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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拿着一张地图出了门。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开始
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我们看到那帕的旅游火车，我们停
了车，踩着铁轨和碎石走向火车的尾部。那里站着一个很
像圣诞老人的列车员。他说火车围着那帕转一圈，车厢里
会有食物和美妙的葡萄酒。他亲切地望着我们。我们看着
前方，观光客正在慢慢地上火车，我们看了一会儿就原地
返回了，我们要跟在火车的后面，去那帕。

可是不一会儿，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我们互
相指责，大山拿着那张地图，脸都白了。

我们继续游荡，直到我们看到了很多餐馆。我们走进
了一间最冷清的餐馆，从外面看，他们的餐桌上放着玫
瑰，昏黄的烛光，还有雪白的餐布，亮闪闪的刀叉，他们
的服务生系着白围裙，一尘不染的白围裙。

大山说就冲这气氛，他也不能点面条和披萨，他得点
个好的，于是他要了一份二十块钱的牛肉。主菜的前隙是
面包和橄榄油，面包很快就被吃光了，服务生殷勤地端上
第二筐面包。菜来了，四片牛肉，薄得透明，摆得像一朵
花的形状，中间堆了一小堆叶子，叶子上面摆着一片两片
三片起司。大山用叉子捣了捣那堆叶子，叶子里面还是叶
子，他并没有从叶子里面再挖出一块牛肉来，他只能叉起
一片牛肉，开始吃。他的脸顿时变得很奇怪，因为牛肉是
生的，他咀嚼着那片生牛肉，努力压抑着把它吐出来的欲
望。女士们的菜也来了，一盘点缀着虾的生菜，另一盘是
菠菜，菠菜上面堆着一小堆洋葱泥。我朝远处望去，邻桌
的老太太正从她的那盘通心粉里挑出一块鸡来，小水终于
也从她的菠菜里面挑出来了四块鸡肉。我开始计算我的
菜，十九块七毛五，八片生菜，四只生虾，不包括小费和
税。对面的大山吃了小水的鸡和洋葱，他们几乎没碰那些
叶子。没有人吃饱。第二筐面包也吃光了，服务生并没有
端上第三筐。我们等了一会儿，大山招手，要求再来点面
包。第三筐面包不情愿地来了，系着白围裙的侍者们在远
处看我们。

我们开始无所事事，于是轮流参观了一下餐馆的洗手
间。小水说那是一个暗香浮动的房间，大山沉默，大山一
向都不大会使用形容词。我在所有的人都回到座位以后飞
奔那个房间。檀香的气味，不间断的印度音乐和不知从哪
里映射出来的灯光，墙上有一幅画，画着一张嘴，鲜红的
女人的嘴，只有那个嘴，再也没有其他的了，画的下面是
看不出真假的古董桌椅，桌上放着新鲜的马蹄莲，放马蹄
莲的像一个明朝的笔筒。抽水马桶在角落里，它看起来非
常地不合时宜。奇怪的事情，一个正经的法国餐馆，修了
一个不太正经的洗手间。

我们离开了餐馆，心情复杂地在四处走了走。我们找
不到 《云中漫步》 里的葡萄庄园，有薄雾和大房子的葡萄
庄园，我也不记得 《云中漫步》 的剧情了，我在看那部电
影的中途睡过去了。我只想得起来云雾和葡萄，薄如蝉翼
的透明翅膀，一切都是金色的。

我们去了最冷清的葡萄酒制造坊，很小的坊，也许还
不在地图中。我们看了看橡木桶中正在发酵的酒，看不出
好坏来。我们也去了最热闹的坊，它看起来像一个古堡，
很多葡萄酒房子都像古堡。我们看到很多喝醉了的人，笑着
哭着唱着或者沉默着，他们坐在楼梯上，或者躺在门廊下面
的野餐布上，因为外面下起雨来了，没有草地可躺。所有的
地方都一样，付十块钱就可以用不同的葡萄酒把自己灌
醉，做一个真正的酒鬼，握着酒瓶腼着肚子，走来走去。

