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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溽热势不可

挡，出门路上都是匆匆

的人群，空地上大妈们

正挥舞着双臂跳着节

奏强烈的广场舞，戴着

耳机的我混入人流，散

步到了前京大道喷泉

处。圆形的喷泉波光

鳞鳞，荡漾着五颜六色

的灯光，仿佛天上的银

河掉落了下来。四周

种植着千屈菜、菖蒲和

花叶芦竹，如同一个特大号的盆景。

知了和夏虫的叫声稠得像一锅粥，和

着喷泉的音乐起起伏伏荡漾开来。

这时，耳机里传来主持人白岩松

的声音，说他的故乡在内蒙古草原，

后来故乡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他在北

京安了家。几十年后，白岩松以为早

忘记了故乡，但老乡聚会时，大家在

马头琴和歌声中都沉浸在对故乡的

回忆里，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忘却

过故乡，只不过被纷扰的世事暂时遮

盖而已，最后发出感慨：故乡是年少

时想离开，老了又想回去的地方。

这是央视主持人董卿创办的一

档朗读者节目，这期节目内容全是故

乡的话题。

接着，我又听到了一个新愚公移

山的故事，说是有位藏民用打工几十

年挣来的数千万元钱，回故乡替乡亲

们办一桩好事，要在悬崖峭壁上劈山

修路。但有施工队去了，被险恶的地

势吓跑了。10 多公里的山路修了几

年，数千万钱花完了，他卖了自己的

房子车子，卖了厂房火锅城，最后终

于凭一己之力修成连通外面世界的

公路，造福了故乡的亲人。

蓦然，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

己的故乡，那是一个江南小镇，16 岁

那年离开故乡来到这里读书和工作，

一晃 40 多年，比在故乡的时间还长，

从而有了第二个故乡。

有一年回故乡小镇，一时心血

来潮顶着烈日去寻找祖母家的老

宅。那是父亲的故乡，小时候常去

玩，也真正认识了中国农村的风貌

风情，父亲教我认识了麦子、水稻、

棉花，还有日常吃的茄子、豇头、扁

豆等等。最后，他感叹说农民真辛

苦，那是我生活中的第一课。父亲

吃完饭，总要用舌头把碗舔干净，旁

人看了笑，他不以为然，我行我素。

去了农村，看了在田野里劳作的农

民，我一下长大了，从此吃饭不敢浪

费一粒米，这是内心对天地的敬畏，

对那些默默耕耘的人的尊重。

到祖母家是一条小路，祖母家西

头有一条河，河旁有一个牛栅，一条

耕牛边卧槽反刍，边用脏兮兮的尾巴

驱赶着“嗡嗡”的牛虻。刚进村头，迎

接我们的是一条瘦瘦的大黄狗，伸着

舌头“呼呼”围着转。父亲说，要吃

啥，我儿子都没肉吃。它意味深长地

盯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嗒嗒嗒”溜走

了。

对小孩子来说，最热闹的当然是

夏天，田埂上爬满了一曲一曲的蚯

蚓；田鸡像是跳远运动员，人还未到

跟前，“卟嗵”一声早没了影；只有那

些癞蛤蟆，如同刚学步的婴儿，不慌

不忙慢慢蠕动，但在我们眼里那身皮

实在难看，从不敢触摸，倒也成了它

们的护身符。河浜里仿佛开了锅，一

些跟我一样大的孩子光着身子在打

闹，沸腾的水花像是一道道彩虹，那

是我最羡慕的事，但父亲一再禁止游

泳，说是水火无情。他教过我游泳，

学了几次都无功而返，所有运动中，

我游泳学得最晚。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沪郊农村还

十分落后，黄昏来临，家家户户屋顶

冒起了炊烟，柴火的味道和煸炒的菜

味在空中弥漫，填满了整个村庄的旮

旮旯旯。那时，电灯还不十分普遍，

队长家一个 25 瓦的鬼火一样的电

灯，他老婆总要等天黑尽了才让开。

父亲看到我们早早把灯开了，总拿这

例子教育说，这才是节俭。

祖母家就点一盏煤油灯，一尺

高，油腻得如同一柄烧菜的铲刀，豆

大的一个火，上有一个玻璃罩子，里

面躺着一两只被烧焦的死虫的残

尸。全家只有一盏灯，要是有人到另

一个房间去，举着灯走路，墙壁上像

是放皮影戏。

再晚些时候，我们出去可以看到

空中许多一闪一闪的东西，“萤火虫”

