印都是为迷失的思绪留下归乡的足迹。

大抵每一个漂泊学子的青春里，
都会有一段迷茫与杂乱无章。时常，
我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双泛黄的白
色球鞋，球场上的嬉笑怒骂，与她漫
步过的城市街头，还有咖啡馆里温情
的笑容。恍然间，我感到一丝孤单，
似乎还有几分乡思？

是的，并非念家，却是乡思。是
远隔千山万水的思念，是天涯若比邻
的倾诉，是明月千里寄乡思的忧愁。
人在异乡，心在故乡，两者相隔一望
无际的太平洋。而我，一个不谙世事
的年少学子，在远离故乡的几百个日
日夜夜，将肺腑间涌起的酸楚尽数咽
下，披上外衣，在这月光如练的海滩
上，独自走着。李白诗中描绘的“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孤寂竟是
如此真切！

我仍记得初来美国是一个盛夏，
仍记得曾为学业整日拼命学习，仍记
得为适应异乡生活几近油尽灯枯的感
觉。在孤独的时光里，我像过了河的
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虽然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我却开始怀疑，到底哪来的
勇气让我少年不识愁滋味，那么敢往
国外闯？

当初，带着爸爸妈妈和好友的一
句句“多保重”，我搭乘那趟航班独自
一人越洋到了美国。在校园里，见到
了学校的几十个中国同学，看到他
们，仿佛看到自己的样子。学校的人
很多，两千多学生中只有 46 个中国

人，陌生的面孔几乎将我们
淹没。除了少得可怜的几小
时睡眠，全身心都要用来熟
悉全英语授课、补学宗教史、
适应居家的陌生生活方式。
偷得浮生半日闲，每到周末，
我和来自山西运城的室友带
上滑板，滑上十多分钟，进得
超市，吃上一些中国食品，便
成了我们莫大的乐趣。

夜深人静，每当我想念
大洋彼岸的爸爸妈妈、哥哥
姐姐和昔日同窗好友时，一
条条微信，或一段段视频，
有如一针强心剂，给了我战
胜孤独的勇气和力量。当我
思念自己生活过的那座江南
古城时，我便会走进洛杉矶
的中餐馆，从一道道湘菜中
去寻找那熟悉的故乡味道。

小的时候，一直觉得家
乡很大。高楼林立的城郭和连绵起伏
的山峦，总给我一种现代山水洲城的
感觉。月光之下， 我时常盯着那在身
后渐渐拉长的影子，那种“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情
怀，就像一个梦，让一曲月光下的少
年梦在我耳边一遍遍奏响。

现在，漂泊在异国的我终于明
白，故乡其实很小，小得就像飘落在
心头的那一片红叶。其实，拾起又飘
飞的，是岳麓山上的片片枫叶，而始
终缠绕着我的，却是我对山麓中那

“白云生处有人家”的遐想。
这种滋味便是乡愁。若非漂泊在

外的游子，是无法真正感受的。乡愁
是在异国蓝天白云下，依旧徘徊不
散、无法隐遁的迷茫；乡愁是用千言
万语依旧难以释怀的孤独；乡愁是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
前，妈妈缝入的无限牵挂、无限希
冀；乡愁是爸爸烹制的、依旧刺激着
舌尖上味蕾的佳肴。

记得初到美国半年，从早到晚，
我的乡愁如天边飘过的故乡的云，它
不停地向我召唤：归来吧，归来吧，
浪迹天涯的游子。故乡那宁静的明月
如同少年梦，飞翔着青春的乐章，驱
走少年异国学习的倦怠。

海上生明月，思之永相依。请将
这一缕淡淡的思念，说给正在飘往故
乡的那一轮明月，让我的衷情借着月
光吹开你的窗帘，然后悄悄地告诉你：
我有一颗中国心，我的心不会远离。

