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州人对木头有着深刻的喜
爱。在徽州这样一个潮湿的地
方，古时的山越人就会用木头架
起干栏式的木头棚子，防水、防
潮、防野兽，像湘西的吊脚楼。他
们肯定也用干燥的木头燧木取过
火吧；温暖的火，给予食物的鲜
美，给予他们与自然对话的力量。

那时，徽州还不叫徽州。这
是一片山水交融之地，山峻峭，水
清丽。这也是一片地墒贫瘠的土
地，稻、稷、黍无法养活大部分人。
那时的徽州人沿着新安江一路向
前，像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落在
合适的地方便生根发芽、开枝散
叶、立业兴家。在火车汽车高铁还
未发端的年代，水路是最方便的出
行方式，也是最好的商贾之路。沿

着新安江 300 多公里的里程，老
街、渔梁、深渡、街口、排岭，各大小
码头商埠穿插其里；船家、艄公、货
郎、买办，处处可见；盐铺、茶庄、酱
园子、木材行，应接不暇；梆子声、
吆喝声、读书声，不绝于耳……那
是怎样一副浮世绘与众生相。

靠山吃山。山多地少，水运
通达为徽州木材走出大山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勤劳而聪明的
徽州人早就在木头上掘得了第一
桶金。据宋歙人罗愿《新安志》中
记载，徽州至少从宋朝便开始了
木材贸易。民国 23年，渔梁坝上
仍 有 货 船 200 余 艘 ，坝 下 60 余
艘。运出的货物主要还是以木
材、茶叶等为主。渔梁至杭州运
费为：每方松木板船力大水八角

五分。解放后十年，水运依然担
负大量货运任务。1972年，新安
江沿岸发证的农副业木帆船达
226艘。放眼徽州，大众之木，还
是以松木、杉木居多。南宋诗人
范成大在徽州为官曾记：休宁山
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
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
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
赀。种木、养木、护木、伐木、贩
木，个中艰辛可见一斑。然，那一
根根木头却又温暖了徽州多少平
民的家呢，油米盐布可都指望用
木头换取呢。

曾听过一个在水边长大的老
者，说他儿时看大人们“放木头”
的场景。那时正值梅雨季节，长
长的木头被置于洪水中，一排排褐
色的巨龙被胆识过人、经验丰富的
壮汉们“驾着”往下游闯。木排上
有个师傅，深谙水性、水情，对自己
脚下的那些咆哮的水域有着驾轻
就熟的淡定。“可那也是拼命的营
生啊”，老者摸摸浑浊的眼睛自言
自语叹息道。他曾经看见表舅因
为失误坠入洪水中，水急浪陡，瞬
间淹没，连施救的时机都没有。

头 年 冬 天 ，林 农 们 进 山 伐
木。从一棵树变成一根木材至少
需要经历选木、伐木、刮皮、记号、

下山、阴干、锯板等工序；一棵生
木变成熟料，至少需要 4 个月。
一堆堆木料最后码放在码头，等
待梅雨天气洪水泛滥的时节，沿
着新安江流浪到杭州、上海甚至
更加遥远的地方。“以其赀寄一线
于洪涛巨浪中”，徽州的木材商们
在木头上虽掘得巨金，但是风险也
是巨大的；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徽州人勤劳、朴实、敦仁，但
是也富有冒险意识和开创精神。

“无徽不成镇”的辉煌不是凭空躺
进书籍里的，也不是排演后拍进
纪录片里的，那需要多少人、多少
辈、多少年才能镌刻在历史里的
沧桑和辉煌。一路向东的旅途多
么遥远，未来多么不可期，一把油
纸伞、几个苞芦粿；官道上人影茕
茕，水路上寒帆点点。这些异乡
人里，更多是徽州的匠人们。徽
州三雕，冠绝四方；徽州木雕更是
在中国木雕界享有盛誉。元末明
初，徽商日渐崛起，大量现金流回
乡修祠堂、铺路桥、建豪宅。鉴于
明代大气、简洁的主流审美，更多
的匠人们躬耕在木作上，桌椅板
凳、茶几文案、窗棂栏杆，大部分
都质朴端庄，不强调华丽与繁
杂。明末清初，徽商进入鼎盛时
期，随着社会审美趣味的转变，徽