一个孩子大声叫喊。我把它抓来放

在瓶子里，怕逃走用盖子捂紧，放在

枕边，一闪一闪伴到天明。但第二天

晚上不闪了，死了。

故乡是亲切的，温柔的，有一股

甜甜的香味，像是躺在母亲怀抱里。

然而，有一天，一大早被父亲从睡

梦中一把拎起，去体验给水稻灌水踏

水车的艰辛。若是一脚踏空，迎面骨

被水车踏脚敲打一记，那钻心裂骨的

疼痛，会让你记忆一辈子。于是，我对

故乡的感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有时

候我做错了事，母亲也会进行惩罚。

在我印象里，故乡应该就是这个

样子，它是宽厚的，可敬可爱的，但它

有时候也是严厉的。

如今，破旧的老宅已经被一幢幢

拔地而起的高楼替代，河浜稻田也早

已不见踪影，那条连接老宅和小镇的

泥泞小路换成了一条宽敞的柏油马

路。

我绕着喷泉孑然独行，突然，发

现水池中有一只瘦小的白鹭，它不是

在空中飞，也不是在水中游，而是迈

着细长的腿，头颈一耸一耸地在走，

不，好像也在散步。那水想必很浅，

不及它的膝盖处，姿态优雅而从容。

这是一只掉队的白鹭，还是偷偷离开

父母的白鹭？我围着水池，从起点到

终点，又从终点到起点，白鹭却像有

一双无影的手牵动的皮影戏，在水池

里来回走动，似乎在寻找什么。

顿时，电光石火一般，我脑洞大

开，这是一只离乡多年的白鹭，现在

回到了故乡，一如当年那个大暑天

寻找老宅的我。

一度，我们为了经济牺牲环境，

白鹭不见踪影，近年来，环境大有改

观，这些天空中的骄子幽灵一般又出

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了……

大凡中国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

是身体的，一个是精神的。在中国人的

传统文化里，故乡是一个人的起点和终

点。在我小时候，老家判断一个人是否

成功，往往看他们离开故乡有多远，好

像越远越成功。相反，那些呆在老家、

包括他们自己都是些碌碌无为的人。

但走得再远再久，终究还是要衣锦还

乡，或者叶落归根，否则如同锦衣夜行，

客死他乡更是归于失败的行列。

其实，一个人无论离开故乡有

多久，走得有多远，或多或少贴着故

乡的标签，如方言、习惯、甚至性格

等，永远像胎记一样烙在身上，终生

不褪。我们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矛

盾的，既想离开，又想回去，但还没

有理出头绪来，人却已经慢慢变老。

也许，每个人对故乡的理解可能

不一样，但在我眼里，故乡是一个充

电桩子，当你耗尽体力时会给你动力

和能量；故乡是一面镜子，让你知道

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故乡

是母亲的一双手，替你抚平伤口，而

且永远不会嫌弃你。

然而，不无担心的是在现代文明

的浓墨彩笔下，正像其他传统一样，故

乡这个词正在跟我们逐行逐远，像初一

的月亮一样变得那么虚幻缥缈。但有

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我们这一代无疑是

传统文化的最后坚守者，对故乡的渴望

也成了我们维系传统的一个象征。

清晨窗外鸟鸣啾啾，我睁开惺

忪迷蒙的双眼，五点刚过，天就已经

放亮。漫步在金山新城公园湖畔，

斑斓的云彩，雾蒙的草地，鸟声透着

回音在空中飘荡，空气中弥漫着一

股清新……一股脑儿的回忆，竟止不

住地穿越而来，猝不及防。我望着眼

前的小湖，仿佛回到了大学那个盛

夏，回到了我梦中的那座明湖。

我的大学都是与湖有关，藏着文