我们不喝酒，也不需要懂酒。我们是又穷又忙的学
生，我们不要摇晃玻璃杯，卖弄自己的酒知识，那是以后
上班每天都厌倦到死的酒会中要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要潮
红的脸，浓郁的酒气，那是谈第一场恋爱时才做的事情。
于是我们的那帕葡萄园之行，变得一点乐趣都没有。除了
小水，小水说既然来了，总要带点纪念品回去吧，于是她
给自己买了一瓶白葡萄酒。

雨大起来了，我看到很多奇怪的老房子，爬满了青苔
的大树，嫩绿的草，枝叉间的新芽，小野花的花蕾，流动
的水，山中的云雾和葡萄架，还有丝丝的雨，像极了家乡
的雨季。

我在想，也许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们都在这里安家落
户了，富了，有房有船了，我再回来旧地重游，大家还会
记得那三筐面包吧。

到那帕去
□ 周洁茹（香港）

说起来，这像是传说中才有的故事。作家杰克·伦敦在
写作 《马丁伊登》 的时候就已经猜测到了自己的结局。过
了七年，他却没有投海而死，他给自己注射了太多可以镇
痛的吗啡，如果那些病痛不是那么折磨他的话，他兴许也
是会投海的。他已经没有耐心了。

如果我年轻时候患过的疾病一一重来，如果我已经没
有了写作的能力，我确实厌倦极了我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小
说，我看都不要看它们一眼。我突然发现我的爱情不过只
是一场玩笑。我梦境中的房子，我们的大房子，它耗尽了
我所有的钱，可是大火烧毁了它，我都没有在那里面住过
一天，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我也会选择用吗啡结束生
命，镇痛也镇静的吗啡，它可以令我永远不再痛了。

杰克·伦敦在 1916年 11月 21日自杀，他被埋在他那幢
被大火烧毁了的房子旁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非常爱
那幢房子的。

如果你也是一个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的小说家，你整日
无所事事，像挥霍金钱那样挥霍着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有一
天，你被朋友邀去那帕的葡萄园饮一杯酒，兴许你会心血
来潮，多翻一个山头，去那个隐密的废墟，看一看杰克·伦
敦最后的梦想。那或许会成为你重新开始写作的力量。

▷▶另外的话：关于那帕

一朵阿波罗撒落的奇幻光芒？炫彩耀眼；一株维
纳斯栽植的椰子树？曼妙婀娜；一块墨西哥风味的朱
古力？丝滑柔润；一粒埃塞俄比亚卡法小镇色泽的咖
啡豆？香溢怡神。

Gold Coast，黄金海岸？不，黄金的味道太商
业，太凝重。金色，是的，金色！金色才是这座城市
气质与属性的彰现与释放。金色海岸，澳大利亚东部
一座像朝霞舞袖一样浪漫时尚、日出喷焰那样激情四
射的滨海城市。

金色海岸，目光触碰之处，一切都在绽放。“绽
放”，赤橙黄绿青蓝紫之外第八种颜色。不，绽放是所
有色彩的引爆。调色盘形容是不够的，金色海岸是一
片花的海洋，色彩的海洋，美的海洋。索性，金色海
岸，就是一块澳洲“欧泊”，绽放着五光十色的梦影幻
彩。

仿佛是，“绽放”这个动词，天然就为夏日里的金
色海岸而生而活。或可说，是金色海岸的夏天，点燃
了绽放这一语词的灵魂与精神。

天空在绽放：苍穹湛然蓝碧，俨然芳草无涯的牧
场，一任乳白色的流云，绵绵如一群群丰牛肥羊滚
动；透明而纯度高清的空气中，有丝丝缕缕蜂蜜的甜
馨，阵阵亲密袭来，脉脉沁心。

海滩在绽放：任何一个方向，都通往蓝色大海；
每一条道路，都脉络着阳光海滩。银沙金粉，海鸥翔
集；帆船鱼跃，出没风波，弄潮儿牧驭雪浪，惊险演
绎一支支“冲浪者天堂”的旋律；尽享日光浴的游
人，月移花转，疏影横斜，展露不同肤色及其百变纹
身；库克船长的纪念碑和灯塔，像两株挺拔的花树，
拨云弄雾，观海听涛。