州的匠人们由木作逐步向木雕过
渡，榫卯艺术的辉煌日益凸显。
雀替、斗拱都不足以展示匠人们
的水平；浮雕、圆雕、镂空雕，都不
能满足徽商们炫耀财力的期望
值；每一件木作都被装饰得富丽
堂皇，鲜艳亮丽。

大量的匠人从江浙回到故
乡，又有大量的徒弟被带离故
土。每一栋徽派建筑里都藏着美
好的期许，也镌刻着主人对世界
的感悟。雕刻内容无外乎几种寓
意：寄情山水，教化世人，歌颂先
贤，美好祝愿；故事性、教育性、趣
味性均可兼顾。匠人们从这乡到
那乡，从此州到彼州，个个心里都
装着一部《聊斋》，只是他们话并
不多，把对人生的体味都倾注到
手中的木头里。虫鸟鱼兽、八宝
缠枝、祥云回纹，奇珍异宝、福禄
寿喜、沉香救母，小小的刻刀下是
个大大的世界；他们就是一部行
走的教科书，虽身份低微，但胸有
丘壑。儿时，在外婆家，我就呆坐
着听木匠师傅讲了小半部《西游
记》，觉得那个吊着旱烟，指挥着
徒弟用墨斗等各式工具的老师傅
就像一个仙人。凿子、斧头、锯子
在我眼前翻飞，像一出《三国》；一
堆堆刨花散发着香樟的味道，氤

氲着整个前厅，马上它就要温暖
厨房的灶膛。

徽商以信立本，但也十分精
明，总能嗅到独特的商机。据说，
宋、明年间皇家大兴土木之时，很
多木材都由徽商垄断，甚至利用
宫廷买办走私木材。南宋都城临
安（杭州）的冬瓜梁应该就是从新
安江漂下去的呢。若论“融入杭
州都市圈”的时间，徽州至迟从宋
朝就开始了啰；明清三百年间，经
济、技艺、物资、人才应该达到水
乳交融的境地。那些生于斯长于
斯的西湖原住民，捋捋族谱，兴许
就是徽州人。2017年，我在嘉兴
海宁挂职时，就在马桥街道的湖
塘小镇探访过“望徽楼”遗址，那
是朱熹的后人所建。也许那些异
乡的徽州人汲取浙江的营养，自强
不息，破旧立新，成长为“浙商”。
听闻，将从淳安千岛湖引水入杭
州，我们将真正实现“共饮一江
水”。我们的先辈曾靠卖木头到江
浙营生，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大时代下，我们不能再靠着

“木头”发家。我们的工匠们曾靠
手艺在长三角吃饭，现在他们有的
已经转型为非遗传承人，成为艺术
家。现如今，我们的徽商们应该也
在浙商身上找差距了吧。

靠山吃山，也需种山养山；靠
水吃水，不能涸泽而渔。如果没
有一种大局意识和格局思维，又
怎么能破除囿于一域、小富即安
的传统思想？山只有更绿了，水
才能更清，才能造福更多的人群，
独乐乐与众乐乐何如？等那些苍
翠的青松，砍光了，生病了，最后
捶胸顿足的还不是我们？砍木头
为生的年代，贩文物为计的年岁
已然淘汰，也必须淘汰。今天的

“融杭”不再是升官发财后的荣归
故里，不再是赚得巨资回家拆旧
建新，不只应该是每年暑假“小候
鸟”与父母的欢聚；也许应该是

“引凤还巢”“腾笼换鸟”“无缝对
接”，把“后花园”变成“同心圆”，地
域与沿革都不是阻碍发展的借口，
信息高速路，天南地北一线牵。

徽州的天井冬暖夏凉，财水
四聚。儿时的我坐在天井边焙着
火熜，一盆火上烘着年糕；雪慢慢
飘洒下来，我只觉得美，像坐在一
首诗里。那时，奶奶教会我一个
成语，叫“坐井观天”。她说，要走
出去看看，再回来实现梦想。她
还说，你爷爷有三个名字，出生时
就叫“富贵”，读书时笔名“力耘”，
从教后改名“伯乐”。

