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低的那级阶梯
午饭后散步午饭后散步，，到申大烟酒店里发会到申大烟酒店里发会儿呆儿呆。。见一个见一个

满头白发的瘦弱老人躬着背走进来满头白发的瘦弱老人躬着背走进来，，在烟柜前来来回在烟柜前来来回
回地扫寻回地扫寻，，寻了很大一会儿寻了很大一会儿，，一言不发一言不发，，又转身怏怏地又转身怏怏地
离开了离开了。。

我问申老板我问申老板：“：“你咋不招呼客人呢你咋不招呼客人呢？？那老人家在寻那老人家在寻
啥啥？？也不见他问也不见他问。”。”

““不用招呼不用招呼，，天天来天天来，，很熟悉的陌生人很熟悉的陌生人。。这条街上这条街上
大大小小的烟店大大小小的烟店，，他每天都会去寻一遍他每天都会去寻一遍。。他要寻低价他要寻低价
烟烟，，1010块钱以下的块钱以下的，，越便宜便好越便宜便好。。但现在我店里没有但现在我店里没有，，
你看他很失望的样子你看他很失望的样子，，估计一路寻过来估计一路寻过来，，都没有都没有。。也挺也挺
可怜的可怜的，，这么大年纪了这么大年纪了，，戒又戒不掉戒又戒不掉。”。”

““你不能多进一点低价的烟来么你不能多进一点低价的烟来么，，为民服务的宗为民服务的宗
旨还是要坚持的旨还是要坚持的。”。”我打趣道我打趣道。。

““我倒是想进我倒是想进，，但你不知道现在低价烟有多紧俏但你不知道现在低价烟有多紧俏，，
很难进到了很难进到了！！经济好经济好，，有钱人多有钱人多，，烟价一路向上烟价一路向上，，再贵再贵
也有人要也有人要。。什么牌子的烟都升级换代什么牌子的烟都升级换代，，出精品烟了出精品烟了。。我我
猜烟厂已不情愿生产低价烟了猜烟厂已不情愿生产低价烟了，，一样的设备一样的设备、、一样的一样的
工人工人，，电费电费、、工资一样付工资一样付，，生产几块钱一包低价烟生产几块钱一包低价烟，，不不
是傻么是傻么！！烟又不是口粮烟又不是口粮，，还不到政府限价的地步还不到政府限价的地步，，所以所以
低价烟确定越来越难弄低价烟确定越来越难弄，，将来可能还要少将来可能还要少。”。”申老板同
情而又无奈地说，“你今天只看到了一个人，其实有很
多人这样低头进来，低头出去，有时看到店里有人，还
不好意思进来！”

下班回家，在路边菜摊上买菜，卖菜的老奶奶在
寒风中迟缓地择菜、称菜、装菜……磨磨蹭蹭好一会
儿，我拿出手机等扫码。老奶奶恳切地说：“小伙子，阿
可以付现金啊？”

“哟，不好意思，我真没带现金，好久不带钱包
了。”

老奶奶一脸无奈、极不情愿地拿出一张脏兮兮的
印有二维码的纸。

“这不是有么！老人家，扫了码，钱到你码上，你一
样可以扫着用，很方便的！”我认真地跟她普及相关知
识，又给她看付款成功的屏显。

“小伙子，手机我没有的，这张纸是我儿媳妇给我
的，这钱你其实是付给了她，回去她要不给我，我也不
好意思问她要啊！”

我顿时语塞，无言以对。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最原
始的交易方式，延续了几千年，到了当今移动互联网
时代，变成了一手交货一手扫码。我们有幸见证了这
一历史性的变革、并享受着变革带来的便利，而我眼
前的这位老奶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互联网门槛的外
面，而且显然已很难回到原来的世界去。

回家路上，我总想着这个事，觉得有关部门应该
考虑设计并推广扫码变现服务才好。

晚上，灯下翻杂志，偶见一社科类的调研报告，比
较上海和深圳的创新能力。说上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
逊色于深圳，但是创新方面似乎没有深圳那么有锐
气。分析比较了诸多的因素，最后发现一个比较重要
的、但又似乎与创新不直接相关的差异——深圳有

