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华文作品责编：张稚丹 邮箱：huawenzuopin@126.com

2017年11月11日 星期六201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天 水

一如闪电撞击的魂魄
光亮在黑暗中刺破
纷纷下坠的雨水中
没有人知道
你来自何方

从一滴到一束
从一束到一幕
从一幕到一场
从一场到一整天
从一整天到一个季节
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
只有你的变换
只有你永恒的变幻
是潮湿而冲动的

一如白云埋进了乌云
轻盈的翻滚不及
降落的沉重，而你
却是碎裂的一个镜面

不知道有什么能
剥夺那些僵硬的外壳
让固体成为液体
让满天的星星磕碎黑夜
于是，你旋转着
笔直地降落，只有风知道
你裸露着有多疼

从一个高度
到另一个高度
从一个角度
到另一个角度
从没有眼睛的眼珠到
没有呼吸的鼻子
你是无形的，你的心里
装着冰凉，也裹着炽热
你降下你圆润的外形
但却把你透明的血液
抛洒在了
一无所依的空中

是什么吸引了你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你
是什么让你撕扯掉自己
成为另一个源头，或者说
是什么让天空义无反顾
转换生命，在那雨水
之下，元阳之上
人们等待着
你带来的

究竟是什么

地 田

飞翔得
再高再远的翅膀
都将降落到
你的视线
但只有这
从天而降的流水
你终究难以看见，它
是你的血液，也是你
欢喜过的眼泪

一块泥土的重量
就是十种粮食的重量
一块泥土的重量
就是一百个人的重量
一块泥土的重量
就是一千个生命的重量
一块泥土的重量
就是整个星球的重量

土，湿润了
就成为田
田，湿润了
就照见天
天，湿润了
又成为，宇宙的田

宇宙隐秘的田啊
连接着红河两岸
连接着
高高低低的元阳

还有什么
比这更重的呢
你把自己压倒
再把自己摊平隔离
你承受了
自然繁衍的重量
你承受了
人类生息的重量
而你自己，却在
明晃晃的镜子中
把自己一再拉低

是谁来
翻动这一块块魔方
是时间之手
还是上天之力
你储藏起
满满一天空的泪水
却能把它们化作
欢悦的流淌和丰收

这里埋进了什么
这里便长出来什么
这里有无数
不会说话的地田

也有一个
勤劳的民族
在世上为你代言

水流经过我
我用脊背把它接住
水流绕开我
我用不存在的触须
打一个结，水流便
停了下来，我随它
把山打开，再把自己
深深埋了进去

中年，像个躬身的逗号，一如母亲赐我
的这只葫芦。

我跟母亲说，想去看看西湖，最好带上
葫芦，把半生积压的苦楚都倒干净，回来好
有个新……话还没说完，71 岁的母亲立刻心
领神会，点头应允。

8岁那年，父亲开着那辆六轮拖拉机，从
老家的悬崖上，直接开进了血染的夕阳。当
时，我正在打谷场上与一群小伙伴滚铁环。
等我跌跌撞撞爬到崖上，母亲已哭成一个湿
漉漉的泪人。母亲把她半生的热血哭成了一
片汪洋，那时，我开始惊惧水，惊惧带有体
温的水，眼前仿佛有一片湖，淹没了我的父
亲，又想拽走我的母亲。

关于水的黑色记忆，一直刺痛着我的童
年。以至于母亲怕老家到处分布的堰塘夺走
我，葫芦成熟时节，便专门给我做了一个祈
福的葫芦，掏心、晒干后，一葫芦水刚好放
了母亲盛米的米斗半升，于是，这个葫芦就
叫“半升葫芦”。

有葫芦庇护，我中考那年，超 30多分顺
利考上云阳师范，成为老家蛤蟆洞方圆十里
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中师时，我开始了文
学梦，名字不断变成铅字，以至于后来当中
小学教师，当机关秘书、文书、宣传干事，
我都心不在焉。

