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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哥说到村宴二字时，我眼睛一亮，忙
问：你说的是村宴吗？涛哥说：我们感恩村
的村宴，你一定要去吃一下。

他很自豪，我很期待。
感恩村是侨乡，在福建长乐的古槐镇。

因为汪曾祺先生的太太施松卿是长乐人，我
一直想去看看，做些实地考察，当然，如果
有美食也不会放过。前前后后约了两次，都
因故改期了。这一次成行了，我们5个人乘
着一辆面包车浩浩荡荡地开往村里，按照导
航的地点，我们的车开着开着开到一片菜
地，我们以为走错了，打电话给涛哥的姐姐
曾文，她说没错没错，你们下车，穿过菜
地，就到我们村了。

果然很有村味，我们穿过菜地，就来到
一座楼房前，楼房是上个世纪80年代盖的，
瓷砖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建筑痕迹。仔细看，
还是很有特点，虽然是楼房，但风格有北方
四合院的特点，中间的大天井可以放好几
桌。涛哥的曾文姐说，本来想重新翻造，她
父亲临终时关照，不要动了，留点记忆。

饭前我们尝到的是海蛎饼，这饼看上去
不起眼，我在福建其他几个地方也吃过，但
感恩村里海蛎饼的馅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一
是海蛎子特别小，二是分咸甜两种口味。我
们分别各吃一种，都很香，要不是马上吃中
饭，我还想再吃一只。

村宴开始了，先上来的是大鱼丸，固然
是大。我也是从水乡来的，可以说是吃鱼丸
长大的，但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丸，每只都
有麻团那么大，足见海边人的气魄。福州的
鱼丸很有名，但我从内心并没有抱有太高的
期望，因为我们家乡的沙沟鱼丸、溱湖鱼丸
也是很有名气的，北京的南京大牌档等饭店
的“一锅鲜”里，最主打的就是里下河的鱼
丸。也吃过几次福州的鱼丸，感到不如家乡
里下河的鱼丸鲜嫩。但村宴的大鱼丸我一
尝，不仅吃到了老家鱼丸的鲜和嫩，还吃到
了海鱼的细腻和嚼劲。听曾文姐介绍，这鱼
丸和一般鱼丸的食材不同，一般的福州鱼丸
是用鲨鱼和鳗鱼做的，因为鲨鱼和鳗鱼刺
少，又筋道，村宴的大鱼丸则以石斑鱼肉为
主，辅以目鱼肉，石斑鱼在海鱼里就以柔嫩
少刺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所以石斑鱼做出
来的鱼丸就比普通的鱼丸更为鲜嫩。福州鱼
丸和我老家鱼丸的区别还在于有馅，这馅一
般又是一个小肉丸。陕西人的肉夹馍，是肉
夹于馍中，而福建人的鱼丸则是肉夹于鱼丸
之间，可谓融鱼肉于一体。我先吃了一只大

鱼丸，忍不住又吃了一只，这才惊喜地发
现，原来肉馅居然是不同的，一种馅是猪
肉，一种馅是牛肉。讲究啊！难怪汪曾祺先
生说，福建人食不厌精啊。

村宴的高潮还是鸡汤汆海蚌，村民不知
道这道菜还有一个很网红的名字，叫西施
舌。它是蛤蜊的一种，又名车蛤，也称海
蚌。在西施舌中，以漳港海蚌最为有名。而
漳港就在感恩村的附近，可谓近水楼台。海
鲜的特点就是鲜，如果冷藏了，味道就差很
多，感恩村离漳港很近，这海蚌是渔民早晨
刚打上来的，所以可谓出水鲜。饭前，我在
院子里看着桌上陈列的16只碗里，装着的漳
港海蚌，个头不大，淡黄色的蚌体仿佛还在呼
吸，漳港海蚌的蚌体确实长得搔首弄姿，尖尖
的“舌尖”轻盈动人。曾文姐说，待会儿用鸡
汤一汆就可以吃了。记得在别处也吃过西施
舌，但觉得名不符实，肉有点老，而感恩村
的鸡汤汆海蚌，我用两个字概括：清甜。