“城中村”而上海没有。
城中村，鱼龙混杂，棚户遍地，治安不好，居住也

不好，历来是各个城市市政改造的首要目标。而作为
北上广深之一的深圳，发展到了今天，如何还容许城
中村触目惊心的存在，城中村又何以成为创新锐气的
一个因素？

社会学家解释道，城市居住成本历来是高的，所
谓居大不易。经济越好，城市的吸引力越大，居住的成
本就越高。年轻人刚踏上社会，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
要在北上广深这样高房价的大城市生活下来，压力山
大。有数据证明，许多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第一份工
作在特大城市，不到两三年，许多选择了逃离北上广。
留下来的，多数是父母给他们置办好了房产。而这些
孩子，衣食无虞，养尊处优，享受着大都市的繁华，生
活无压力，工作自然就少了动力。青年人都没动力，一
个城市的锐气就收敛了许多。

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可能更懂年轻人，有意将城
中村像湿地一样保留下来，让怀揣梦想的雏鹰有个落
脚起飞的地方。这里生活成本低，容许你草草安顿，容
许你慢慢成长，栖身低矮棚户的青年，遥望着高楼广
厦，无穷的憧憬和向往升华为积极向上的能量。终于
有一天，雏鹰变成了雄鹰飞向了更高远的天地，空出
来的城中村继续接纳着新一批雏鹰。如此循环往复，
城中村像是成功者的培育基地，也成了城市不断向上
向前的引擎。

社会就是个阶梯，各个层级各得其所，也激发不
断向上的正能量。最低的那级阶梯得确保让人够得
着，好让边缘人不止于出局，好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开
花的地方。

牵马女子站在草坡上
用目光挽留散入风中的过往
身后安静的白云以横卧的姿势
讲述太阳的光芒、月亮的暗香

以及青草之上那一带沉默的远山
和远山之上苍鹰那一声
深邃辽远的鹰哨的回响

躁动的青春尚未来得及安放
便在寂寞与徘徊中落英缤纷
不泯的心事如同草原上的小鸟

在带露的草尖和乍开的花朵上飞翔
所有情窦初开的夜晚
所有投向远方的目光
都在无尽的等待中
褪去了颜色和光亮

满眼期待的女子
那个深情凝望远方的女子
故事还没有开始便已结束
如同青草复又长到青草丛中

风一吹，辽阔大地上
到处青草茫茫

远方何方
黄映波/摄
李新勇/诗

他的钢铁兄弟
灯火通明的海面上
繁忙的施工现场

百余米的钢管桩在锤声中锻炼着筋骨

他打开手簿
用精密的全站仪测量并记录它的心跳

定位，调直，平衡，稳定
过程周而复始

面对质量铁律
他和它始终配合默契
它质地坚硬却内心柔软
他表面弱小却无比坚强

它的爱细小如发
他的爱美妙如画

在无数次肌肤相亲之后
他们成了铁杆兄弟

精益求精是他们共同的承诺
保证每一根桩精准无误是他们的誓言

明月清风万里
风机的“树林”向着远方伸展

黑暗的夜幕下隐蔽
但夜色无法掩饰他炽热的爱

他挥动着它
每一次都凝聚千钧之力
让钢管桩从锻打到新生
在黎明和霞色中托起风机

青春且洋溢的朝气
铿锵而圆满的呼吸

时旭

霜花
把清晨的光折叠 折叠

照向那银白的霜
似有一段蜿蜒的梦
在明与昧间彷徨

层层叠叠的画纸
羞羞答答的红妆
时光蒸发的烈酒
北国相思的汪洋

朝霞恨晚 月落低唱
别问我要去哪里
也别问我路有多长

梅蕊轻摇
假说读尽了沧桑
或许明天就有琼花

开在枝头 开在我心上
龚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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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记忆

乐在元宵
元宵节一过，民间的春节假期基本过完了。正月十

五闹元宵，一个“闹”字，点出了元宵节的精髓。元宵佳
节自古以来是热闹的，而它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印象也
正是如此。

小时，在沙地的乡下，元宵有三乐:吃汤圆，拉兔子
灯，烧荒照田财。

汤圆粉在腊月蒸糕时就已留好了，并不去施老二
磨坊兑换。不是怕老牛拉磨时把牛屎溅在粉上，也不
是惧老牛偷吃米粉时把嘴里的白沫留在磨槽里，而是
真心舍不得银玉米和红高粱的皮渣；鸡吃了生蛋，猪
吃了长肉，皮渣是乡下人的宝贝，而磨坊是不会筛给
你的，这是他的收入。所以在早先，蒸糕做汤圆的米
粉，都是乡人用小石磨自己磨出来的。