重庆一个老诗人说过，得了这个病 （文
学），只有用这个药 （文学） 来医。我想，我
是彻头彻尾感染这个病了。

今年年初，工作上的烦心事让我一度绝
望。我去看母亲，我们下楼去买菜，走在小
区林荫下，母亲在前，我在后，看着母亲日
渐佝偻的身子，我禁不住鼻头有些发酸。而
母亲坚持不让我扶，她分明已看出，每当我
有心事时，就是这样默默走在她身后。母亲
只说了一句话：出去走走，带上葫芦！

说走就走，到西湖已是傍晚。走在湖
边，有灯光或明或暗，名声在外的西湖并没
有重庆朝天门的夜景那么迷人。一对对情侣
走在长桥上，曲曲折折，一步一回头，这就
是传说中梁山伯送别祝英台的那个长桥吗？
难怪当地人说，长桥不长，爱情更长。

听说很多爱情戏都在西湖长桥拍摄。夜
幕中，听两个年轻女子嘻嘻哈哈地走过去
说：走了长桥，以后就不会被男友抛弃了。

夜色有一点点凝重，似乎一不小心，便
要把每一个人的心事拧出水来。

次日一早，我再次来到湖边。这次，西
湖像丰韵欲滴的西子一样，诱惑着我的视觉。

荷花正当时，五月的微风正当时。碧绿
的荷叶，一片一片，仿佛无数个西子正在早
朝的皇宫舞蹈。我想，在这样一湖浩荡自足
的荷花面前，我的那点委屈和酸楚实在有些
小气。

蜻蜓是多余的，相机是多余的，嘴巴是
多余的，人间一切赞美都是多余的！

这一刻，西湖只要安静。不要拿相机绑
架她，不要用大嘴虚构它，人间的浮躁、狂
热、功利，西湖似乎都不为所动。

我低下了头，从断桥上过去，五月，我
把残雪化在心中。冬天，只要有雪，断桥都
可以化，宿命如此。

上了孤山，我在湖边坐了良久。我用葫
芦取了水，尝尝，西湖水淡淡的，与重庆的
嘉陵江水并无明显区别。

记得有个圣人说过：心有块垒的人，心
中的郁结一旦成疾，江水是冲刷不掉的，因
为江水太急。惟有静如处子的湖水，不急、
不躁、不温、不火，仿佛世间许多事，都需
要这样的良医。

孤山因何得名？我想，该让那些心有孤
寂的人来此一游，或许抬眼，便可望见印月
的三潭正笑意绽开。

在三潭印月，我是一路哼着小曲的。日
暮，我坐船回岸，又去了雷峰塔，还去了西
湖龙井采茶基地。看着茶农的手指娴熟地在
茶尖上舞蹈，我不禁心生怜惜，活色生香的
嫩芽，一冒头就面临被掐尖。掐尖，本不是
一门手艺，比的不是谁更熟练，而是谁更眼
尖心狠吧！随行的导游怂恿我也去试试，我
拒绝了，不忍破坏了游西湖的心情。

夜色像心有灵犀的母亲一样看穿了我的
心事，回收了那些残忍。

遗憾的是，回程在萧山机场过安检时，
我只得把葫芦里的西湖水给倒了个精光。

人到中年，就如这逗号般的“半升葫
芦”，虽永远无法奢望成为一个完满的句号，
但在适当时候躬下身子，彻底清空自己，何
尝不是一件美事呢？

哈尼梯田（组诗）
□ 爱 松

建设创新型国家，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
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
果重大突破，是一个国家硬实力
的重要体现。

话说合肥大蜀山脚下，有个
“大水缸”，叫董铺水库。水库北
边，有董铺岛，其实是个坐北朝
东偏南伸出、三面环水的半岛，
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

岛上林木茂盛，环境清幽，
行人稀少，静谧中略显神秘。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就坐落在这座岛上。一条创新大
道纵贯全岛，两边散落着数十幢
庄重简朴的科研楼：安徽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固体物理研究所、合肥智
能机械研究所、强磁场科学技术
中心、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
所、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医学
物理与技术中心、核能安全技术
研究所……这些掩映在万绿丛中
的建筑，楼层不高，也不显眼，
但这里科研的脉搏，与全球科研
最前沿同频共振，许多成果都是
国内顶尖、国际领先。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合肥地
区有3个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大
科学装置”，其中两个就在这个岛
上。2017 年 1 月，合肥获批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与这里密不可
分。密集的科研院所，频出的国
际顶尖科技成果，让这个小岛不
时引起轰动，吸引全球的目光。
合肥当地人很早就不再叫它本
名，而改称“科学岛”了。