公园在绽放：棕榈紫薇朱槿柠檬芒果木棉刺葵火
焰树凤尾竹大丽花鸢尾花三色堇金盏菊……灵枝俏
叶，尽态极妍；袋鼠的毛色迎来一年里最蓬勃鲜亮的

青春季；贪睡的考拉拨响兴奋减眠的生物钟；纷繁恣
意的鸟儿，一边翔舞穿飞，一边竞相发声，尽展歌喉……
黑天鹅，是的，黑天鹅！长长的颈项，鲜红的喙，在
蓝丝绒一般的湖面，芭蕾着优美和高贵。她曾像一道
黑色闪电，刺穿“经验论”的城堡壁垒，并像一只黑
色精灵，随时可能弹出人们思维的界面，引发蒙克油
画那样的“尖叫”。

乡村在绽放：金色海岸乃至诺大澳大利亚，几乎
就是一座一望无垠的乡村，人们将澳洲称为“澳村”，
墨尔本和悉尼分别被唤作“墨村”和“悉村”。矮矮的
平房，人字形的屋顶，散落在葱茏林木、绿野萍踪之
间，像安徒生童话。浓绿淡绿错杂绿，深红浅红次第
红。可人的花草气息中，分明透着一袭惬意的亲和。
曲曲弯弯伸展的路径，像枝桠和叶脉，随意而人性。
悠然，闲适，构成乡村的本真特质，而田园风光与
都市风情交映生辉，说不清乡村的繁华，抑或繁华
的乡村。淡淡的乡村朴素里，宜人地装点着都市的
锦绣与新潮。它们就是一株植物，或如一丛雨后磨
菇，或如一蓬月光下的菠萝麻，从青青岁月的指缝里，
一节一节，一寸一寸，自然自如地生长出来，海天一色，
水乳交融。一曲人与自然相和谐乐章的和弦弹唱，一方

“天人合一”“诗意栖居”生态的生动写真。
金色海岸，一枚南半球阳光雕塑的金芒果，“绽

放”是其生命力鲜活旺盛的果核。金色海岸的绽
放，属于夏日，又烂漫四季；从大自然萌发，蔓延
人的意识形态，以至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演
绎绽放的内涵与外延。金色海岸很开阔，却拒绝一
寸水土生长烦忧与郁闷。此刻，在不远处，有一个鲜
花店，你会看到开花店的老妪，穿着花枝招展，像一只
快乐的蝴蝶，飞来飞去。干脆，她就是一朵流动绽放
的花，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夏天。满满的幸福，在她
微笑的牙齿上绽露。

你放你的绿，我鲜我的红。自由自在绽放，自然
而然呈现。自由自然却似乎又有一份节制和自律，仿
佛一种天然自觉。大自然从来就有自己的法则，遵循
一条生物链铁律：既利好每一款物种的存在，又护航
自然界动态平衡与可持续演进。当这一法则植入每一
物种的根脉血汁并化育为基因，就会孕结成春华秋实
那样的自觉与自然。

南半球的风
带着太平洋的味道
柔曼地吹着
总是叫人想到生活
想到爱人的小屋
抬头望一望天空
生命的太阳
一直在头顶照着
南半球的风
带着太平洋的味道
缱绻地吹着
总是叫人想到母亲
想到童年的小河
抬头看一看夜空
故乡的月亮
一直在身后跟着
南太平洋中部一个叫“大溪地”的岛屿，被誉为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其七彩亮丽的海水，染色出法
国杰出画家高更代表作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热带有一种名字极好听的花“金合
欢”，夏日的阳光下，开得熙熙攘攘，轰轰烈烈。远远
望去，像簇簇跃动的火焰，像灿灿金黄的云朵，澳大
利亚人将其选定为国花。金色海岸，与大溪地岛一样
绽放神奇之美。金色海岸，在太平洋金波银浪的荡漾
声中，在南半球盛装繁荣的夏日里绽放。

金色海岸：夏日里的绽放
□ 聂还贵

若论当代世界孰为头等大事，则非中国崛起莫
属。然各国面对巨龙腾飞，怀不同心态，作不同解
读。或疑惑、担心，或惊叹、钦慕。是耶非耶？忧乎
喜乎？吾生于斯，长于斯，亲历目睹，体察心悟，为
祖国今日之强盛而欢欣鼓舞，谨作《中华复兴赋》。