我以为清甜是海鲜的最高境界。
高潮之后的主食是八宝饭，八宝饭到处

都有，鱼丸、海蛎饼、西施舌都是因为地利的
缘故，因为原材料海鲜新鲜，其他的地方难
以企及。这八宝饭属于广谱类的主食，会有
什么特别之处呢？何况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但感恩村的村民一定要让我尝一口，说王老
师吃一口，你还会要第二勺。我将信将疑，很
礼貌地尝了一口，没想到味道居然那样地奇
妙，一般八宝饭是甜的，三高的人群是望而却
步的，而感恩村的八宝饭却是咸的，当然是淡
淡的咸，咸中又有点淡淡的甜，甜而不腻，咸
而不盐，有一种清爽的口感。一般的八宝饭
用糯米制作，所以软软的黏黏的，感恩村的八
宝饭好像是用泰国香米和糯米合成的，而且
我感觉不是煮出来的，而是蒸出来的，所以吃
起来极有嚼劲，一颗，一粒，仿佛立在嘴里
面，仔细咀嚼，芬香从唇齿一直传到全身。
我吃了两勺，那时候真恨胃长得太小了。

还有从地里现挖出来的蔬菜，就不一一
表了。

难忘的村宴。向宴主曾文道别言谢时，
我们也就按照涛哥的口气，说感谢姐姐的热
情招待，没想到曾文突然宣布一个秘密，其
实啊，按照族谱，涛哥大我两辈，他因为比
我小十几岁，就按年龄称我姐姐。你们是他
的朋友，按照村里的规矩，我也应该叫你们
爷爷才对。

我们说，姐姐再见。
再见，感恩村！

前些天跟一位作家对谈，他提到我
生活的成都，说成都不像某些新兴城市
建立在商业和资本的助推之上，而是扎
根大地，离不开周围的乡土，甚至严重
依赖周边地区的供养，并由此形成特有
的“民间性”。

他说得对。所谓“天府之国”，最
初也是因为“沃野千里，民殷粮富”，
是归结到农业上的。可到了今天，连乡
村的乡村性也有流失，更别说将近两千
万人口的城市。不过成都的民间性依然
活跃，这里的八千多家茶馆，很多是小
街小巷和社区公园里的“坝坝茶”，坐
在同一张茶桌上的，可能拥资巨万，也
可能吃着低保。

有“坝坝茶”的地方，多傍着一条
河。自从李冰父子辟玉垒山，引岷江
水，便为成都缔造出庞大水系。在众多
河渠中，有条从西北流来的小河，典籍
里称它磨底河，但民间多叫摸底河。摸
底河从郫县 （今成都市郫都区） 发源，
经土桥镇进入成都市内，在百花潭附近
与清河水汇流，注入南河。它途经的区
域，有规模壮观的古庙宇建筑群落，有
以三国名将黄忠命名的街区，有“西南
第一丛林”青羊宫，有与三星堆一脉相
承、蜚声海内外的金沙遗址博物馆……
这些，是人的杰作，但如果没有摸底河
的润泽，其中的诸多名胜，也许就不可
能存在。

20年前，我从川东北来到成都，在
金沙遗址百余米外落脚。那时候，遗址
刚刚发现，周围还是农田，清早起来，
出了小区，过条马路，就踏进了农人的
菜地，油亮的沃土，泛出丰腴而翠绿的
光，那是大白菜。若有农人在地里，就找
他们买两棵，没有人，就自行拔出一窝，
将钱放进坑儿，用块小石子压住。菜地
的远处，是东一片西一片站立的阴影，那
是竹林。川西多竹，川西人把竹林叫

“林盘”，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
居无竹”，多半有着少年记忆，按现在
的说法，是附着了苏东坡的乡愁。菜地

和林盘的近旁或下方，就是河。
将磨底河改写成摸底河，同样体现

出民间性。河周边的街道和车站，都遵
从典籍，写着磨底河，比如“磨底河横
街”，但你要问周边百姓，他们会固执
地说是摸底河，成都文人的笔下，也大
多写作摸底河。他们改写的不是一个
字，而是指证一条河的前世今生，同时
也表达自己的怀想和期许。

旧时的摸底河，清亮得能一眼看
透，摸底，不是用手，是用眼睛。清亮
未必干净，但摸底河就是干净，能舀起
来就烧茶水。摸底河的上源是走马河，
再上源是岷江，本来走着自己的路，将
近 2300 年前，它听从将令，改道南
下，进入成都平原，滋养万千生灵。明
末清初，连年的战乱使四川“尸骸遍
野，荆棘塞途”，成都成为空城——

“城中绝人迹十三年”，市廛闾巷，深隐
于蔓草荒烟。清康熙年间，大规模移民
入川，多数移民并非传说中那样绳捆索
绑地押来，而是怀揣着梦想，自愿投
奔，给予他们梦想的，就是河渠水网造
就的天府之国。

