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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不结果

西溪风情

石 悦

李 夏

小时候，少不更事，面对缤纷的世界，常
常异想天开。看小人书 《孙悟空大闹天宫》，
心想：如果我能七十二变，一个跟头翻越十万
八千里，我也能降妖伏魔、震惊天廷，成为齐
天大圣；听大人讲 《哪吒闹海》 的故事，暗
思：如果让我脚踏风火轮，手持乾坤圈，我也
会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搅得海水翻腾、龙宫
摇荡。
长大了，明白了一些事理，知道如果不是
想入非非，也不是无米之炊，而是一种假设和
想像。作为科学研究和分析事物的一种方法和
途径，根据事实提出假设或想像，进行相互比
较，择优选择，是工作正确开展、健康运行所
必须的，也是常见的。尤其是在对大事要事的
决策过程中，多想几个如果，多作几种假设，
多备几套方案，可以增加精准含量，减少失
误，避免曲折，此乃成事之助力。
可是，红尘滚滚，欲海滔滔，一不留神，
“如果”有些走味变调、自欺欺人，有些之乎
者也、支吾其词。我不敢对别人说三道四，却
必须对自己“吾日三省吾身”。难忘刚刚参加
工作的那个阶段，
“如果”像是对我情有独钟，如
若同我惺惺相惜，遇到具体问题，就挺身而出，
为我遮陋护短，替我鸣冤叫屈。怀才不遇的时
候，
“如果”成了聊以自慰的口头禅；千钧一发的
关头，
“如果”
变成金蝉脱壳的好借口；
寄人篱下
的日子，
“如果”成为来日方长的吉祥物；阿谀逢
迎的场合，
“如果”造就投其所好的开心果。似
乎“如果”
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一样，
吃不到天
鹅肉，就请出“如果”解馋；引不进金凤凰，就引
来“如果”消遣。在“如果”中梦幻，不知天高地
厚，只知怨天尤人，人生的足迹一度徘徊在十字
街头。
幸运的是，家父的旁敲侧击，不断萦绕耳
际。记忆犹新的是那年我去南方参观考察，回
来时同父亲谈及南方发展快，无意中说了句：
“如果我们这个城市座落在南方沿海地区就好
了。
”父亲听后微微一笑，说：“哪有那么多的
如果啊！
”饭后，父亲突然问我：“还记得三年
自然灾害的时候，你爬树挨训的事吗？”“记
得，当然记得，那是饿得没办法才爬树摘桑果
吃。
”
“是的。
”父亲也在回忆：“当时我教训你
的时候，你狡辩说如果家里让你吃饱肚子，你
小小年纪也不会冒险爬高高的树。”“嗯”，我
点点头。“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在饿极了的时
候，如果远没有一粒桑果管用。”接着，父亲
神情庄重，言语铿锵，说“如果”不是寻找借
口的挡箭牌，更不是不思进取的通行证，栽什
么树，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走不快不要怪路
不平，不发财不能埋怨祖宗。父亲的话说得我
面颊发烫，心跳加速。临了，他还加 重语
气，补了一句：“如果，不结果；人这一生，
如果多了，会酿成苦果；唯有两横一竖干，才
成正果。
”
想想也是，成长是自己的事，如果什么？
你不能改变世界，世界也不会因你而改变。让
如果耗费自己的情绪，多么地愚蠢和笨拙。心
是甜的，自然会酿蜜；志是坚的，注定能克
难。漫漫人生路，宽也好，窄也好，都是自己
走；殷殷期望值，高也罢，低也罢，还需自己
扛。灵魂接地气，奔跑的脚步才不会踉跄；心
怀正能量，前进的道路就会更宽广。
曾经沧海后，我不再热衷于强调如果，而
是坚定地相信因果。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相信人生不在于拥有好牌，而在于打好手
中的牌；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相信
矢志不渝。曙光就在前头。因为，我了悟：所
有的如果，都是水中月，镜上花，贻误人生，
阻挠进步；我懂得：那个没有发生在昨天的如
果，永远不会跳出来改变今天的境遇，更不会
结出明天的果实。
从此，我同如果分道扬镳，燃燃一新的是
撸起袖子加油干。果然，干出了精气神，干出
了新天地。由此，我也想劝劝朋友们，尽早抛
弃如果这个托词和借口，刻骨铭心地记着：如
果，不结果。

