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国外的两个地方

□ 丁欣华

我走在地球上
月亮高悬
远处的大海
孤独，
漂泊

么当个诗人，否则什么也不想当。”所以，他
固执地进行了诗歌创作，从青年时代到晚
年都没有停止过。直到最后时刻，他还修
改了生命中最后一首诗歌——《一根断枝
的嘎吱声响》。
诗中这根嘎吱作响的“断枝”，高傲地
怀着暗暗的忧愁，倦于长久的生和长久的
死，
却顽强坚韧唱它的歌。
这不就是诗人赫尔曼·黑塞自己一生
的写照吗？
赫尔曼·黑塞这根嘎吱作响的“断枝”，
用自己顽强坚韧的一生，高傲地怀着暗暗
的忧愁，唱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直到从树上
折落。
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牛顿因此发现
了万有引力定律，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
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赫尔曼·黑塞这根“断枝”虽然从树上
落下，但世界上勇敢地走在探索和寻找自
我道路上的人们，因为他，内心依然坚韧，
就像黑塞一样！
“这里的阳光更加温暖、灿烂，这里的
山是红色的，这里出产栗子、葡萄、杏仁和
无花果。”黑塞曾这样描绘他晚年所生活的
这个宁静安详的小村庄。
只是这个小村庄，刚好在一个叫做瑞
士的国家里。
看起来，列夫·托尔斯泰属于俄国，赫
尔曼·黑塞属于德国和瑞士，那么我要去的
应该就是这些国家。可是，我想去的并不
是国家，而是他们灵魂安息的地方，也就是
我的灵魂朝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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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把大海系在
一只木船上

我仿佛曾站在躺倒在阿斯塔波沃火车
站台的托尔斯泰先生身旁，看到他临终前，
脸上闪过的有些痛苦又有些幸福的表情：
82 岁的高龄了，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
想——离家出走，
可惜，
走得还不太远……
托尔斯泰先生一生都在和自己交战，
在这交战中，人性复活了，贵族托尔斯泰伯
爵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
义作家托尔斯泰。
只是，那么凑巧，他出生在了一个以前
叫俄国，
现在叫俄罗斯的国家。
想去的第二个地方，是一个叫做蒙塔
聂拉的宁静祥和的村庄，它坐落于阿尔卑
斯山脉南麓。在这个村庄墓地的一个角落
里，有一块低矮的墓碑，上面仅简单刻着一
个叫做赫尔曼·黑塞的人的生卒年。
找到了赫尔曼·黑塞，你就走上了一条
寻找自我，
寻找人生价值最正确的道路！
赫尔曼·黑塞说：
“对每个人而言，真正
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
坚守其一生，
全心全意，
永不停息。”
这位被誉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个骑
士”的作家，拥有着一颗漂泊的灵魂，为了
唱好这首“生命之歌“，终其一生，都在不断
寻找自我，
探索人类精神困境的出路。
世界上，无数困厄在生命旅途中的人，
因为他而得救。
任何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为黑塞
在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生阅历与感悟，以及
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坚守所打动！
赫尔曼·黑塞在自己的一篇自传散文
中说：
“我从 13 岁开始就明白了这一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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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岛屿
无法挽留
它逃逸的心

很多人都喜欢出国旅游，可我似乎从
没特别想过去哪个国家。
后来又仔细想了想，其实，我是有想去
的地方的，只是觉得可能这些地方和国家
无关。
想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一片茂密的树
林。在大树掩映下的这片树林中间的某块
草地上，有个小小长方形的土丘，我想在这
个长满青草的土丘上，轻轻放上一束白花
——献给长眠于此的托尔斯泰先生。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世间最美的坟
墓》一文中写道：
“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
再 没 有 比 托 尔 斯 泰 墓 更 宏 伟 、更 感 人 的
了。这快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
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
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
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
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
理，
只有几株大树荫庇。”
假如有生之年，我能站在这个长满青
草的土丘之前，我一定能更清晰地感知到
托尔斯泰先生的一生……
我仿佛曾站在小时候的托尔斯泰先生
身旁，看他和哥哥尼古莱在自己家庄园的
某块地上栽种了几株树苗，因为保姆或村
妇曾告诉过他们一个古老的传说：亲手种
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
我仿佛曾站在 51 岁的托尔斯泰先生
身旁，看他在夜灯下伏案写作《忏悔录》：他
打算和他所信仰的宗教决裂，让自己的灵
魂走出他所生活的世界——以“托尔斯泰
夫人”为核心的贵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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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大海系在
一只木船上