徽州的同乡们，让我们继续
秉承徽骆驼的精神，为陶行知先
生笔下：“将来的新徽州很欢迎大
家来登黄山，游练水，凭吊朱晦
庵、戴东原。将来的新徽州要造
成一种境界……我以至诚之意与
我们最敬爱的父老兄弟姊妹共
勉：我们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
山水，我们要把我们一个个的小
生命捧出来，造成徽州的伟大的
新生命”而努力吧！

你的样子
七仙女/摄

每次得知我要回合肥，母亲
都会提前打来电话，告诉我家里
的菜园长了什么菜，结了什么果，
说自家种的菜没打农药、没撒化
肥，肯定比城里的菜好吃，如果我
没时间回家去取，她就坐车送到
我办事的地方来。

在外围着田地转，在家围着
厨房转，是母亲每天的生活轨
迹。听长辈们说，早在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她就经
常趁着别人睡觉，深更半夜到生
产队的农田里干活，收割成熟的
庄稼，不图工分，不留姓名。八
十年代分田到户后，她也经常挑
着一百五六十斤重的西瓜，冒着
近四十度的高温，走到十几里以
外的村庄叫卖，只为每天一两块
钱的收入。现在，家里没剩多少
田地了，菜地便成了她辛勤劳动
的乐土，也是她体现自身价值的
重要场所。

在那片由她亲手开荒，一锹
一锹挖出来的菜地上，母亲一直
用汗水播撒着绿色的希望。一
根锄头、一把剪刀、一个菜篮，是
她的必备劳动工具，每天她都会

来到菜地，重复着浇水、施肥、松
土、锄草、采摘等劳动程序。一
年四季，菜地都被打理得方方正
正、整整齐齐。烈日当空，依然
见到母亲戴着草帽锄禾挖地，挥
汗如雨；风雨交加，照样看到母
亲穿着雨衣搭架扎栏，只为菜秧
遮风挡雨。菜园地势较高，天旱
浇水要靠人工担挑。每天早晚，
母亲都要从低洼的河边，肩挑两
个水桶，艰难地攀爬着数十米的
陡坡，按时为菜苗浇灌。母亲身
材矮小，身体也日渐佝偻，即便步
履踉跄，水桶不时地撞在地上，水
花不停地溅在母亲身上，母亲却
不以为苦，自享其乐。日复一日，
从河边到菜地旁，母亲的双脚已
在杂草丛生中踩出了一条光亮雪
白的路径。

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吃母亲
种的菜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穷，
虽然母亲的菜园也曾生机盎然，
但毕竟菜品有限，菜量不够，下
饭还是靠吃咸菜为主。那时候，
母亲每年都会腌制各式各样的
咸菜，什么雪里红、芥菜、萝卜
菜、豇豆、萝卜，各种食材加上配

料，腌制上一段时间就成为爽口
美味的咸菜，使贫瘠匮乏的生活
因此变得有滋有味。翠绿的萝
卜缨，淡黄色的西瓜皮，脆生生
的腌白菜，金黄的腌豆角，是我上
中学期间的主要食谱，更是我一生
抹不去的记忆。现如今，生活水平
提高了，餐桌上多了大鱼大肉，蔬
菜在农村的饭桌上只起到点缀作
用，但我们仍然对母亲种的蔬菜情
有独钟，可是菜地里源源不断产出
的蔬菜，怎么也吃不完。

这几年，母亲的菜园成了我
们三姐弟的“私人订制”，只要我
们喜欢吃什么，母亲就种什么。
倘使我们不爱吃的，即便已经种
上，也要重新栽种，哪怕菜地种
不出来，也要想尽办法得来。前
年，我无意中说到吃茄子比较养
生，母亲立马将准备种西红柿的菜
地重新平整，改为种茄子。去年，
我看到漂满菱角叶子的河面，就随
口告诉母亲小时候爱吃菱角。等
我回家后，半天没见母亲回来，原
来年过七旬、不会游泳的母亲为了
让我品尝儿时的美味，竟然不顾危
险，在深秋季节独自下河为我采摘