走 进 科 学 岛 上 的 等 离 子 体
所，屋子中央有一个像锅炉的巨
大环形装置，主机高 11 米，直径
8米。装置上端，一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高高挂起。 它是中国自主设
计、研制的世界上第一台非圆截
面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简
称“大科学装置”。科学岛因此成
为我国核聚变研究中心。

托卡马克是一种磁约束受控
核聚变环性实验装置，最初是由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它
的中央是一个环形的真空室，外
面缠绕着线圈。通电时，托卡马
克的内部会产生巨大的螺旋型磁
场，将其中的等离子体加热到很
高的温度，以达到核聚变的目的。

负责“大装置”的专家怕我
们听不懂，尽量讲得通俗而直

观：我们熟知的原子弹、核电
站，其能量来源是核裂变。太阳
发出的光和热则是靠核聚变；氢
弹是人类实现的不受控制核聚
变，氢弹的体积比原子弹小得
多，但一颗氢弹的威力相当于几
十颗原子弹。

“人类可以制造一个太阳来产
生光和热吗？”这个曾经的科学幻
想，正在成为科学的现实。

科学家正在研究的利用磁约
束来实现可控核聚变，被形象地
称之为研制“人造小太阳”——
把人类的奇思妙想变成科学的现
实，这是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奇
妙之处。科学家给我们展示的愿
景是：如果人类能实现可控核聚
变，核聚变能将解决人类的能源
问题。

说到核能，人们难免步步惊
心，比如核燃料，比如核辐射。

可喜的是，与核裂变以铀和
钚为燃料不同，核聚变能利用的
燃料是氘和氚，地球蕴藏量极其
丰富。据测，每 1 升海水中含 30
毫克氘，而 30 毫克氘聚变产生的
能量相当于 300 升汽油。一座 100
万千瓦的核聚变电站，每年耗氘
量只需304千克。氘的发热量相当
于同等煤的 2000 万倍，天然存在
于海水中的氘有 45 亿吨，通过核
聚变转化为能源，按目前世界能
源消耗水平，可供人类用上亿
年。氚可以由锂制造，地球上锂
的储量有 2000 多亿吨，足够人类
用1万年-2万年……

鉴于前些年的日本福岛核事
故以及更早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
事故，人们对核泄漏、核辐射始
终心有余悸。即使不发生事故，
核废料的处理至今没有完全保险
的办法。核聚变能则因其安全性
高、无高端核废料、可不对环境
构成大的污染，成为许多国家大
力发展的研究方向。

美、法等国在 20世纪 80年代
中期发起耗资 46 亿欧元的国际热
核实验反应堆 （ITER） 计划，包
括美国、日本、欧盟等国际七方
的科技合作，旨在建立全球第一
个受控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科
学家们估计，到 2025 年以后，核
聚变工程技术的核心问题有可能
获得实际解决。2050 年前后，受
控核聚变发电将有可能造福人类。

中国耗时 8年、耗资 2亿元人

民币，自主设计、自主建成EAST
装置后，全球研究核聚变的眼
睛都盯着中国，盯着合肥的这个

“大装置”。
10 年前，中国参与到国际热

核实验反应堆计划。国际七方
中，中国承诺承担 10%的研发任
务，中国任务中的 73%由等离子
体所承担。由于研发能力强，现
在美国、俄罗斯、日本把他们承
担的相当大一部分任务转包给等
离子体所。有 EAST 和 ITER 项目
的牵引，中国目前在七方中走在
最前面。等离子体所研究建设的

EAST装置稳定高约束放电能力达
到创纪录的100秒，超过世界上所
有正在建设的同类装置；在相关
技术领域，比如超导，是全世界
最大的超导技术研制、测试基
地，远比美国、欧洲做得强大。