汽车驶向西溪，临近这片著名的大
湿地时，导游 叫 我 们 往 车 窗 外 面 看 ：
是站立成行亭亭如盖的香樟。导游
说，西溪湿地过去是好几个村庄，有
农户，更多的是渔户。将许多养鱼池
塘串成一串，再引来钱塘江水，变成
了灵动的西溪。
说到这里，似乎还没解释看樟树的
缘由。导游仿佛看穿了我们的心思，娓
娓道来。尽管与杭州这个大都市近在咫
尺，但西溪人家保持着古朴的独特习
俗。谁家生了女儿，则在门前植一棵樟
树，就如同绍兴人家养女儿必酿“女儿
红”一般。在父母的爱心浇灌下，幼小
的香樟树苗背负着满芯的期待，日复日
年复年的成长着。十八个春天过去了。
幼苗已长成茁壮的树木。这时，媒婆嗅
着木香登门了。
亲事一旦讲定，父母便忙碌开了。
父亲抡起雪亮的利斧，走向香樟树。他
的眼里含着泪，心头交织着喜悦和哀
愁；喜的是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就要成
家，哀的是亲手栽培了十八年的香樟树
就要倒在斧下。可是不砍不成啊，自古
传下来的规矩，这课香樟木要打成女儿
的嫁奁。妆奁内装什么呢？要装入蚕丝
被褥-这些，则需要母亲去置办了。不
过不要紧，杭州一带本是蚕桑之乡，什
么样的被褥乃至绫罗绸缎都不是稀罕之
物。总归，香樟树承载着太重的爱。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
光。
”我们登上游船，沿西溪泛舟。《红
楼梦》 中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用
在西溪女儿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
我们的船娘 （讲解员） 生得小巧玲珑，
皮肤白皙，嗓音甜润，似浸着水汪汪的
水汽。她娓娓而谈，仿佛在读一篇汪曾
祺的敬文，将我们引入画境。
你看，渠溪边生着密密麻层层的芦
苇，与之相映的是，岸上高大的柿树，
树梢长着彤红的柿子，像一盏盏小灯
笼，倒映在碧绿的水中。水面上有一
两只俗名水葫芦的那种水鸟，见有人
来急匆匆地钻入再力花丛中。这再力
花浑身翠绿，叶片肥厚，是净化水的
之物。水葫芦入花丛中，却在身后留
下一道笔直的水痕 ，好久都不消散 。
前面是一座板凳桥 ，因其形而得名 。
这样的桥，在西溪有好几座，而在别
处，则不可多见了 。“ 欸乃一声山水
绿”，船游西溪，收获的是一种悠远宁
静的心情。
岸上传来喧闹声，原来正在举办火
柿节。前面说过，西溪的溪塘岸边遍植
柿树。然而柿果成熟了，人们并不忙
着采摘，而是任它熟得透透的，自己
脱落塘溪中，喂养鱼儿。鱼儿吃了甜
美的柿果，鱼肉自是鲜嫩甜香，是做
醋鱼的绝好材料。多年以来，西溪的
渔家怀着对柿树的感恩之情，每逢金
秋柿子红了的时候，则举办“火柿
节”，人们载歌载舞，进行庆祝仪式。
激越的锣鼓敲出欢天的喜庆，好看的
舞蹈跳出遍地的欢腾。在秋日的艳阳
下，西溪的男儿以及游客们正忙于采
摘柿果，参加比赛。他们灵似猿猱攀
爬上树，轻舒长臂采摘柿果，果实与
笑脸相映霞飞。
瞧，那边有一道火红的柿子墙，是
用一串串彤红的柿子排列而成，人们在
它面前拍照，图得是“红红火火”“事
（柿） 事如意”之吉兆。空气中流动着
柿子酒一般的醇香，醉了丹桂，露出
了红颜；笑了金丝桃，绿叶勾勒出金
边；更醉了我们——来自天南海北的游
人……