我们来到福建晋江的时候正是元旦假期期
间，夜晚的五店市街色彩缤纷，红红绿绿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布袋木偶在游客手中传递，体验
这种用手指操控掌上木偶的感觉，人们的脸上
洋溢着欢乐。在水中央的戏台上正在演出当地
传统的高甲戏，绿色的灯柱在水面上交错辉
映，光彩四射，观众在水边围成一圈观看。路
旁的小吃摊诱人味蕾，人流来来往往，人们边
逛边吃边看，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

而在五店市的红砖古厝建筑群中徜徉，则
是古雅沉静的气氛。这里的红砖古厝是闽南特
色民居，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建筑。成片的红
砖红瓦的古厝色彩明艳，雕梁画栋，飞檐翘
角，上面的雕刻精细繁复，几乎每根柱子上都
刻有楹联，显示出当地人的文化品位。五店市
是晋江的发源地，早在唐代就成聚落，它承载
着这一座古道驿站的千年遗存与记忆。起于街
市，经于世家，如今的五店市已成为晋江的

“城市会客厅”。
红砖古厝的红砖红瓦是用当地特有的红土

烧制。同样有成片红砖古厝的是梧林传统村
落，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闽南地区著名的
侨乡。这里的房屋都是华侨所建，闽南的红砖
大厝、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哥特式建筑以及古
罗马式建筑都可在这里见到，俨然是个建筑博
物馆。

这里曾有大批下南洋的华侨。晋江的华侨
在战争时期毁家纾难投身抗日，在和平年代热
心公益造福桑梓。抗战期间，海外侨胞通过义
捐、义演、义卖、侨汇、认购国债等方式，为
祖国抗战筹措军费。1938 年初，出自梧林的菲
律宾华侨蔡联璧与其他 11 位华侨青年自愿组成

“菲律宾华侨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自费组团
回国效力，途经香港时，受到宋庆龄和“华侨
抗日动员总会”的赞誉。后来蔡联璧到西南运
输处工作，冒着枪林弹雨，与其他“南侨机
工”为抗战大动脉的畅通做出了杰出贡献。
1989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
明树立一座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以表彰
他们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现在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有
300多万人，以东南亚为最。不管身居何地，晋
江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始终情系桑梓，为家
乡建设尽心尽力，晋江机场主要是由华侨捐资

建造的。如今在晋江，华侨给家乡捐赠已成风
气，据当地人说，看当地新闻，三天两头有人
捐赠。

晋江磁灶窑址的红土，为当地瓷器烧制提
供原料。如今，磁灶窑址已是世界文化遗产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2处代
表性古迹遗址之一。磁灶是古代泉州主要的陶
瓷生产基地，磁灶窑始于 1500 年前的南朝，周
边瓷土、燃料、水运等资源丰富，宋元时期成
为泉州外销陶瓷的重要生产基地。至今千年窑
火不断。明清时期，随着晋江人下南洋，过台
湾，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也传播至东南亚和台
湾地区。

经考古发掘，共发现宋元时期磁灶窑遗址
12 处，其产品是宋元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
货物，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等地
区，频繁发现于东海、南海的沉船中。金交椅
山窑址是磁灶窑系中目前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揭
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出土遗物最多的
一处宋代窑。在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看
到金交椅山遗址出土的宋代青釉瓶，釉面泛着
灰黄色光泽，外形古朴沉稳。它经过烈火百转
千回的燃烧，浴火重生，又从历史深处一直走
到今天。

磁灶的现代陶瓷产业仍在红火发展，已拥
有世界最先进的陶瓷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

走在晋江的大街上，绿树成荫。北方正是
天寒地冻的世界，这里却是绿意盎然，树上点
缀着玫瑰红的紫荆花。在晋江随处可见的是榕
树，根部虬曲盘结，枝繁叶茂，垂下长长的气
根。榕树生命力极顽强，有一棵榕树的气根垂
在地上，气根在这棵树旁又长出另一棵树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在晋江的多种色彩中，
我在想，晋江的主色调是什么？直到面朝大
海，无边无际的蓝色在眼前铺展开去，我豁然
开朗：晋江的主色调是蓝色。