国际聚变能大会，相当于这
个领域的奥林匹克大会，等离子
体所连续 10 年都被大会特邀做主
题报告。这一领域的国际顶级杂
志，连续多年都以封面故事形式
介绍等离子体所年度研究工作。
这种待遇，别的单位都没有，其
他国家也没有。

科学并不总是抽象和冰冷的。
等离子体所正在研制可用于

放射治疗癌症的“超导质子刀”，
就是万众期待的温暖福音。我就
此询问等离子体所副所长宋云
涛。他说，这是国际上较为先进
的癌症放射治疗技术。相对于传
统的放射治疗，质子治疗技术可

对肿瘤组织进行精准打击，整个
治疗过程好比是针对肿瘤的“立
体定向爆破”，可降低对健康组织
的损伤。中俄超导质子联合研究
中心 2015 年 12 月已在合肥成立，
俄罗斯联合核子研究所和中科院
等离子体所的科学家联手研究

“高能质子治疗技术”，合肥离子
医学中心将在 2017 年底建成。这
意味着，癌症患者很快将能够在
合肥接受“高能质子”放射治疗。

“超导技术、电源技术等，都
是聚变研究衍生出的一些相关技
术。”宋云涛说。

2017 年 9 月 27 日，科学岛又
爆出一则轰动性新闻：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场实验
装置”通过国家验收。这是岛上
另一个全球瞩目的“大装置”。中
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荷
兰、日本之后第5个拥有稳态强磁
场装置的国家。

这个装置从“一无所有”到
世界第二，只用了短短8年时间。

国际上开展强磁场研究，在
高温超导、量子材料、生命科学
等领域屡有重大发现，被称为诺
贝尔奖的摇篮。它是在极高磁场
下观察研究物质的各种特性，不
仅研究材料物理，还涉及化学、
生命科学、药物学，应用范围非
常广泛。此前美国的实验室规模
最大、性能最好。

强磁场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研
制团队凭着挑战极限的精神，打
破国际技术壁垒，自主研制成的

装置，有3台水冷磁体场强创了世
界纪录，有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
台40T级混合磁体，有潜力向45T
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在科学的海洋里，原创和发
现才能产生惊涛骇浪。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匡
光力说到这几个世界纪录，如数
家珍：“有一台磁体，我们实现了
38.5 万高斯，解决了大量的关键
技术，创了世界纪录。此前荷兰
是 37 万 高 斯 ， 美 国 是 36 万 高
斯。现在，从22万到40万高斯如
此广大的磁场强度区域，别人无
法获得扫描隧道显微信息，只有
中国科学家可以做到。”

科研总少不了你追我赶。从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断超
越，再达至“人无我有”——这
是攀登科学高峰的乐趣和动力所
在，是科研必备的精神和境界。

目前世界上有3种显微镜可以
实现原子尺度的观测，分别是扫
描隧道显微镜、磁力显微镜、原
子力显微镜。这 3 种显微镜，美
国、欧洲都有。强磁场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科研团队花心思做的实
验技术，是把3个显微镜集中在一
个针尖上，叫组合显微镜，同时
对一个点进行观测，成功突破，
世界独创。

“我们做出来的几件测量系
统，都是原创成果，属于世界上的
孤品。有了磁场条件和测量系统，
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新的，别
人难以企及。”匡光力不无自豪地
说，“中国科学家完全有能力、有智
慧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忽然有人用合肥话提议：“我
们在‘大装置’前合个影，可
照？”众人皆言：“照，照！” 不
知怎的，在相机的咔嚓声中，我
有一种想唱国歌的冲动。

过去曾走过不少边海防，我
最最深切的感受是，要培养人的
爱国情怀，就到边海防去——站
在边海防前线，一种庄严和神圣
油然而生，你对祖国的感情，必
定瞬间提升。

现在我想说：要增强中国人
的民族自豪感，就到合肥科学岛
上来——这里的科技创新高度和
世界领先程度，足以让每一个中
国人骄傲和自豪！

科学岛面积不大，但分量很
重。

科学岛记
□ 斯 雄

敬请关注文艺部微
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敬请关注文艺部微
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 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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