晚霞消失的时候

檀强玲 摄

却话巴山夜雨时
汪兴旺
秋雨绵绵，逶迤的大巴山群峰笼
罩在蒙蒙雨雾里。
山城的夜晚来得早，引人注目的
霓虹灯组成“美丽镇坪”的图案高悬
在山上，五光十色的光影映射在县城
窄窄的街道上，映射在自西向东穿城
而过的南江河清凌凌的水面上，将雨
夜的小城装扮得朦胧而有诗意。
这是位于巴山深处、陕西最南端
的镇坪县城。从安康来此地，180 公
里车程多半是山道，由于下雨湿滑，
路面多处塌方，山体出现几处小型泥
石流，花了近五个小时，大巴车才到
达县城。本打算办完事次日返回，怎
奈秋雨不歇，滞留小城。
徒步湿漉漉的街道，南江河哗哗
的水流声在耳畔回响，市井的喧嚣隐
于淅沥的巴山夜雨里，变得若有若无
……我的思绪却在雨雾里蔓延，洇湿
在李商隐的诗境里。“君问归期未有
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
烛 ， 却 话 巴 山 夜 雨 时 。” 一 千 多 年
前，晚唐诗人李商隐羁留巴蜀，写下
这首千古诗篇。可以想见，在一个漆
黑寂静的秋雨之夜，诗人身边无一亲
朋，唯有风雨潇潇，水涨秋池，归期
难卜。落寞的情怀和对妻子深深的怀
念，滋生久别重逢的遐想，与绵绵秋
雨交织……
据知，李商隐滞留之所在巴山以
南的巴蜀，此地自古山高水远，地僻
人稀。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天”让世人望而却步，更何况雨夜滞
留，音信阻隔。我滞留在巴山北麓、
陕渝鄂接壤的镇坪，即古之秦巴、荆
巴、巴蜀交界之地。刘禹锡有诗为
证：“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
置身。”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均为
蛮荒之地。而我今逢盛世，虽冒雨
前来，滞留二日，却天壤之别！宾
馆里，液晶电视、席梦思、热水
器、互联网等设备一应俱全。纵有
万千乡愁或怀人之思，亦风淡云
轻。可不是嘛，同来的妹夫与千里
之外的家人聊得真欢。我也打开微
信视频，家中老母和妻儿如在跟
前。唠着平安，唠着巴山夜雨，唠
着小城的故事……
这个人口不足五万的镇坪县，山
高林密，生态自然极为丰富，素有
“巴山药乡”之称。离县城 30 公里的
鸡心岭，有国务院颁立的陕渝鄂两省

一市的界碑，这里有“一脚踏三
省”
、“鸡鸣听三省”之说。鸡心岭所
处的位置巧合了中国陆地版图雄鸡心
脏的位置，被誉为“自然国心”，镇
坪自然就享有“国心之县”的美誉。
高山草甸、原始森林与蓝天、白云、
碧水相依相偎，形成天然的氧吧，时
光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恍如世外桃
源。“巴山秋池”景区缘于李商隐千
古名句“巴山夜雨涨秋池”，景色甚
佳，引人入胜……镇坪以其自身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打响自然和人文融
合的旅游品牌。置身巴山的怀抱，一
种“祖国在我心中，我在祖国心中”
的“国心”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十年前的“华南虎事
件 ”， 一 度 让 这 个 巴 山 小 城 扬 名 天
下，随着这场闹剧的落幕，原本古朴
的小城刹那间蒙受阴影。毋容置疑，
这里的原生态一直保存完好，镇坪人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真心守护巴山最
后的秘境以及中国最慢的时光。纯天
然的生态和镇坪人淳朴善良的心态，
造就了大巴山令人羡慕的“长寿
村”。原生态的绿色食品，如腊肉、
乌鸡、蜂蜜、五味子、土豆、核桃等
等，尤以“镇坪腊肉”最为著名。镇
坪人说起本地的特产如数家珍。妹夫
跟当地人素有生意往来，他翘起大拇
指说：镇坪不光有丰富的纯绿色产
品，镇坪人做生意与做人一样，守信
厚道，让人钦佩！
巴山夜雨，缠缠绵绵，一如热情
好客的镇坪人，再三挽留我们品尝地
道的镇坪腊肉。妹夫饶有兴味地说：
镇坪生猪喝的就是矿泉水，吃的是百
草药，腊肉就是在柴火堆上熏出来的
纯天然绿色食品……我夹一块香喷喷
的 “ 砧 板 肉 ”， 大 快 朵 颐 ， 肥 而 不
腻，心想，真正的人间烟火味莫过如
是！难怪有人说，最留得住胃口的是
镇坪……
下了两天两夜的雨终于停了，打
开窗户，一股清新甜润的空气沁入
心脾。我们背上行李出发了。此
时，朝阳爬上县城东面的山岫，金
色的阳光漫天抖落。白云在山腰间
绕来绕去，或追逐，或嬉戏。雨过
天晴的大巴山愈发苍翠，南江河泛起
粼粼的波光……
镇坪，如同一位妙龄少女，揭开
她神秘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