人间万象，演绎悲欢祸福；环球诸邦，代有荣辱
沉浮。长河落日，青山焕彩；沧桑多变，景象异殊。
看兴衰，识今古。巴比伦、古罗马，辉煌成梦幻；“不
落”旗①，“两牙”船②，威赫化呜呼。及至东西列
强、新老霸主，亦难逃由盛而衰之翻覆。

且看华夏千载，生生不息；英杰百代，济济辈
出。五千年文明，何等璀璨史册？百万里江山，岂止
锦绣画图！然三座大山，阻隔远行之道路；百年噩
梦，缠绕沉疴之病夫。屡受列强欺侮，悲芸芸黎庶；
曾遭八魔劫掠，哀堂堂帝都。痛哉，关东山河，太阳
旗下呻吟；金陵百姓，日寇刀下惨屠。国逢乱时，城
乡凋敝叹生计；民羁厄运，父老困顿哭穷途。汉唐无
语，雄风怎成过往？康乾有憾，鸿业从此虚无？叩问
故国大地，何日重兴？呼唤沉睡雄狮，几时张眸？

站起来，豺狼岂可当道；强起来，中国绝不服
输！救亡图存，慷慨军民杀敌报国；改天换地，英雄
儿女后继前仆。嘉兴举旗，井冈会师，陕北展翼，中
原伏虎！风暴起处，旧世界落花流水；凯歌声中，新
中国蒂落瓜熟。历史有情旧章去，东方既白红日出！

今日世界，崛起中华民族！从饥饿走向温饱，从
贫困走向富足。付千般辛劳，易数十寒暑。改革攻
坚，政策帮扶。一天天，一步步，终迎来，十几亿人
民脱掉贫穷帽，五十六民族踏上富强途！何其壮也！
举世叹服。

尔今，深化改革之船，正千帆竞发；全面开放之
举，引万国瞩目。浦东传奇，就是中国传奇；深圳速

度，就是中国速度！经济总量，跃居世界亚军榜；空
间技术，跻身强国俱乐部。迢遥太空，穿行汉家“神
舟”；浩茫海域，驰骋国产航母。中国高铁，国内成
网，又铺向东欧平原、非洲大陆，北邻广袤腹地，南
国丛林深处。中国科技，正弯道超车；中国制造，拥
全球用户。亚投行开业，赢得八十国参股；人民币入
篮，撬动金融板改图③。海外媒体，也言“共建共
享”；首脑峰会，共谋“一带一路”。伟哉宏略，为生
民立命，为天下造福，更彰显中华智慧，世界情怀，
大国担当，仁者气度！

春拂神州，绿染千行百业；日耀五星，旗飘四海
五湖。卫家国，将士有担当；保疆土，男儿不畏虎。
海岛再远，自有王师戍守；卧榻之侧，岂容异客潜
伏！主权事大，犯者当讨当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习近平语平意重，情深志笃。中国梦、复兴梦，
百年梦想化宏图；民族魂、英雄魂，万代魂魄蕴风
骨。瞻望前路，鲜花与荆棘并长，浊流同清风共舞。
中华儿女，不忘初心，保国家发展之树长青；矢志合
力，护世界和平之基永固。若圣哲先烈在天有知，亦
当赋诗激赏，举杯庆祝。长城万里，雄风依在；伟业
千秋，青史当书！

注：①:“不落”旗，指 19、20世纪大英帝国向亚
非以及美洲扩张，号称“日不落王国”。

②:“两牙”船，指 16、17 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两
个海上强国殖民亚非拉美，曾盛极一时。

③:人民币入篮，指 2015 年 10 月，人民币获得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地位。在特别提款权“篮
子”里，原来只有美元、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
入篮，成为第五种重要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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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车，每天上班路上，我都要经过两个公
园：长春健身园和巴沟山水园。我办了一个原生态文
学院，早晨穿越两个公园的路上，我要给文学院的同
学们上微信课。同学们通过微信也会给我发来问好的
话语或笑脸。我一边走，一边讲，感觉分布在天南地
北的学生们就在身边。伴着春天的小草，夏日的鲜
花，早晨的露珠，夜晚的月亮和星星，我和同学们快
乐互动、心心相印。