戴柏葱

童年的天堂
陈珊珊
按常理说，
“ 梦想”似乎总是和“童年” 排演着《雷雨》
《三家巷》
《日出》……
成双入对地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因为人
台下，常常只有一名忠实的小观众，
们很少说“老年梦想”。如果足够幸运，
“梦
一场不拉，从头到尾，目不转睛地看着
想”若真能和“童年”一起成长的话，那么， “觉新”、“四凤”、“区桃”和“陈白露”
这样的“童年”便无异于“天堂”一般美好。
们，懵懂又细致地体会着父母的同事们在
这样想来，我是如此幸运，因为我有一
那个简陋的舞台上迸发出来的所有理想和
个在永嘉中学度过的“天堂”般美好的童
激情的光芒！
年！
礼堂外，是小伙伴们玩乐的欢叫声。
且别说童年校园里那两幢被戏称为颇
小小的我，对同伴们的呼唤常常充耳不
有“风月”感的教师宿舍楼，也别说实验楼
闻，却能在回家时，一字不拉地向父母复
那个如魔法一般神秘的“生化实验室”，更
述当天舞台上所有的排练对白！
别说那被“变色木芙蓉”和垂柳包围的小池
如果说文学有种子的话，那么我的那
塘，单说那个在暑假的操场里疯长的野草， 一颗种子应该就是在那时候埋下的吧。而
以及在操场北边尽头的礼堂吧，那里，就是
这个梦一般美好的舞台，多像一个承载
承载我童年梦想的摇篮。
“梦想种子”的“摇篮”啊！后来，当我
在那个陈旧的风雨操场里，一批因为
成为永嘉中学的学生时，母校的校园文学
命运变幻来自全国各地相聚在这个校园的
刊物居然就叫《摇篮》！
老师们，正在利用暑假的闲暇时光，全身心
有人说，岁月是一条河流。是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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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拾趣

们乘风破浪！一切都不会白白来过。跨过
山河、走过岁月，文学的故乡，
入梦而来！
如今历经半世，回首一望，我的“童
年”与“天堂”之间，竟然仅隔着那一座
暑假的小小礼堂！我的童年所通往的“天
堂”，最终的落脚点，原来就是“诗意的
故乡”啊！
我，何其幸运！
终究有一日，“梦想”，都会在岁月的
码头停靠。纵然到最后，满纸锦绣文章，
落笔也只是云烟消消。但笔耕砚田，人生
这幅画，或精致或潦草，那又何妨呢？童
年的天堂、文学的故乡，早已融于血脉、镌
入灵魂！
愿我“童年天堂”里的那些珍宝，与校
园内外的你诗意分享，笑看过往，不惧未
来。
如此，
安好！

第一次
“经商”
郑冠炼

去购来几十斤甘蔗。双肩轮换着挑，硬是
徒步三十余里挑回家。虽然途中脚酸肩
疼，但是想到卖甘蔗赚钱的乐趣，便觉得脚
步轻松，担子也不沉了。到家后又得到父
母的赞许，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购来的甘蔗有乒乓球的直径那么粗，
青皮，质地松脆，味道甜润，卖的人不用
约定，质量差不多的，都是一寸长的甘蔗
卖一分钱。小孩们大多是花两分钱买两寸
长的一节甘蔗，慢慢地咬，细细地嚼，喜
滋滋地咽下甜水，一节甘蔗大多能吃上十
来分钟。
卖的人多了，竞争也就激烈了。为了
尽快出手好再去买进，我从人家那里学会
了不少招数。第一招:刀劈甘蔗。将甘蔗
的一端削尖,以尖端顶地，让买者用刀稳住
甘蔗,然后提刀劈。出五分钱的，人立定，