菱角，让我深感愧怍。
母亲的菜园是村子里一道

亮丽的风景。透红的西红柿、细
长的豇豆、圆润的茄子、尖嫩的
辣椒、带刺的黄瓜、麻赖的苦瓜、
紫绿的苋菜，让人有种收获的喜
悦。可是，每到蔬菜成熟的季
节，母亲就发了愁。毕竟只有父
母老两口在家，每天采摘的几大
篮各色蔬菜，没有办法吃完。有
人劝说母亲，不如将菜送到镇上
的菜市场卖个好价钱，可母亲怎
么也不为所动。其实母亲种菜
的初衷就是为了子女，可子女却
遥不可及，都不在身边。平时，
母亲会把蔬菜送给亲戚和乡邻
品尝，每到周末，母亲就会轮番
给我们姐弟三人打电话，逐个动
员回去拿菜。起初，我们并不理
解，认为回去一趟，路费比菜钱
还昂贵，没有这个必要。直到有
一天，父亲告诉我们，其实母亲
辛辛苦苦种菜，就是想给子女做
点事，让我们感受到她的存在，
体现她的价值，其实她只不过是
希望通过回来取菜这种方式，让
我们多回家几趟。

现在，我终于懂得，这么多
年来，母亲辛勤地耕耘着，幸福
地期盼着，快乐地收获着，就是
希望这片充满生机的菜地和那
几间破旧的老宅，继续成为我们
人生的圆心，就如放飞的风筝，
永远牵线于线轴这个圆心，而最
圆满的人生轨迹就是围着家转。

回家取菜，是领取母亲的爱，
也是给予母亲的回报！近年来，每
到周末，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
亲的菜园，想到母亲的期盼。而每
次休假，我都会动员妻子和孩子一
同回老家一趟，品尝母亲亲手栽
种、亲手烹饪的蔬菜。临回时，必
须当着母亲的面，将她亲手采摘的
各种蔬菜塞满车厢。

我知道，如果她的孩子们不
回去取菜，母亲定会在某个周末，
自己挑着载满蔬菜的担子，佝偻着
身体，从远处的公交站台，艰难地
走向我们！

一个又一个周末，母亲又在
村口张望，盼着儿女归来。我知
道，这是她的守望，这是她的信
念，她的守望和信念让我们一直
有着家的感觉和根的归宿！

家庭手记 徐红云 母 亲 的 菜 园

 王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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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两年，
两年里看了它的春去秋来，走过
它的酷暑严冬。记忆里的徽州，
早就不只是江南水乡的模样，倒
是多了许多的动人和简单。

在古人的诗歌中将徽州定义
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在古人的画
卷中将徽州定义为四海八荒的世
外桃源，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徽
州成了一个习惯，我们习惯地视
它为家。因为安逸的生活环境造
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它不
似大都市那样繁华，没有快节奏
的上班族，有的是夕阳下漫步街
头的神仙眷侣。

江南最美在徽州。依山傍水
的民居，如同十里桃花深处，恍如
隔世人家。炊烟袅袅最是风情，
错落有序的马头墙，在蓝天白云
中勾勒着难以忘怀的风云。黑瓦
白墙的古民居，彰显大气的色调，
像在告知它的别致与典雅。我不
知道它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但我
明白历经风雨的它已是这个世间
最动人的景致。

徽州的房屋，让我想起了外
婆家，也是同样的建筑，发黑的木
墙上印留着无数人的掌印，镂雕
花的门窗透露着古老神秘的气
韵，木质的楼梯像是守护着阁楼
上未可知的秘密。儿时的牵绊，

让我在徽州找回了记忆里的故
事，那是甜蜜的守望，还有懵懂无
知的纯真。

有人说历史的记忆可能早就
在过去消逝，但有一种记忆保留
至今，皆因其产生的影响是一
个文化的象征。徽州古民居是
一个时代，是一个过去的书写，
而徽州屹立不倒的牌坊则跨越
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他们是一
种认定，一种时代人物的刻印。
一座座宗祠神庙，埋藏的是一个
个姓氏家族的传奇，一本本族谱
典籍，记录的是一个个来过这
世间的人儿。小楼重影，在湛
蓝 的 天 空 下 迎 接 着 落 日 的 余
晖，但梦入徽州，这一切并未落
下帷幕。