石磨支在小屋里，三个人出一身臭汗，头发衣服
上飞满白粉，演白毛女是不用再化妆的。石磨嗡嗡地
转了大半夜，银玉米粉，红高粱粉，珍稀的米粉；渣是
渣，粉是粉，雪白粉嫩，银亮莹白，红糯又香润。心里那
个甜滋滋的乐啊，甭提有多美了。

腊月的冬天厚重得像灌了铅，难得的大太阳，立
即将元宵的粉拿出去晾晒保存，绝不能让它酸了。

最好就是糖心汤圆了。赤豆，糖精，如果有红糖，
一提起就哈喇子涎八尺长。桂花盛开的秋天，细心地
摘下晒干；还有桔子皮，必须切得细细的，洒在馅里，
别说吃，看一眼就能笑上3天。

陶土粗碗一次盛4只，加一些汤水就更加滑润。
红的，银白的，莹白的，香甜飘满了一屋子。莹白的最
好，是米的，可惜太少了。我眼睛尖，一碗总能舀到一
个。那种米香和蜜甜，还没品尝就已经吞下去了。

山芋干的粉，元宵是不拿出来的。红萝卜做馅，塞
满一肚皮，不会配豆沙的。歪扫帚配跛畚箕，焦黑得像
牛屎。但味道极美，是平常节日的佳肴。迎新年的第一
次月圆，它是不够红火的。沙地人说：“蕃芋干圆子着
地滚”，赞它是乡下美食中的下里巴人，但它群众基础
好，端了一碗到处去做人，很有人缘的。

只有银红的汤圆，才能名正言顺地把元宵的满月
请到家里来做客。

乡下人希望年年有余，元宵余下的汤圆当晚晾在
竹筛子里要放几天，让它细水长流，我们也就可以牵
肠挂肚了。

两碗汤圆滑下去，其实仍然想吃，也就只能悠着点了。
其时，抬头见月兔，月兔又早东升，那个悬天的冰

轮子，早把孩子的玩魂勾到天上去了。
兔子灯有篾丝的，有芦杆的。元宵前，集市上就花

花绿绿地挑出来卖了。长耳朵，圆眼睛，喜鹊的尾巴摇
啊摇。两只老桑枝剖成的轮子，饱满的兔肚里是放红蜡
烛的，燃着了，可拉可提，比冰轮上的月兔可爱多了。

●
灯下漫笔 蒋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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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欣赏 耿艳菊

那年“照田财”
孩提时代的元宵节，我除了放鞭炮、看花灯外，还与

姐姐一起举着火把“照田财”，癫狂之乐至今历历在目。
记得正月十五那天，我一吃好早饭，就跟着姐姐开

始为晚上“照田财”做准备。先找来一捆江草、芦苇，作
为火把材料。爸爸帮助搓绳子，我与姐姐就用菜刀慢慢
地将每根2米长左右的芦苇用菜刀截成2段，然后将七
八根芦苇根头对齐，用草绳上、中、下捆扎上3箍，即为
1个火把，前后忙了1个小时，共扎成6个小捆，再给每
个火把浇上煤油，最后放入小屋，等待晚上之用。

我妈忙着做圆子、“卷团”。其中“卷团”是用来“照
田财”祭“土地公公”的供品。她在前天晚上，先将糯米
淘净，浸泡上几小时，然后沥出晾干，再到加工场磨
粉。回家后用开水搅拌搓揉打团，再做成五六公分大
小，形似哑铃的点心，蒸熟后放入筛子在屋外晾干。俗
话说，“卷团”两头大。祈祷今年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
收成。下午，我们又遴选10多根粗壮挺直的芦苇，剥
去芦壳，在它的一头插上即将吹干了的“卷团”。