可惜我入住成都时，摸底河的一碧
到底已成为历史，只印在书上。即使夏
秋时节，有时也只见河道，不见河流，
河流成了静止的水洼，这里一块，那里

一块，色泽暧昧，如同炼乳，河岸的树
木，树木高处的天空，都照不出影子。
一条没有倒影的河流，还能不能称为河
流？当农田迅捷地消失，楼房鳞次栉
比，摸底河就由乳白色变成深黑色，绵
绵不绝地发出臭味。当时我写过一篇文
章，叫《八只鸟》，我多次见那八只水
鸟一同出没，亲如一家，它们站在黑臭
的河洲上，不鸣叫，不动步，只把头转
来转去，彷徨四顾。

摸底河臭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里，
河里没有鱼。当我眼里的那八只鸟在一
个冬日的午后不知所踪，河道上也没有
了鸟。沿河的“坝坝茶”，自然早已遁形。

2016 年，摸底河整治，经 3 年努
力，河水才慢慢有了河水的样子，臭味
散了，鱼鸟回来了。摸底河爱生水草，
长数丈，稍不留心就满河是，河水奔
流，水草逐波，柔曼飘逸，如同舞蹈。
鱼在草底下游，有时蹦跳一下，落在草
的脊背上，感觉过于张狂，怕被人发
现，被鸟啄食，又慌忙钻到草底下去。
与之相应，“坝坝茶”又热闹起来，人
们又在茶桌上叙友情，谈生意，讨论学
问和人生。成都人喜欢什么事都去茶桌
上办理，说他们喝茶是因为闲得慌，那
是误解。作为移民城市，曾经五方杂处，
各操本音，各依本俗，是遍布的茶坊让他

们彼此熟悉，彼此理解，彼此交融，共同
创造出一个新成都和新成都文化。

由此我想，所谓民间性，其实就是
生长性，是质朴而强劲的生命活力。生
命是互为依托、互相成就的，当一种生
命辜负了另一种生命，必将殃及自身。

而今，若坐地铁7号线到金沙遗址
博物馆站，广播里会提醒，说如果你去
金沙遗址看文物，或去湿地公园看美
景，就在这里下车。摸底河成了湿地公
园，十数公里河岸，修了廊道，从廊道
上过，听脚下水响，看清流逐浪，令人
身心愉悦。我上下班都要走其中一段，
其实不走河边更近些，但我宁愿走远
路。特别是下班，当我踏上廊道，一身
疲乏便“如水之流”。河里河外，涌动
着丰赡的生命，最耀眼的是大白鹭，那
些追逐湿地的生灵，几年前我看见孤独
的一只，然后是两只、三只，几天前下
班，在河洲上竟看见二十余只。它们在
那里寻找食物，吃饱喝足，就沿河竞
飞，飞得累了，便歇于河岸林梢。廊道
里侧，遍植成都市花木芙蓉。芙蓉树长
得不高，但还有的是榕树、黄桷树、银
杏树等高大树木。

清晨，人们在廊道上跑步，傍晚，
人们在廊道上散步，时不时站下来，望
望河水，看看白鹭。白鹭很懂得与人同
乐，近水顾影，或者“嘎——”的一
声，欢乐地扑腾着翅膀；若是雄性，还
把头上的小辫子摇几摇。

我身边的这条河流，摸底河，成为了
一种见证，见证了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

这是一条行稳致远的路，一条生生
不息的路。

但还不够。某些市民，散步时喝完
饮料，顺手就把瓶子扔进河里。有天河
水太急，傍晚时分，一只乌龟翻上石
坎，想歇口气，立即就有人想去把它抓
住。河道的清理有时不及时。我们还没
有完全建立起生命共同体的自觉意识，
要成就自身精神内部的完整性，我们还
任重道远。

歌剧《图兰朵》中《今夜无人
入睡》的咏叹调，让人难忘，特别
是当歌坛巨星帕瓦罗蒂引吭高歌
时，几近让人陶醉。而张艺谋与
印度裔的指挥家祖宾·梅塔组成
强大阵容，在北京紫禁城太庙演
出时，扮演卡拉夫王子的意大利
殿堂级歌唱家尼古拉·马丁努奇
将这歌声抛上故宫楼宇垂挂的月
亮上时，如同让人穿越时光隧
道，进入到了那个如痴如梦的皇
宫大殿上。歌唱时，北京城的灯
火辉煌，星光闪烁，飞光流彩。