我在公园里行走，三个地方必须驻足。先是荷花
池。公园的设计者很用心，在铺满圆形石圈的尽头，
搭建出别致的小亭子，亭旁就是我喜欢的荷塘。冬天
里，荷塘里的水干了，枯萎的荷叶，让你想起吴昌硕
老先生的画；黄昏时分，在亭子里凝望破败的荷
叶，心便冷起来；当春天里荷叶打着卷儿，如一位
不愿听话的孩童，露珠在荷叶上滚，水面上跑爬着
类似蜻蜓一样的昆虫，我会期盼着荷花盛开；酷夏
世界，白天绽放的荷花，会在夜晚时分收拢花瓣。据
说，有善品茶者，喜欢将茶叶放入欲闭的花瓣里，次
日凌晨当花瓣打开时，取出，泡上一壶荷花茶，透彻
滋润心肺。我没有品尝过这样的香茶，也只好在想象
中抿抿舌头了。

再一处所在，就是那两棵相邻的树上，有两个
硕大的鸟巢。冬天，树叶落了，我会每天观望这两
个鸟巢。好大的鸟儿啊，它们清脆的叫声我只能模
仿一点点，没想到那些鸟儿们积极回应着我的叫
声。和鸟儿们相比，我的住处未必这么通透，我的
飞翔也未必这么自由，但鸟儿们给我很多想象的力
量。狂风过后，我会在这两棵树下，孤独成另一棵
树，听不到鸟儿的声音，我就靠近了树去听，直到
听到鸟儿微弱的声音，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喜

欢陪着鸟儿一同哭泣，也喜欢陪着鸟儿一同欢唱。
树叶渐渐被季节催满了枝头，两个鸟巢慢慢地就躲
在树叶里了。只有日日度过这两棵树下的我知道，
树上有我的牵挂。仰头看看这两个鸟巢。鸟巢已看
不见了，就如隐没在岁月深处的友谊。立秋过后，
天逐渐凉了，黄叶纷落，两个鸟巢会渐渐浮现出
来，直如修禅到家的高僧，英姿飒爽地挺立在树杈
中间。冬天里，活着的意义，因有了这两个鸟巢而
别有一番情趣。

其实，最让我念想的倒是第三处所在，巴沟山
水园的稻田。每天路过公园时，我都要停下讲课，
从各个角度拍摄正在生长的稻谷们。从植入水田的
那一刻开始，我看着它们静静地成长，由稀疏的队
伍成长为繁茂的密植，从草儿一般的貌不惊人到最
后的金黄坠地，这些水稻簇拥成几块富有人间情调
的庄稼地，我时常为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庄稼们而
感动。有一年秋天，我报名收割稻子，动作不规
范，不小心还把手割了，我似乎对不住在农村度过
的童年时光，俨然成为乡村的叛徒。在庄稼们面
前，我自愧弗如。我曾自名城市庄稼，但我的确背
离了土地、小溪和自由的天空。每天越过稻田，我
会心生无限感慨，有的能记录下来，有的却只能永
远地埋在心底。

我就是一棵城市庄稼，依靠的泥土失去了故乡的
香味，甚至，行走的动作也带着城市的规制。在城市
有限的田野里，我供人观赏、认领乃至收割，我看惯
了高楼、铁塔，在腥风恶雨里疯长，在蜻蜓观赏中微
笑，在寂静的夜晚抽穗、灌浆或自我疗伤。城市给我
以力量，可我再也嗅闻不到，嗅闻不到啊——故乡泥
土的芳香。

穿越两个公园后，有一座过街天桥，天桥下面的
河叫昆玉河，河水来自于颐和园，清澈而平静。岸这
边是垂柳，那岸是不垂之柳，如两位性格相异的同
学。游船从上游游下来，又从下游游上来。过往的行
人陌生而又熟悉，我会请行人帮我拍照，把一年四季
的风景、过往拍下来，碧水或浮冰。一边拍照，我会
一边向东南方遥望：树上的两个鸟巢，亭子旁的荷花
池，还有更远处的稻田。我想，我就是一棵生长在城
市庄稼中间的稻草，最多算一棵会思想的稻草。这棵
生长在城市里的庄稼，或许无奈于远离故乡的山水，
但所拥有的是向往山野的自由、闲适或能做鸣蝉的知
音。我想，这就足够了。

一颗城市庄稼
□ 戴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