庙的湘潭师范学院南院，就是依着雨

湖而建，这是我最喜欢的校区，没有

之一。不仅是因为它曾经是湘潭县

学的兴起之地，是湖南五大书院之

一，而是因为它是我脑海里大学应该

有的古朴沉淀的样子。

1999 年 9 月，我刚到学校报到的

第一天，就挂彩了。在寝室里铺床的

时候，我一脚踏空摔了下来，顿时鲜血

直流，捂也捂不住。一路狂奔到城正

街口的诊室，下巴缝了好几针。于是，

大学这四年，我就再也没能睡过上铺。

挂着纱布的我，参加了新生军

训。帅气而严格的李凡教官给了我一

个至今还在使用的绰号“建工”，也给

了我大学第一个校院级荣誉——“军

训先进个人”。一个月的朝夕相处、

摸爬滚打，在分开的那天，我们都毫

不意外地哭得稀里哗啦，像个孩子。

因为，这是大学里的第一次告别。

走进湘潭师院南院校门，就是古

色古香的文庙，这里有上世纪五十年

代的图书馆和学生活动中心，曾经的

主教楼墙上，依稀可见毛主席语录。

记得那年我们还参演过在校园内取

景的电影《芙蓉花开》，革命师生迎接

南下干部……

在南院读书的日子是诗意的、惬

意的，不仅仅是因为有雨湖在畔和文

学相伴。我本科主修英语，当

我每次告诉朋友我读的是外

语系时，他们都会很羡慕地

说：“你好幸福呀！”后来才知

道，在理科生眼里的外语系，

都是美女如云，如熊猫般稀少

的男生才是真正的“天子骄

子”，提醒我们生在福中要知

福。

刚到南院的时候，还有外

语系等四个专业留在这里。到

后来，其他院系都迁到北院，100多亩

大的南院，就剩下我们一个外语系。

1000多个女生，区区不到100个男生，

日子过得如何“艰辛”，惟有经历过的才

会知道。班级上课4个男生，即使是年

级上大课，也不过20来个。老师点名，

从来都不用数人，眼一瞄就知道谁“翘

课”了。

先锋文学社是我大二时，外语系搬

到北院后办起来的，我是第一任社长。

取名先锋，意为敢于攀登、勇当先锋，一

时间加入者众多。有了社团，就得有刊

物，《新视野》诞生了，我是第一任主

编。由于不断发展壮大，它既是先锋

文学社社报，还成为了外语系系报。

当时为了报头，我们想让时任师

院院长黄秋富给报纸题字，但是大家

都不敢去。于是，我斗胆写了一封信，

直接塞进了院长信箱。没想到，过了

几天竟收到了系里转来的黄院长亲笔

题字，我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湘潭师院北院，位于与湘潭工

学院仅仅一墙之隔的桃园路，我们

外语系学生从南院到北院，要乘 13、
14 路车，得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赶

到。相较于城正街秀气的南院，桃

园路的北院自然开阔了许多，这里

不仅有师院人心心念念的明湖，还

有名气在外的樱花园。

二十年前的明湖，远没有现在的

这样规模。记忆中，湖中心有小岛，岛

上有曲曲折折的平台，楼台亭榭，半遮

半透，若隐若现，阳光在水气的升腾笼

罩下，光影斑驳、婆婆娑娑……同学们

早上经常去那里晨读，傍晚时分就去

那里聊人生、聊梦想，聊那段逝去又留

恋的爱情。夏天时，明湖会有很多荷

花，湖底还有尾尾游鱼；秋天湖边的小

路满是落叶，踩着上面看明湖，又别有

一番风味。手捧一本书，看着眼前的

美景，时间就是这样凝止。

那时的樱花园，虽还没有现在这

样出名，但每年三四月，樱花园里人

头攒动，一波又一波观赏樱花的大学

生慕名而来，有工学院的，也有湘潭

大学的……当年的樱花园，还没什么

“樱花节”的概念，花只管静静

地开和静静地落。半个月的花

期，约上同学、带上野餐，席地

而坐在一片粉色的天地里，感

受异域的风情，在花瓣营造的