或许是祖宾·梅塔印度人的
血统，有着同中国人相近的东方
悟性。《图兰朵》剧中浓郁的东
西方文化的融合，牵绕着观众的
情感，在歌咏的悲喜交加中，玉
振金声经久传唱。故而两个造诣
精深、血脉相近的艺术家，举手
投足，此唱彼合，将这一百年经
典演绎得含英咀华、余音绕梁，
令人难忘。

而当《今夜无人入睡》的旋

律变成小提琴曲，托着申雪、赵
宏博在洁白透明的冰面上旋转
时，音乐的音符几乎从滑动的弧
线中跳动了起来，融入了人们的
血液中。可以说，在申雪、赵宏
博所有珠联璧合的双人滑中，
2002 年花样滑冰世锦赛伴随着
这音乐的滑行、旋转、抛接、后
外点冰三周跳等令人眼花缭乱的
叠画中，这一旋律中的组合是最
为令人惊叹的。赵宏博穿着黑
衫，挺拔、健硕的英姿像是一个
骑士，衬托着一团火焰般的申
雪，上下翻飞，引人遐想，想到
了飘飞的云、想到了喷薄的朝
霞。那次国际比赛，虽然申雪开
始不慎滑了一跤，但他们还是当
之无愧地夺得了冠军。由此，我
常思忖，花样滑冰选手，不仅是运
动员，还应是艺术家、舞蹈家，他
们的肢体除有几何级的力度和张
力外，还应有极强的韵律与节奏
的熏陶。俄罗斯在这一项目上人
才辈出，同他们的音乐素养不无
关联。那画面过去 20 年了，却
依然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岁月流
逝，申雪、赵宏博已经退役并结
了婚，他们的教练姚滨也早已离
开教练的岗位，功成而退。

今天，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
之际，又见到了申雪、赵宏博成
熟的面孔，身为中国花样滑冰队
总教练的赵宏博，现以教练的身
份出现，他的教练姚滨也受命在
侧执教。沿着申雪、赵宏博旋转
的冰道，隋文静/韩聪、彭程/金
杨等冰雪小花又将迎春绽放在银
蛇狂舞、冰清玉洁、雪花纷扬的
世界里。张艺谋继北京夏季奥运
会后又将执导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的演出。这是一个轮回，一个再
现，一个期待。那将会是一个童
话，一场视觉盛宴，一片冰火两
重天碰撞出的奇妙天地。

从高处望去，横一村的连片
稻田，好比摊在“未来大地”上
的一幅画——不单季节成为生命
的底色，就连河水、民居、柿子
树和人也一脉相连。

刚收割过的稻田，像一块下完
棋的巨大棋盘，显得空空荡荡。又
仿佛是一个谢了幕的舞台，剩下的
只有用稻草编织的人，栩栩如生
地立在稻茬地里守望。

是 塞 林 格 《麦 田 里 的 守 望
者》 吗？看着“一群小孩在一大
块麦田里做游戏”。初冬的太阳暖
暖的，与小鸭子逗乐的孩子们，
套鸭子玩，赶鸭子跑，在稻田里
欢快地摸鱼捉虾。

那张在许多人的朋友圈刷屏
了的照片上，千亩稻田金灿灿的景
色，我没赶上，却在小雪与大雪节
气之间，来到这个由贫困村转身蝶
变后升华为网红打卡地的横一村，
探访未来乡村的模样。

站在村口的村党委书记傅临
产，笑吟吟地迎接我们。听他介
绍说，“未来大地”不仅是一个品
牌，更是一系列计划。横一村的
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它在杭州和
萧山的南端，又位于临浦镇的西南角。这个远离市中心的村
庄，是怎样占据和打造萧山规划里“未来大地”的中心位置？

跟着他走进一间 “草舍”，茅屋顶下石头墙上写着的
“鸭棚咖啡”，让人眼前一亮。想不到过去村庄的“地标”鸭
棚，如今氤氲着咖啡特有的味道。连怕失眠的我，也忍不住
要了一杯。第一口喝下去，美好得简直无懈可击。服务生送
上刚刚烤熟的红薯，掰开一半，香气扑鼻而来。红薯与咖
啡，竟成一种时尚标配。

也许这只是横一村打造未来乡村的一个缩影，还是一个
视频博客打卡点。坐在稻田旁的人们，一边慢慢地品尝咖啡
的浓郁，一边用视频博客记录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像这样
的打卡点，横一村已经上线6个，分布在村里的热门点位。