江南水乡的标签总是恰到好
处地落在这里。乘舟于新安江
上，深不可测的江水似乎淹没了
过去所有的伤痛，因为新生的力
量早就汇成江水注入到江河中。
浪打浪，拍打着岸边的石头，穿过
一座座大桥，如同穿云追梦。那
里花开满园，那里水送小舟，那里
别有风情。

记忆里的徽州，早就圈定了
它的模样，忘不了，也变不了。你
看，那马头墙上是不是还画着你
的回忆？

温暖的木头温暖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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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极怕蛇的。尤其是夏
天。

一些动物，特别是猛兽，如
狮子、老虎、鳄鱼等，听起来似乎
更可怕，大概因为和我的生活隔
着一道防护网，只要不主动越过
安全线，似乎不受威胁。倒是蛇
这个软体爬行动物，离人太近，
亲密接触的机会多得多。

蚯蚓、蚂蟥，我都不喜欢，
只是还没达到我的极限。秧田
里有一层水，油油的泥经水一
搅动，从脚丫里挤出，似有许多
蚯蚓在我脚面爬，全身起了鸡
皮疙瘩，毕竟丝袜穿久了嘛。
直到拔出秧棵里的小水蛇，我
的忍耐彻底爆发。那蛇也就筷
子长，圆珠笔粗细，应该是一条
新生的蛇。

秧田环境好，它们家安在
这里，拔秧动静太大，其他动物
受到惊吓纷纷远离，只有它无
知无畏，被我一把从秧棵里拔
起。拔起时，它还在跳舞呢，扭
来扭去。我已大惊失色，跌坐
在水田，又哭喊着往田埂爬，惊
恐之至。一边哭一边嘶吼，父
母不敢骂，骂秧池，诉说非得让
我来的种种为难，发毒誓再也
不让我来。

一身泥水，一路哭到家，奶
奶心疼地帮我洗澡换衣，还单
独做了一碗鸡蛋油炒饭，让我
吃了先睡。栽秧的人要等到天
黑透看不见干活才回，炒菜得
等他们。

这件事发生后，我还是有
些 后 怕 的 ，毕 竟 不 听 大 人 话
了。父母管教严格，大庭广众
之下撒泼，他们不会轻易饶恕
我。非常奇怪，第二天一早天
麻花亮，他们又赶去别家栽秧
了。也许太忙太累，无暇顾及
我。我在躲过一顿的庆幸中继
续迎接中考。

盛夏的风吹入柳树林，添
了清凉。我选的宝地，中午感

受不到丝毫溽热，我沉醉在几
何证明题丝丝入扣的严密里。
后腰怎么有点痒，似乎有小虫
子在裤子外面爬。左手拿书，
右手伸到后面，一摸，竟然带出
一条“带子”，那“带子”还动
呢。又是一条小蛇！大惊失
色，下意识摔到几丈远的地方，
那只手都不想要了。

母亲忙，没工夫分担我不
能承受的沉重。将这件事情讲
给奶奶听，奶奶说幸亏我离开
及时，老朽的柳树根常常是蛇
窝。想想多可怕，若是我反应
再迟钝些，恐怕要被小蛇全家
探望了。

中考后，我考上了师范。
在秧池拔秧落荒而逃的那一
幕 ，成 了 乡 邻 教 育 子 弟 的 经
典。他们说，我就是吃了苦，才
晓得发奋读书的。

这么多年，我不喜欢蛇，原
因何在？是它外形难看？剧毒
伤人？还是粘性湿滑？既使我
不碰，它既不能污糟我，也不能
伤害我，远观我还是恶心它。
那么就是外形了。

一天，我独自步行去朋友
的农庄。乡村公路柏油路面，
一条小蛇竟然盘在路中央。它
怎么上路的，让人奇怪。来往
车辆经过，看它昂首起舞，都减
速避让。我努力压制心头恐
惧，站在离它两扁担远的安全
距离，认真打量我不喜欢的这
种东西到底长啥样。身子细细
黑黑油油的，昂起的头呈三角
形，嘴张得老大，还有信子，脖
颈细，花白色……

一辆急速驶来的吉普车从
它昂起的身段上碾过，留一摊
渣子，皮都粘在路上。紧张的
心理体验结束。少年时，恐惧
的极限是哭；成年后，恐惧不露
声色，但有余悸。

我还是怕蛇，时光改变不
了。

蛇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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