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始终认为这世界上最美的音乐，当属鸟儿们的
啼唱。

回望生养我的故乡，那是鸟儿们最理想的天
堂。那些青葱的竹林、葳蕤的原野、层涌的山岭、苍
莽的林涛，以及潺潺的流水，乡亲们的土墙，共同构
筑成鸟儿们的天然大舞台。各色各类的鸟儿如排
练有序的演唱团队，随着四季的轮回次第登台演
出，用最优美的啼唱倾情演奏，成为乡亲们烂熟于
心的歌谣。

在乡亲们的眼里，鸟儿们懂季节，更懂耕耘，它
们总是在不同的季节里，用不同的歌唱，替乡亲们
感知着时令，预报着年景。

布谷鸟应是故乡的报春鸟。有种布谷似乎只
与竹笋有关，因为它的啼叫类似于“笋子嘟嘟”几个
汉字的发音。也许是几阵儿暖风之后，或许某天太
阳变暖之时，群山之间突然传来了这种鸟的叫声，
声音特别低沉，却很浑厚。当满山里都响起“笋子
嘟嘟”，不几日，空中准会响起春雷，并在几阵春雨
的间隙，屋前屋后的竹林里真就钻出了牛角尖似的
竹笋，在这种鸟儿急切如母亲般的呼唤声里，探头
探脑地四处张望。

到了阳春三月，乡亲们在田地里忙活着，有一
种鸟儿便大声啼叫着：“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而此
时，田野里的麦子真的变黄了，涨满春水的稻田里
急需插秧。之后便是一种被乡亲们称之为“苞谷
雀”的鸟儿，这种鸟儿在乡亲们撒播玉米时，会在离
乡亲们劳作不远的地方大声地呼唤：“好苞谷，好苞
谷！”不管你信不信，它们的叫声就是这几个汉字的
发音。若然到了秋季，这种鸟儿的啼叫变得非常急
促而热烈，往往会一口气啼叫十数声“好苞谷”，像

是替乡亲们鉴定玉米
的收成，然后发出赞
许，并急切地向乡亲
们报喜，连连宣称今
年丰收了“好苞谷”。
在它声声啼唱里，乡
亲们满怀丰收的喜
悦，情不自禁地相

互道贺，说今
年“苞谷雀”叫
得勤，果然有
好年景。

在乡亲们眼里，每种鸟啼都有着独特的寓意，
它们的歌谣似乎都可以用人类的语言给予翻译，往
往还会附带着一段动人的传说。自记事起，我就听
乡亲们讲述过无数种鸟的故事，这些鸟儿在传说中
都是人类的化身，他们或因为泣血的爱情，或因为
不堪压迫，或因为饱受冤屈，总之遭受了不幸而化
身为鸟，在声声啼唱中呼唤着幸福，追逐着向往。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阳雀的故事，说阳雀原是一女
子，丈夫名李贵阳，被秦始皇抓去修长城累死，这女
子悲痛不已，便化身为雀儿四处呼唤丈夫。不管白
天黑夜，无论风吹雨打，阳雀的叫声从不停歇，其啼
叫悠扬、急切、深情，只要你听过它的啼叫，你就会
承认它的确是在呼唤“李贵阳”。有许多大妈大嫂
或小媳妇，会在阳雀的呼唤中黯然神伤，遇到伤心
之时，还会被阳雀的呼唤感染得泪流满面。阳雀声
声，已然成为深山中最深情的啼唱。

这些小小的鸟儿在乡亲们眼中不是飞鸟，它们
是乡亲们朝昔相伴的音乐家，那么痴情执着，又那
么善解人意。

记忆中家门前的梧桐树上，有个大如筛盘的
喜鹊窝，成为奶奶的最爱。每逢喜鹊喳喳地叫个
不停，奶奶准会蹒跚着步子来到屋檐下，揉揉眼
睛，使劲儿地向着对面的山梁上张望，莫不是哪个
客人要来了？或者有其它什么好事？家里的六姑
已满十八岁了，该有人来说媒了。奶奶固执地认
为，六个姑姑出嫁，多亏屋前的喜鹊报喜，连我这
个孙孙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是喜鹊的功
劳。总之是悲是喜，奶奶总是要看看屋前的喜鹊
窝，听听喜鹊的意见，在喜鹊急促而快乐地啼声
里，属于奶奶的岁月悄然流逝，却时时充满喜气和
希望。