浪漫中，感受美景的震撼……

在致志路上、荷花池旁的

一片绿荫丛中，有一座露天电

影院，也是周末我们常去的地

方。这座建于 1989 年的电影

院，有着超大的“银幕”墙，97条

露天水泥长凳，3046 个坐席，凡是在

这看过电影的师生都知道，一年四

季，月光都照不到银幕，360°观影无

死角，真心佩服当年的设计者。

那个时候，和同学一起看电影，别

有一番情趣：或三五成群，或两人世界；

或瓜子一包，或饮料一瓶。那样无忧无

虑，那样怡然自得。在光与影的世界

中，岁月穿梭、时空交错，激情燃烧的岁

月，就这样浪漫地走过。夏夜看电影，

屏幕上是枪战，底下却是人蚊大战。冬

天看电影，裹上厚厚的大衣，在冰冷石

凳上还不忘垫上几本书。有时候，倾盆

大雨会从天而降，顿时全场就炸开了

锅，大家争先恐后往门外跑，作鸟兽散。

以前每年“五四”文艺汇演、元旦

文艺晚会、校园歌手大赛等大型文艺

活动都在这里上演。记得 2002 年学

院迎新文艺晚会，我们外语系承担开

幕演出，男生穿上了长衫，女生扎起

了辫子，在“学生领袖”带领下，振臂

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掌声

雷动，至今还仿佛在耳边回响……

除了看电影，当年还有一项大家

趋之若鹜的娱乐项目，那就是周末舞

会。“舞会放在食堂开”，不能不说是

那个年代的师院特色。白天吃饭打

菜打发肠胃的食堂，到了周末晚上，

灯光亮起、音乐响起，同学们相约而

来，舞会就在校园舞曲中开始了。我

们在激越、缠绵的音乐中、在闪烁、

迷离的灯光中学会了交际，也享受

着青春。大学生活就是这样，简陋

得往往让你难过，但又单纯得让你

难忘。

毕业这年，湘谭师院与湘潭工学

院合并，成为湖南科技大学。同学们

都忙着找工作，大家聚少离多。我是

幸运的，大四第一学期我就签好就业

协议，到了上海金山。

曾经，无数次想象着大学毕业隆

重的毕业典礼场面：身穿学士袍，从

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台下掌声雷

动，然后我们又哭得稀里哗啦……可

是我错了。我们当年因为非典，毕业

仪式很简单，一张毕业合影，那瞬间

的定格，成为了大学真正的告别。

今年春节，我们又重回了阔别多

年的母校。初春的明湖畔杨柳垂髫，

郁郁葱葱，欣欣然，仿佛又回到了当

年初见的景象……寒假中的校园很

安静，偶尔几个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学

生，一脸微笑地看着我们回忆当年的

幸福模样。我们去了图书馆、美术楼

和外国语学院，也去了宿舍区和曾经

的娄底餐厅，可惜，经历三十年风雨

的露天电影院，去年8月拆掉了……

那些年，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最单

纯美好的岁月，我们最青春的浪漫故

事都发生在这明湖畔旁。原来，微波

荡漾的它一直都是见证者，而我们只

是曾经匆匆的过客。

我的明湖畔的大学
□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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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参谋消费的参谋 维权的后盾维权的后盾

天 气

【案情简介】
2017 年 11 月，60 余名消费者

联名投诉称，他们通过“上海奥莱

商城”微博网页链接及微信端购买

运动鞋，商家宣称所售商品均“正

品保证”“专柜发票”“假一赔三”