傍晚时分，姐弟俩先将一头有“卷团”的10多根芦
苇，扛着一起分插到自己家前屋后的田块来祭神。当一
切准备就绪，就盼月夜快快来临——去“照田财”。

夕阳西坠，月兔东升。元宵节晚上的夜空美丽极了，
皓月当空，星光灿烂；春风浩荡，美食飘香；鞭炮声四起，
烟花燃放，孩子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此时，我常常端
着一碗馄饨站在门口，三扒二嚥地吃上几只，就丢下饭
碗去看烟火，然后才扛着火把跟姐姐去“照田财”。

来到田间，拿出火柴，点亮后举着火把，绕着田块小
跑步，口中还念念有词：“田财田财，大家发财，风调雨顺，
虫口别来。”姐弟俩沿着田间排水沟来回奔跑，常常开心得
忘乎所以，我曾几次踩空弄得个狗啃泥，还笑出了眼泪。

夜幕降临，月明星稀，夜色更浓。广阔的田野，到处
人影晃动，火光摇曳，烟雾弥漫，好似一幅美丽动人的
剪影；人们的嘻笑声、芦苇燃烧时的“辟里啪拉”声情景
交融，又似一曲祈求神灵保佑，大地丰收的农家歌谣！

“照田财”，虽说是半个世纪前流行在崇、启、海地
区的一种春节习俗，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已离我
们渐行渐远，一去不返。但忆往昔岁月，家乡充满民俗
风情的春节习俗，多姿多彩的童年趣事，她依旧多么
的令人留恋与难忘！

●
星期诗汇

远
方
远
方

沈晖

也有蝴蝶灯，八角灯，小方灯，飞机灯，一般总是
自己扎。用报纸糊了，平时攒下的花纸剪成眼睛鼻子；
香烟壳子，糖纸头，用浆糊粘上去，花里胡哨，笨倔憨
厚，也是各有特色的。

兔子灯是要在同伴中比美的，得了赞扬心里就受
用；比不过就撅着嘴，但也总是敝帚自珍，能提着亮着也
就脸上有光。二分钱一支的红蜡烛，年景好时可买两三
支，一个晚上拉着提着，足够可以红亮快乐一阵子了。

慢慢地也觉得提兔子灯是女孩子的玩法。年岁渐
长时，已比桌子长得还高了，再和扎长辫子的小花袄混
在一堆，大人会说你娘娘腔的，就像现在的网红妈宝。

当然，没有钱买鞭炮，最壮观的就是去烧荒照田
财了。

少有炫目的焰火，少见冲天的爆竹。村里徐老师
家放鞭炮，总是希望其放瞎鞭，这样可捡到更多的鞭
籽，抢到了，有引条的凑在兔子灯的蜡烛上点燃，朝人
群中扔，唬得一惊一乍的，惹一通笑骂，自然莫大欢
喜。没引条的掰开来，凑在烛上，“滋”地飞出一团烟
火，像斑蝥在喷雾，我们戏称为放擦屁虫，也是十分快
乐的玩法。

并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的，徐老师不放鞭
炮了，我们只有去照田财。只有烧荒才长长久久，源远
流长的。

老人说:元宵夜要跨7座桥，走7里路，燃7堆火，
一年可风调雨顺，身轻体健。

燃火是极不容易的。冬日的原野上，柴草和芦苇
早已收割干净了。我们沿着河边和小路到处捡芦叶
子，找棉花铃的壳，掰扯枯掉的树枝；也窜到人家柴堆
上抱起一把偷偷地乐。偶然兴趣了，也会把听蟹的芦
棚子，守田头的环洞舍拆了。那天的大人并不骂，看见
了也是笑嘻嘻的，最多是喊一声：“小兔崽子，野到爷
爷的头上来啦！”只要你不把他柴堆和茅厕点着就不
会动真格的。

火在河边燃起来了，这儿一簇，那儿一簇，照亮了
春天的天空和大地。枯树枝点着时，我们像火把一样
擎在手里，沿着河沿和田边飞跑，啊啊狂叫，哈哈大
笑。月亮在笑，星星在笑，大人远远看着我们也在笑。
狗在竹园里朝我们低吠，野猫子在田间追逐，老榆树
上的喜鹊快乐地歌唱，油菜全都拔高了一节，菜苔霎
间就绽出金色的黄花。