各种鸟儿已融入了山里人的生命，什么时节会
有什么鸟，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啼音，鸟儿和乡亲
们似乎有了永久的约定，离开鸟儿们的欢歌，乡亲
们就会怅然若失，无所适从。我更是如此，我曾在
深山里，与鸟儿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那
一只只飞鸟，快乐、勤奋、纯净，在所属的天空里，随
着四季的变幻演奏着欢快的生命之歌。如今远离
了百鸟啼唱的故乡，身居闹市，时有飞鸟囚笼之感，
即便偶尔发出一声长鸣，也是“始知锁向金笼听，不
及林间自在啼”。

（作者单位：重庆开州区开州新闻社）

鸟语如歌
游刚

从中国到达英国考文垂，已是深夜。次日，从这个
汽车古城，我们一家三口自驾，去陌生的城市卡莱尔。

千里迢迢，只为赶去见一个陌生人。他叫束明，是
我认识十年，从未见面的博客好友。路上，我想像着束
明的样子。他的文字明快，倔强。字如其人，他也许是
个不太随和的倔人。

初次读他的文字，感动于他对家乡和老母亲的思
念，我成为第一个评论者。后来我们相互评论博客。儿
子刚到英国读书时，束明邀请去他家玩。他带儿子到英
国朋友家中做客，参观朋友自己改装制造的汽车，跟喜
欢汽车工程的英国青年交流。

束明以兄长的名义多次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孩子
读书是个缘分，成就了卡莱尔之旅。

束明在家门口等待，见面后他迎我们进屋。他语速快，
步子快，笑声爽朗，笑容温暖，并非我想像的那样倔强。如等
候久别亲人到来，初见如故，他笑个不停，彼此毫无陌生感。

他的住房刚购置，是普通两层民居，单门独院。装
修简约实用，家具简单清爽。楼下客厅兼饭厅，约二十
多平方。客厅正墙挂一只圆形时钟，古色古香。厨房在
底楼右侧，卧室和书房在楼上。

他从书房翻出房产档案，饶有兴致介绍房屋情况。
这幢看似普通的住房，居然有四百多年历史。他说这里
的房子都有这么长的历史，他们觉得平常，并没有住古
屋的感觉。土黄色的外墙砖，房屋保存完好。他是第四
代房主，档案记载着每任房主修缮维修情况。

束明大哥招待我们的方式温暖，传统又西式。家用
午餐，他亲自下厨。我欲帮厨，他不肯，将我从厨房推出
来，把门关上，独自在里面忙活。

大哥精通医道，喜好吃鱼。一个多小时，便将拿手好菜
端上桌，有火鸡烧芽菜，凉拌鸭子，什锦炸鱼，酱汁鳟鱼。他
在上海长大，做菜明显具有海派风味，带甜。因我们来自重
庆，将菜品加入芽菜，辣椒，让我们享用川菜味道。

菜端上桌，束明大哥神秘地告诉我，他还邀请一对白人
情侣与我们共进午餐。因语言不通，我感到有些别扭。还
好，借助儿子和束明大哥翻译，我们之间能简单交谈。

男士叫哈利，是工程师；女的叫朱莉，是政府公务
员。束明出生在上海中医世家，在英国行医二十余年
了。他上门为朱莉治愈多年腰痛，后来成为好朋友。因
为行医的缘故，他在当地还结交了很多白人朋友。

朱莉和哈利成为医生家的常客，使用中国筷子自然
十分娴熟。他们喜欢中国美食，夸赞医生不仅医术好，
而且厨艺精湛。

饭后互赠礼物。我送给他们折扇，印花图案为古典
文学人物故事，具有中国元素。他们颇感兴趣，反复翻
弄。折扇里那些古老的故事，无奈我言语不通，讲述不
出来，只是傻笑。

他们的礼物是饰品，印有苏格兰的风景。朱莉的妈
妈在苏格兰高地，那里风景很美，每年他们都去度假。我
邀请他们到中国游玩，哈利回答：One Day（有一天）。

儿子与哈利都学工程，哈利学路政设施，尽管专业不
同，颇有共同语言。他们侃侃而谈。儿子英语流畅，充满
青春的朝气，眼神流露出自信。忽然我觉得他长大了，变
得成熟了，不再是需要我嘱咐努力学习的小男孩了。