“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等。消费

者收货后却发现疑似假货，没有发

票。当消费者要求行使“七日无理

由退货”权利时，发现网站上没有

退货选项，联系在线客服无法得到

有效回复，微博显示关闭评论，发

货方的手机始终关机。无奈，消费

者向上海市消保委投诉要求协助

解决。

【处理过程及结果】
上海市消保委接诉后，立即针

对投诉展开了调查。经调查，“上海

奥莱商城”的工商注册名称为上海

依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工商

查询，多次致电该公司均无人接听，

发函致工商登记地址调查也无人回

应，实地查看发现已人去楼空，多方

联系均难觅该公司踪影。目前，消

费者已接受市消保委的建议，向公

安机关报警。

【案例评析】
本案是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

台购买商品的案件。我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的相关规定赋予消费者“七天无

理由退货”的权利。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经营者采

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

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 说明理

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

作的；（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

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

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交付

的报纸、期刊。除前款所列商品外，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

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

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

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

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

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

者承担；经营 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

的，按照约定。”

本案中，消费者通过微信平台采

用网上购物的方式从奥莱商城购买

了商品，属于本条规定的采用网络方

式进行的远程购物。其中消费者购

买的商品为鞋子，不属于本条 中规

定的不适用七日之内无理由退货的

商品，同时消费者发起退货申请时也

没有超过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时间要

求，所以消费者要求奥莱商城退货是

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的。同时，

公司不妥善处置消费争 议的行为是

对消费者的不诚信、不负责，违反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经

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

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

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

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的规定。本案中情况比较特殊，

一是本案涉及的消费者人数众多；二

是消费者在要求维权时经营者已经

联系不到。通过正常的协商调解途

径已不可能达成目的。此时，经营者

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因此上海市消

保委建议消费者通过报警的方式找

到本案中的销售公司。

奥莱商城售假 消费者退货难

本报讯 （记者 杨季峰 见习记

者 鲁学静）自 2020年 1月 1日开始，9
座（含）以下小客车安装 ETC 且将沪

通卡绑定记账卡，可在我区 5 个收费

口之间任意通行享受5折优惠。

该项优惠涉及我区的高速收费口

为朱泾、新农（亭枫公路）、吕巷、张

堰、金山卫。在安装了上海交通卡公

司发行的 ETC 设备，并且将沪通卡绑

定记账卡之后，所有车辆车牌号不限，

均可享受优惠。

目前，我区支持 ETC 转记账业务

的银行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和建设银行。为了满足市民办

理需求，各大银行纷纷开辟专用通

道。已安装 ETC 沪通卡的车主需携