铁与火，自古就受男孩的崇拜，元宵夜也就铁马
金戈了。大人们喊道：“小崽子们，我家前面的那块田
还没照到呢！”我们自然也就奋勇地举着火把向前，把
角角落落都跑遍。

““照田财照田财””的习俗的习俗，，使沙地的庄稼年年五谷丰登使沙地的庄稼年年五谷丰登，，
浩然之气也就油然而生浩然之气也就油然而生；；只是八个汤圆早已消化殆尽只是八个汤圆早已消化殆尽
了了，，不得已溜进屋里不得已溜进屋里，，抓住筛子里的两个抓住筛子里的两个，，嘴里塞一嘴里塞一
个个，，手里拿一个手里拿一个，，箭一般地又窜到火光中去了箭一般地又窜到火光中去了。。

母亲在笑着骂母亲在笑着骂：“：“吃勿煞吃勿煞！”！”……也就不管她了……也就不管她了。。一一
年才这么一回年才这么一回，，又有这么好的月亮照着又有这么好的月亮照着。。

天上天上，，一轮满月挽着春天的手徐行在碧蓝的天幕上一轮满月挽着春天的手徐行在碧蓝的天幕上。。
地上地上，，火红的篝火与火把一直燃烧到深夜火红的篝火与火把一直燃烧到深夜。。

田耀东田耀东

暗香浮动春消息
阳光蹦蹦跳跳，春天说，来来，靠近我温暖你。清

晨街头，车如流水马如龙。人行道上，远远看见一个二
十来岁的女孩子背着五彩缤纷的双肩包旖旎而行，一
道亮丽的风景。恰似辛弃疾的一句词：疏影横斜，暗香
浮动，春消息。

不要以为五彩缤纷是俗气的，从黑灰色调为主的
漫漫冬日走过来，腻透了，缺的就是这一把绚丽明媚
的俗，这一抹张扬大胆的春意。不远的日子，就是大好
河山，迎春朵朵开，桃花朵朵开，只要是有泥土的地
方，就会感受到萌动和勃发，那是大自然赋予的独特
的生命暗香。

一位南边的编辑在qq签名里写到:早晨骑车行
经在林立的高楼间，下过雨的空气湿蒙蒙的，想到眼
睛看不到的地方，虫在萌，草在长，万物在生发，人类
用钢铁和水泥一层层将自己包裹起来，似乎是可见的
安全，但世界的生机和活力却多由我们看不见的事物
创造的。

闲翻空间动态时看到，停住，一个字一个字，细细
读。写得真是好，让我想到一句话:人人心中有，人人
笔下无。现实总是这样的，平常的日子里时不时会有
一些触动和感悟，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没有记录的习

惯，也就荒废了文字能力。读书或浏览网络时看到心
仪的句子，就会忍不住在心里暗暗称赞，甚至拍案叫
绝，这便是共鸣。像这位编辑写下的“虫在萌，草在长，
万物在生发”，那是属于春回大地的暗香浮动。而我们
所共鸣的那些思想是一缕缕迷人的芳香在灵魂里跳
跃欢腾，多么美！

看看日子，那天是惊蛰。惊蛰是反映自然物候现
象的一个节气，意思是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
于地下冬眠的昆虫。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黄
鹂鸣；三候鹰化为鸠。此时，雨水渐多，人间进入春耕。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万物生发，暗香浮动，自然就
是这么神奇！

而人间也非常有意思，单说女孩子最喜欢的事，
逛街买新衣，或者逛淘宝，热闹和欢喜是一样的。棉衣
还在身上，心就飞向了春天，暗香浮动着，都是春日的
好。每天看天气，温度一上升，就谋划着去心仪的地方
看新衣。春和景明，没有几件好看的衣，又如何配得上
这光阴如梦，年华似水？

谁知，卖衣者比买衣者更心急。刚想着要买春衣，
夏装就开始盛大登场了。

可见，人心是急的。春光短暂吗？一点不，它有它
的节奏，缓缓的，柔柔的。不经意间的，春意早已盎然
人间。

读到这样的诗句:你开不开花，我不计较。打马从
门前走过的人，我已把他的无语视作深情的歌谣。生
命有各自的无奈，你耐心地活着，就好。

这个世界到处暗香浮动，春天来了，花迟早会开
的，别去计较太多。一计较，就落入了世俗的圈套。像
春天一样淡定，生命无奈，却暗藏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