午饭后，束明大哥急着赶去诊所处置病人。我们同
去。因为上午接待我们，已关闭诊所半天。赶到诊所
时，七八个白人和黑人病人已等候在门口。这些老病
人，头天已预约。

他的诊所在卡莱尔闹市中心商场旁边，离住所步行
七八分钟。他迅速穿上工作服，为病患诊治。

诊所大约十多平方米，诊室与中药室用布帘隔开，
诊室相对私密，里面各摆放一张诊断桌和治疗床。中药
被研磨成粉末，盛装在透明玻璃瓶里，服药无需熬制。

在卡莱尔这个宁静的小城，街上行人稀少，一个中
国人在此开中医诊所，实属一道风景。

朱莉对束明医生感激不已。她的国家是现代科技
发祥地，医学发达程度世界领先，对她的病却爱莫能
助。英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她通过别人介绍，她自费
找束明中医治疗。束明医生上门为朱莉治疗，想不到效
果果然神奇。

诊所不断有患者来求医。他深受爱戴，远近小有名气。
束明大哥在英国二十余年，曾辗转多个城市，最终

在卡莱尔定居。这个海边小城市人口不多，中国人更
少。因为束明，他们喜欢上了中医。

朱莉和哈利从他那里逐渐了解中医，热爱中国文
化。他们喜欢读他通过自然现象解说的中医理论，道理
浅显易懂，让人耳目一新。喜欢读他讲的小故事和中医
科普，说理深入浅出。

他们觉得中医很神奇。一把菜，一个水果，打个喷
嚏，里面都有中医的学问。束明医生讲有人打喷嚏时，
可能会尿裤，中医籍此产生了“提壶揭盖”的治法。朱莉
说这太不可思议。

哈利想不到英国常见的野韭菜，早春二月开始出
土，生长，同步开花，花开以后土地里弥漫浓烈的气味，
能提振人的阳气。束明医生告诉他们，这源于《药性赋》
记载的：韭子壮阳而医白浊。

束明带着研究成果参加英国皇家医学会并发言。
哈利说他牛。

离开的时候，他目送我们。我竖起大拇指。他哈哈
哈大笑。魔性的笑声，充满自信和骄傲。他锲而不舍，
执念中医和中国文化，无论走向何方，他都守住自己的
根和魂，守住这门发源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古老医学。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医院）

卡莱尔的束明大哥
王福梅

已是将冬未冬、秋尽未尽之际。深秋的高阳徒有灿烂的金黄，没了灼人的热
力。一切都显得静穆而萧索。

湿地公园里的一大片荷塘已经颓败，夏日里的蓬勃盛景、喧嚣欢歌早已消失不
见。仿佛一个失了火的舞台，烧去了欣欣向荣的一切，人去台空，闭门歇户。而今，消
退的水面徒留一枝枝倾折的荷杆，一张张枯萎的荷叶，一杆杆褐黄的莲蓬，连水都萧
条枯瘦，甚至连水面都没有半点微澜……正所谓：香消绿褪满湖残，而今枯瘦哪堪看。

残荷倒映水中，一切都正好对影，这幅画面蓦地又生动起来。
仿佛一位高明的摄影家正好把镜头对准了眼前的荷塘，并且让水面成为画

面的中分线，水上与水下的世界立刻两两相对，弯曲的有了回环，倾折的成了三
角，低垂了有了对影，颓败的有了呼应……偌大的水面成了巨幅宣纸，那些颓
败的叶子成了面、倾斜的枝干成了线、低垂的莲蓬成了点——一幅面线点结
合的凄美画幅显得缜密精巧。那些残缺的荷叶真是参差多态，有的被虫蛀
了似地呈网状，有的似乎被莫名巧手截去了半张，有的边缘破烂随风摇曳，