稻田中飞出一列名为 “Hi稻飞船”的小火车，激起我们
像孩子般的好奇心，争先恐后地坐上去，一路向前行驶。途
中遇见 “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中国人手上”的巨大横幅，
醒目而庄重。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保障粮食安
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小火车将我们带到横一村开设的“大地课堂”。眼前是片
望不到边的智慧田，过去农民散种的耕地和苗木，经过“非
粮化”整治后，成为萧山区连片面积最大的水稻种植区。“甬
优7850”杂交水稻，亩产1500斤。以此为中心的方圆几公里
内都是“稻田郊野公园”，也是广义上的“大地课堂”。

真不知道这个“大地课堂”里藏了多少“黑科技”？
千百年来传统的人手育秧、耕种，都被大型机械化所替

代。1700余亩稻田的开割，你能想象那该是怎样的场面！
阳光洒在金色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轰轰隆隆”地啃

噬着大地，甩出秸秆漫天飞舞。一棵棵被硕果累累压弯了腰
的巨型稻子，层层倒伏在田间地上。喜悦写在生于斯、长于
斯的村党委书记傅临产脸上。稻田赐予我们太多太多，嗅着
泥土的芬芳，莫名的感动油然而生。

播种、除虫、施肥，已经交给了无人机操作。智能灌溉
由远程控制，不仅节省水还省电。我疑惑，横一村究竟运用
了什么神秘技术？土质、水质和农作物的质量都在改善，水
稻病虫害在减少，产量提升的同时蛋白质含量也得到提升。

秋收后的粮食加工，是不常见的烘干机、环保型智能型
粮食专用空调、智能型成套碾米设备等数字化设备……总
之，还未进入村庄，我已经刮目相看。

未来乡村，是数字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大地课堂”开
设的“稻田农具博物馆”“稻田水车博物馆”里，增添了无人
机、机器人等一个个农业新帮手。孩子们在稻田里学习和研
究，一站式了解、体验“智慧农业”的过程时，心中已经播
下科技和自然的种子。

乘坐电瓶车慢慢驶进村庄。不见坑坑洼洼的村道，全是
平整的柏油路和鲜花簇拥的游步道。呼吸着只属于乡村的清
新空气，享受着拂面而来的微风。从低矮的院墙我看到另一
种风光：一栋栋簇新的小楼，每户人家的院子都是对外展示
的橱窗，民宿、饭店、书吧、奶茶屋……在家门口创业，仿
佛为乡村发展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和生机。

已经入冬，沟沟岭岭的树木上，嶙峋的枝条仍然一簇
簇、一丛丛的火红。那是柿子，像挂着的灯笼，在阳光的折
射下，闪烁着流动的晶莹，煞是好看。

这一片我国南方现存规模最大的古柿树群落，它的年代
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在近1500棵柿树中，最年长的有500
多岁，脸盆口那么粗壮。多少年来，古柿树在广阔的山坡上
自由生长，形成了独特的方顶造型，与普通的圆柿子相比，
它的顶部四方四正，个头大。走进柿子林，我的脚前不时有
落叶掉下，踩上去沙沙作响。我不知道，是横一村藏着一片
古柿林，还是古柿林中藏着整个横一村？

一个柿子，蕴藏着历史，更预示着未来。
要在过去，柿子这时早就摘光了。如今，村民们选择把

柿子留在树上，为的是留给游客观赏、拍照、体验打柿子的
野趣。从单纯的卖柿子，到“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的
转换，一个个金果子在点缀美丽乡村的同时，也为村民创收
致富带来机遇。以柿子为突破口的横一村，开始了美丽经济
的探索之路。

对于村民来说，八方来客带来的流量里，存在着能变现
的隐形密码。于是，这个紧跟潮流的时尚小乡村，在多个平
台开设了直播账号。我们进村时，看到年轻的横一村人正在
小屋里热情直播，眼下上线的正是梅里方顶柿，真正从传统
的农产品销售转变为现代化的线上直播体验。

徜徉村中，静静观察，绿水青山的环境里竟蕴藏着高度
密集的数字智慧，让人体会到最细微最神妙的变化。我发现
未来乡村生活的各种密码，已经渗透在村道、田野、河边及
小院中。数字庭院、智慧农贸、数字跑道的特色应用场景，
就镶嵌在这片“未来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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