带好本人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沪通

卡、需绑定的银行卡和本人手机前往

办理。

此外，明年起 ETC 不再免费安

装，未安装将无通行折扣。广大车主

可抓住上海为推广 ETC 普及，实行

“设备全免费、安装全免费、服务全免

费”惠民政策的最后时间。自明年 1
月 1日起，除了无法享受免费安装外，

也无法享受通行折扣及快速通过等优

惠便利。

明年起ETC不再免费安装 未安装将无通行折扣

在金山如画的板块上有一块区

域，日新月异、欣欣向荣，那就是集吃

喝玩乐于一身的时尚区域，金山新地

标——金山工业区。

游
华东无人机基地：2018 年成立，

占地 1 平方公里，拥有 2 条长 800 米、

宽 30 米的十字型跑道，空域面积达

58 平方公里。来这里，可以参观试

飞，深度体验无人机行业。

地址：金山区金拓路889号

比瑞吉宠物用品观光厂：占地 3
万多平方米，主营宠物食品生产，绝对

是各位宠物主人挑选爱宠粮食和零食

的首选地。

地址：亭卫公路6383号

金水湖：金水湖产业新城中的重

要地标。这里有先进的园区，有美丽

的花海。生态驳岸、跨湖桥梁、景观

长台、各色绿植、园林小品围绕整个

湖区，构成了一幅美丽图景。

地址：金山工业区大道志诚路交叉口

吃
三姐牛肉面：金山工业区的网红

美食，不仅受到园区数千职工的喜

爱，还吸引了不少美食爱好者开车前

去品尝。这家牛肉面，牛肉肉质醇

厚、嚼而不烂，汤头鲜味实足，面条爽

口弹牙，来了工业区必尝。

地址：金山工业区联东U谷南区

娱
麦隆咖啡：配备当前最先进的生

产设备，提供从生豆到加工的全方位

服务。这里除了品尝咖啡，还可以旅

游参观，了解咖啡的文化背景、体验

制作咖啡的乐趣。

地址：金山区定业路9号

远见人文生活：远方有诗，遇见

人文，拾阶而上、席地而坐，或阅读、

或思考；这里有咖啡+阅读区域，阅读

的同时可享用优质手工咖啡甜点，轻

松舒适享受下午茶时光。

地址：金山区志伟路 818 号竞衡八八

广场远见人文生活空间

望秦精酿啤酒展示馆：望秦精

酿啤酒是金山本土品牌，位于金山

工业区的望秦精酿啤酒展示馆，融

古典与现代于一体，既是生产车

间，又是体验空间。车间现代化的

酿酒设备内，美味的精酿正在慢慢

地发酵。

地址：金山区夏宁路 818 弄 66 号

购
金山冻龄梦工厂：这是金山第

一家以护肤为主的“冻龄梦工厂”。

这里有能做到百分百纯植物微生态

护肤制造工厂及配套的微生态护肤

研发大楼，可以通过特别设置的参

观通道，领略震撼森严的制造车间，

了解护肤品制造流程，进行互动体

验以及购买到实惠的工厂自销护肤

产品。

地址：金山工业区夏宁路666弄36号

住
金山假日酒店：金山首家国际品

牌酒店，旁边是竞衡八八广场，酒店

内中、日、西餐厅美食繁多，设有行政

走廊、宴会厅、室内泳池、健身房、

KTV包房等商务或娱乐设施，房间设

计典雅。要说金山工业之旅住哪

里？首选就是金山假日酒店。

地址：金山区志伟路808号

本报讯 近日，2019版金山红叶地图新鲜出炉。地图标注了银杏、乌桕、娜

塔栎等主要色叶树集中分布的路段、公园、片林和苗木基地。快跟着指引一起

去探寻金山初冬之美吧！

金山红叶地图日前发布

全区共有12个观赏点

远见人文生活远见人文生活

“游吃娱购住”金山工业旅游五种玩法

打造金山城市文化新名片

今日晴到多云，最高气温

14℃，最低气温 7℃；明天多云，

温度略有回升，最高气温 16℃，

最低气温12℃。

本周末到下周初，上海的最

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 20℃附近。

不过最低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市

区在6℃—10℃，郊区更低。

本周末气温回升
下周初温暖如春

本报讯 （记者 杨嘉
婕 刘祚伟）2020 年春运

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始发

售。旅客购票情况较为

火爆，虽然没有出现售票

高峰时那种“一放票就秒

光”的情况，但由于赶上

国内各大高校放假，从上

海出发的多条热门线路

余票“告急”。

据了解，2020 年铁路

春运期为 1月 10日至 2月

18 日，相对往年较早。按

照铁路部门火车票网络

售票、电话订票 30天预售

期计算，市民可通过铁路

官 网 12306 网 站 、手 机

App、电话订票等方式购

买春运首日的火车票，不

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站

点的车票预售时间不同。

火车站人工售票窗

口、自助售票机和市内代

售点将在 12 月 14 日开始

发售。由于今年春节较

早，学生潮与务工潮在一

定程度上出现了叠加，客

观上增加了热门车次、线

路的购票难度。不过随

着年末临近，购买火车票高峰期逐渐来

临，“一票难求”的情况不可避免，很多

人难免“病急乱投医”，区消保委提醒，

市民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购票，避免不

必要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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