有的则完全收拢没了精神。
叫人疑惑的是，夏日里的欲滴翠色不知什么时候被大自然的那双大手挤得一

滴不剩，全都蔫黄一片。那些倾斜的枝干高低错落、斜度不一，有的颓然曲折、点
头触水，有的歪歪斜斜、你挨我挤，有的弯曲如虹、圆拱似桥。尽管枝干多而杂
乱，但是一曲一折遒劲有力，反而又生出些国画的风骨境界，叫人惊叹。偶尔

斜弋的一枝枝莲蓬也失了水分，在半空里耷拉着脑袋，颓靡着身子。它们的脑
袋在水面倒映出一团巨大的墨色，浓得化不开去。无论是枝叶还是莲蓬，全都清
一色的褐黄，清一色的枯蔫，投影在水中，又是清一色的黑褐，清一色的浓郁。
它们在偌大的白色背景中任意造型，随意、简洁，反而成就了一幅天然去雕饰
的绝妙国画。这幅国画，乱中有序、杂中带巧，将勾、皴、染、点、擦等技法都运
用得恰到好处，而且主题集中、留白大胆，简直妙不可言！

荷是夏日里盛放的花朵，随着时间而逐渐浓密茂盛，彼时的它们是多
么神采奕奕、艳照群芳。“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写的是青春的
荷；“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写的是委婉的荷；“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写
的是娉婷的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的是大气的荷。夏日的
荷，开得是何等没心没肺，何等你侬我侬！

但时间是一切花朵起承转合的理由。时间的指针一旦指向秋季，荷便迅
速随着时间枯黄萎靡，丝毫没有半点犹疑和顾虑。该浓墨重彩的时候就浓墨重
彩，该退出舞台就退出舞台。荷们确切而鲜明地听从着时间的指令。

忽然，空中有雨点飘落。四周的竹叶、灌木、高树、矮木都发出沙沙清响，细弱而
清晰。眼神被四周的植物吸引了去——它们中有的叶片枯了黄了，有的枝干断了萎
了，但仍旧留有大片的绿色、大朵的绿意，似乎还在痴痴留恋着夏日的余温、夏日的生
机。扫视了一圈，发现唯有残荷全身心都枯黄了，兀自在细雨中颤抖着。那些倾斜着
身子的，似乎不堪重负一般，越发佝偻了；那些折断了荷杆的，好像被拍打得越发摇
摇欲坠了；那些漂浮在水面的，仿佛被一只温柔的大手按了按，身子越发渺小了；那
些刚才还瞧见在水面露个顶的，现在已经瞧不见了。微雨如丝，细细抚摸着残荷，
轻轻敲打着残荷，也似乎在温柔地抚慰着残荷。

也只有残荷如此决绝了！它先于其他的花儿枯萎，先于其他的草木进
入人生的秋冬季。它穷尽全身、竭尽一生，第一时间跳入时间劈头盖脸而来
的指令鸿沟，没有胆怯，没有退后，没有留余地。在这冷得并不明显的深秋，
残荷枯蔫了全身心，率先离去。这真是一种坚强而孤勇的花朵。

“留得残荷听雨声。”“雨声滴碎荷声。”雨中赏残荷，别有一番风味。秋风秋
雨愁煞人，残荷自被雨打风吹去。时间不待人，太需要果敢向前走。这一刻，我
领悟了残荷。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残荷
万承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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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钢，诗人，
重庆作家协会荣
誉副主席。

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后期开始
发表作品，代表
作有组诗《蓝水
兵》《东方之月》
等 。 出 版 有 诗
歌、散文、漫画等
著作多部，作品
被 译 成 多 国 文
字。曾获第二届
全 国 优 秀 新 诗
（诗集）奖，以及
数十项文学奖。
此外，并有作品
由 央 视 拍 摄 成

《电视诗歌散文》
多部，连续四届
获全国电视星光
奖，两度当选“中
国当代十大中青
年诗人”。

新近出版诗
集《蓝水兵》（西
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散文集《时
间升起》（重庆出
版集团）。

去年夏天，我应邀参观了市内一条路线，从中四
路到李子坝，再上三层马路到二厂；起于曾家岩，止于
鹅岭。

我是跟一伙文化人一块儿去的，大家一下子就被
《环球人文地理》杂志的李总组织了起来。李总是个
看上去要比真实年龄显大的年轻人，我们表面上叫他
李总，实际上他也是李总。我个人意见老总长得太嫩
反而不好，容易被人当成副总。