晋江三面临海，有延绵 121 公里的海岸线。
晋江古为闽越人聚居地。西晋永嘉年间，晋人
为避战乱，衣冠南渡，沿江而居，因思故土，
故名晋江。晋江东濒台湾海峡，南与金门隔海
相望，是改革开放和交流合作的桥头堡，与台
湾一衣带水，是大陆与金门距离最近的地方。

历史上晋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
市，自古以来便是与东南亚交流的前沿。“苍官

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南
宋名臣李邴的诗写出了海上丝绸之
路起点晋江当年的鼎盛繁华。“三
洲”即在晋江畔，宋元时期，这里
万国商船鳞次栉比，万国乡音人声
鼎沸。晋江接纳着走进来的各国商
人，也送出去走向世界的晋江华
侨。随着“万国商”远达五海三洲
的，便有以金交椅山古窑为代表的
磁灶窑出产的中国瓷器。

如今晋江地处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先行区 ， 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
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文化交流
密切。

蓝色的海洋文明，融入晋江人
的血液里，造就了晋江人“爱拼才
会赢”的精神特质。在晋江，看小

戏台上的布袋木偶表演，在紧锣密鼓中，两个
木偶对打，一个抡着大锤，一个举着盾牌，两
个木偶腾挪跳跃，身手敏捷，锤打与阻挡，进
攻与反击，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而当表
演结束，操纵木偶的人从幕后走到前台，原来
只有一个人，用两手操纵两个木偶，他的两手
手指的灵活协调令人赞叹。两个木偶的对打，
实际上是一个人自己和自己的对打，体现了闽
南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不断超越自我，
做到最好。

布袋木偶的表演让人想到晋江人做实业，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也是凭着这样一种
不断超越自我做到最好的精神。“将超越自我的
体育精神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这是晋江安踏集
团的理念。走进安踏集团的园区，门口写着：
安心创业，踏实做人。从晋江走向世界——做
好每件衣服每双鞋。安踏集团从当年创始人带
着600双鞋到北京推销起家，如今成为国内最大、
跻身世界前列的体育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
嘱托，做实体经济，要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
一个主业，这是本分。安踏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坚守实体经济，把好产品质量关，创出
自己的品牌。2017 年，安踏签约北京冬奥组
委，成为北京冬奥会第一层级的官方合作伙
伴。2019 年，安踏成为国际奥委会官方体育服
装供应商，是首个与国际奥委会合作的中国运
动品牌。安踏如今是拥有专利数最多的中国体
育品牌。在安踏集团的展馆里，可以看到安踏
虫洞科技、安踏细胞元科技、安踏氢科技等
等这些高科技名词，这里有全世界最轻、阻力
最 小 的 短 道 比 赛 服 ， 有 全 世 界 最 轻 的 慢 跑
鞋。努力创造世界之最，安踏的创新进取永
不止步。

安踏是晋江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 。 很 难 想
象，40 多年前，晋江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
人 ” 的 贫 困 农 业 县 。 晋 江 ， 因 改 革 开 放 而
兴，因改革开放而强。凭借敢为天下先、爱
拼才会赢的精神，打造多个全国县域第一，开
创一系列改革先河，创造举世瞩目的“晋江经
验”、晋江奇迹，闯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全面发展
之路。

蓝色的晋江，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现
代，它以自己的创造与活力、智慧与梦想，为
海洋文明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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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济海新晋江
杨 鸥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
六年七下晋江深入调研，总结提
炼出“晋江经验”，并撰文指
出：“晋江经验”是地方主动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
积极实践。

“晋江经验”提出 20 年来，
晋江人积极传承、发展、创新

“晋江经验”，到 2020 年，晋江
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居全国第四
位，城市投资潜力、营商环境位
居全国县域第二位。如今的晋江
已跃居全球新制造重要基地、全
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

——编者

半夜时分，恍惚间做了一个梦，我赶着一
群羊又回到我童年时的茅草地。那是个花开烂
漫五彩缤纷的春天啊！正当我对眼前的景色如
痴如醉时，忽然一个微信把我唤醒：我们小区
好像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这位画家和他妻子是我刚结识不到半年的
朋友，因为三观一致，彼此欣赏各自的艺术观
点，便无话不谈。