提刀即劈;出两分钱的,则要转个身再劈，劈
到哪儿就截到哪儿。譬如，你一刀劈下一
尺深，那么一尺长的甘蔗就属于你了，如果
你劈了空刀，那么，我就净赚你的两分或五
分。第二招:口咬甘蔗。让买者从截面的
那一头用嘴咬住甘蔗,然后用力拉蔗皮，皮
拉断在哪里就截到哪里。若你咬住皮直拉
到底，那整株甘蔗就属于你的了。当然，若
是只咬到一二寸的地方就断了，只能得一
二寸的甘蔗，这咬法比刀劈容易得手，所以
都得出五分直至一毛钱才可以咬一口。但
大多数还是拉不长皮的，因为出售的甘蔗，
在有节的地方，我都已用刀削平甚至削凹,
皮拉到节时,大多都会断的。这几招,果真
厉害,小伙伴们出于好奇，大多不惜花上一
二毛钱,劈上几刀,咬上几口。有的好胜心
强，就是不信劈不准，咬不长，于是劈了又

劈，咬了还咬,结果是输得更惨，而我的甘
蔗卖得更快,赚的钱比别人更多。当然也
有眼尖手快心静的，或一刀劈到底，或一口
咬到根,拿走了整株甘蔗。但毕竟是个别，
一天下来，
赚的多亏的少。
一个寒假下来，几十斤甘蔗也能赚取
好几元钱。这在五十多年前不算是小数目
了。那时候，长辈给的压岁钱，顶多也不过
两毛钱，而我在当时赚上几块钱，可算是天
文数字，开学的学费也就不再用父母操心
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
商”。人们都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民族,
善于经商。其实，这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结
果。如今儿孙绕膝的我时常还会想，若不
是从事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我也会像乡人
一样，成为商海中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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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每年元宵节前后,村里都请
来外地戏班在祠堂里开台演戏，四邻八乡
的人们像赶集似的过来，走亲戚，看戏文，
一连好几天，整个村庄热闹极了。村里每
户人家宾客盈门，戏台下老老少少人头攒
动。
一些精明的乡人便到山下距村三十余
里的村庄，从蔗农手中购来一担担甘蔗，于
春 节 期 间 ，或 自 己 或 让 小 孩 子 在 村 里 零
售。特别是演戏的那几天,卖甘蔗的叫喊
声此起彼伏，夹杂着锣鼓声,演员圆润铿锵
的唱腔及看客的喧闹声，组成了农村正月
里特有的一支“交响乐”。这番热闹景象，
能让孩子们乐上好几天呢。
那时才十来岁的我，见卖甘蔗的生意那
么红火,不免有点眼红，于是在征得父母同
意后，从他们手中接过几元钱，跟着大人也

的河流，左岸是无法忘却的记忆，右岸是值
得珍惜的韶华，而中间飞快流逝的，正是年
少时或大或小、或近或远的梦想。然而，世
间那么多童年的梦想，真正实现的又能有
几个？我们常常努力想停留在时光的原
处，
其实早已被生活的洪流无声地卷走。
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年轻的朋友
啊，从“童年”通往“梦想”的道路，必
定很长，也必定很曲折。但我们碰壁凿
洞、遇水架桥！我们愿如大海、气如长
虹！终究有一日，高德大润、万物生发！
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与“成长”做了
一笔交易：我用最诚挚、最朴素的“童年
天堂”，与历经人事的“滚滚红尘”，做了
一个叫做“文学故乡”的纯粹交易。
我从童年的“天堂”——暑假的小礼堂
出发。这一路，是坚持、是守望，是彷徨，更
是勇气。它们不忘初心，它们厚积薄发，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