记得那天下雨，我们就成为一支打伞的队伍。途
中随时有人加入，也随时有人离开，我们的队伍就以
这种来去自由的风格走完全程。

我作了一些手记，依次罗列于下。

曾家岩五十号

此地我有很多年没来了，真是不应该。这座楼值
得长期研究，当年住在这里的那些人都做了哪些事，
是能够写成许多部书的。

我想起在这儿住过的董老，曾经写过一首“三打
维支”的诗，就挂在他当年的卧室里，正准备去看时，
何房子冒了出来。

何房子不知为何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讲起周公的
往事，从巴黎到莫斯科，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再到延安
和重庆这座楼……有见解，有跨度，有分析，有点评。
他简直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拾遗钩沉，不容插嘴；

口齿略微含混，基本上可以听清，挺好的。用罢午饭
他即告辞离去，消失在茫茫烟雨中。

事后我想起何房子那天的行为，他像是一大早就
从某集团决策层的岗位上溜掉，专门跑到曾家岩五十
号来当业余解说员的。我特别欣赏他那夹带着黄冈
口音的重庆话，其优势在于叙述老一辈革命家事迹
时，历史感很强。不足之处是他只会站在原地讲解，
缺乏专业解说员那种边走边聊的基本功，使我始终无
法去看看董老的“三打维支”诗。

“三打维支”是从前一个英语词的音译，现在一律
译作“三明治”。

中四路

从周公馆往下走一点儿，戴笠那座楼旁原先有个
茶室，我在里面喝过一回茶的。现已不是茶室了。

我们一行被带进去参观，才发现这并非一座平
房，而是一幢高楼的顶层，往下坐电梯可达滨江路。
楼内都是一些企业的职场，有的房间空着，有的满
了。好像听说这里是电创园，正在草创阶段，但我一
直稀里糊涂的，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我弄不弄清楚无所谓，这座大楼肯定很重要的，
不然人家让我们来参观什么。

再往下走一阵，经过桂园之后，路旁有一处建筑
是一个休闲组合，有书屋，有咖啡厅，也有店铺；很精
致，很小资。咖啡厅的张老板与我相熟，去年某日我
曾在此吃过一次便餐，感觉很舒适，有点儿老上海或

者老重庆的意思。
但是这一次我是被人弄到里面作访谈。我从未

在这种场合对着摄像机讲话，有种被现场取证的感
觉。我尤其受不了的是旁边顾客的目光和咀嚼声，以
及咖啡的香味，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说了些什么。

其间张老板闻讯匆匆赶来，这次我们只能默默握
一握手，互相递了个眼神，像地下党在接头。

抗战遗址公园

李子坝正街边上的这个公园是个建筑群，由各种
公馆、国民参议院等老房子组成，有原来的，也有原样
迁来的。

这个公园地方不大，游人很少，有餐饮也有酒吧，面
向嘉陵江。我觉得如果一人来此，用这些房子作背景，夕
照之下临江而立，便可以使劲“把阑干拍遍”，然后再
生发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感。下次我来试试。

其实此前我已来过两次。过节无处去时来过一
次，之后参加新浪的评审活动又来过一次。新浪那次
面前摆满各式点心，是楼上一家西餐厅的外国厨师做
的，比较讲究。边吃西点边评作品，也是别开生面。
我因不怕甜食，多多益善，所以每样都尝了些，很好
吃。心想这家西餐厅应该不错，上去一看果然不错。

四川美协旧址也在这里。楼前立着晏济元的塑
像，模样像济公。我认为最牛的还是基座上那一行阿
拉伯数字：1900——2010。

几座公馆中，刘湘公馆最气派，楼旁还设有暗堡

什么的，可见当年威风。我也曾去过刘湘墓，在成都
武侯祠后面，这就没几个人知道了。

我感兴趣的还是李根固公馆，因为里面曾经住过
王近山。王近山这个名字早已陌生，现在的人一般只
知道《亮剑》里的李云龙，哪知李云龙就是用王近山P
出来的，而且P得还不够完整，P漏掉的那部分更精
彩。王近山是我军名将，绰号“王疯子”，打仗不要
命。他手下的一串干将说出来吓死宝宝，有李德生、
尤太忠等，打仗都不要命。