艰难的抗疫氛围中，很难想象一个画家、
雕塑家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他的手画起画
来、雕塑人物时，那是多么灵巧神奇的一双手
啊！现在，他要面对的却是如何削土豆洋葱剥
大白菜。我建议他，可以在抗疫期间多关注新
闻，说不定还能从中发现创作灵感呢。画家
说，他已经打了一张草图，是关于大白的。

大白是所有防疫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总
称。在我认识的西安朋友中，有很多人都当起
了大白。这其中就有一个姓李的小学老师，我
戏称她为李小白。小白是陕北人，从小在山墚
墚上和父亲一起放羊，她喜欢登高在崖畔上唱
信天游。后来，她考到县城读高中。18 岁那
年，已经出落成大姑娘的小白长得非常俊俏，
学习又很好。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白即将
迎来高考的那一年，她感到乳房硬胀胀的，还
有丝丝隐痛。她找到在医院工作的小姨，小姨
当即为她约了肿瘤科的专家，照了CT后，医生
初步判断是乳腺癌。治疗乳腺癌的过程是难熬

的。好在小白并没有当回事，她并没觉得比别
人少了什么。她休学在家，继续学习，她相信
自己来年一定能考上大学。

我在西安见到小白是在一个作品研讨会
上。她坐在我的斜对面，两只手在电脑上不停
地打着文字，我开始以为她是速记员，等会
后，她走到我近前提出加我微信，我一问，才
知道她是个小学教师，特别酷爱文学写作。几
天后，她到宾馆看我，我给她讲了我与疾病斗
争十几年的经历。她听后十分感动，不由地把
她自己与癌症斗争的过程含泪告诉了我。我
说，患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崩溃，如果自
己都战胜不了自己，那就无药可治了。我和小
白相约，等我们身体都康复了，一起牵手去游
览祖国的湖光山色。

以后的日子，小白一边教学，一边写作，
隔上几日她就发上一篇散文让我指正。从她的
作品中得知，她手术后本来很坚强，也没受什么
伤害。只是后来在一次集体淋浴时，有同学看到
她手术的创面不由发出惊叫，继而人们纷纷像躲
避瘟疫一样离开她，那一刻她才真正感到什么
叫天昏地暗世界末日。那天，她哭了一个晚上。

小白告诉我，是文学拯救了她。她在最黑
暗的日子里，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看了许
多电影。特别是电影 《萧红》，对她的触动很
大。我对小白说，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就喜爱萧
红的作品，我曾两次去萧红故居，还看了田沁

鑫编导的话剧《生死场》，并写了散文《唤声姐
姐叫萧红》。小白说，她在网上看过我的这篇散
文，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

去年 12 月，西安发现新冠肺炎病例。我问
小白，你买菜了吗？小白说买了一些，够吃几
天的。我说这就好。我又问，学校放假了吗？
小白说，必须放假呀，每天给孩子上网课。好
在教学任务不重，几个老师可以轮流上。我
说，有时间写几篇文章吧。小白说，她想写写
陕北老家的事，我说就写写你和羊儿的故事吧。

几天过后，小白没有把文章发我，想必她
很忙，既要给学生上网课，还要照顾自己的孩
子。我给她发过几次问候的话，她只给我回了
几个表情。到了年底，小白给我发来一张大白
照。我问：这个大白女孩你认识吗？小白回
复：老师，我就是大白女孩，我在小区当志愿
者了。我回复：你真胆大，你要知道，你这种
身体是不能受累挨冻的，万一病情反复可咋
办？小白回复：老师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关于做核酸工作的经历，许多文字都有描
写。我每天都为小白担心，她则每天下班后
都会发个胜利的表情给我。有一天，小白问
我 ： 请 问 老师，清零后您最想做 什 么 ？ 我 回
答：继续治病啊！小白说：您可是答应要约
我一起去看祖国的湖光山色呢。我说，是的，
不光看湖光山色，我还要和你一起到陕北高原
听羊儿在崖畔上歌唱嘞。

一起迎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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