1950年初王近山住在这里，兼任重庆警备司
令。原主人李根固也是司令，国民党的警备司令，川
军名将。李司令的房子王司令来住，那是自然而然
的。如今公馆走廊上还挂着王近山的一张照片，确实
相貌英武，湖北人的模样。只是我遍寻不见李根固的
照片，似有不妥，应该找来挂上。

李司令和王司令都没想到，他们的居所底厅已开
成一家酒吧，来此消费的客人也没怎么想起他们。这
大概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思吧。

三层马路

这条马路层层相叠，上达鹅岭，下通李子坝，是十
分典型的重庆老式马路。

路上有两家馆子比较有名，一家是卖乌鱼的，另一
家叫“茶泡饭”。真是不好意思，两家馆子我都吃过。

我们这次吃的是“茶泡饭”，但是并没有吃到茶泡
饭，问过店家也说没有。那么这种伙食可算是名存实
亡了，名字留着当招牌，成为怀旧的符号。何房子就
是在这家馆子里突然宣布脱离队伍的，午饭后只身离
去，很决绝的样子。幸亏我们这支队伍不是红军。

史迪威将军故居就在这条马路的下段，保存完
好。我对这位将军的生平还算比较了解，只是一时难
以梳理，解说员又跑掉了。大概的印象中，他作风硬
朗急躁，性格尖刻偏执，在中国战区指挥卖力，有重大

贡献，也吃过些败仗，跟蒋介石闹得很僵，总体上来说
是个很干燥的人。

由于我们只在故居门口站了一小会儿，没有进
去，因此我对史将军的看法，也就暂时停留在“跟蒋介
石闹得很僵”这一层面上。

纪念“飞虎将军”陈纳德的“飞虎展览馆”也坐落
在这条马路，距史将军不远。事实上，这一带曾是二
战时期的使馆区。

陈纳德在二战时期的中国，曾是家喻户晓的传奇
人物。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是男人的血性和无畏，而更
多的人看到他娶了小他三十岁的陈香梅做老婆。这
没办法，毕竟我跟那些人三观不同。

我记得以前读《侍卫官札记》，书中把陈纳德称作“飞
猫将军”，不知道作者出于什么心态。可能觉得陈纳德是
美国人，又在帮助蒋介石抗战，而美蒋是一伙的，所以必
须恶搞他。真是浅薄无聊！又岂止他一人浅薄无聊！

现在历史还原，所有人都知道陈纳德是英雄，飞虎
队是空中猛士，值得中国人永远尊重。这段历史似乎
渐远又不算太远，陈香梅晚年多次来中国。《侍卫官札
记》今已不大看见了。

这个纪念馆让人兴奋。忽然有谁发现我跟陈纳
德轮廓相似，就叫我站在塑像前让大家拍照。其实我
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不吭声而已。邱正伦拍的那几张
看上去一般，他的技术肯定过关，问题出在了手机档
次上。吴向阳拍得要好些。吴向阳一路上举着手机
到处拍，自己偶尔也充当被摄物；他希望有朝一日能
够拍出惊世名作来。这是应该支持鼓励的。指不定
哪天只听得“吭哧”一声，他就成功了。

我们看见展柜里有一瓶二战时期的可口可乐，外面
用精美的瓶状铁盒包装着，要打开来才能取饮。这件藏
品让我长见识了。那是战乱的年代，也是有品质的年代。

离开时，我才知道纪念馆是民间性质的，由此对
馆主代老板产生了敬意。代老板还开了一家火锅店，
就叫“飞虎火锅”，有点儿意思。

二厂

二厂坐落在鹅岭，是个老厂，全称叫重庆印制二
厂。它最辉煌的一笔历史业务，是印制过上个世纪上
个朝代的钞票，已经登上印刷业的顶峰了。作为一个
搞印刷的，还有什么能比直接印钞票更牛掰的呢？

二厂搬迁后留下老旧的厂房，但是没有了灵魂。
现在这里变成文创园区，一个完全不搭界的文艺的新
灵魂住了进来。好比眼前的李总，风霜的外表下，驿
动着一颗活泼乱跳的心。

外形是老旧的，历史的，中规中矩的；内在是崭新
的，未来的，不安分守己的；一对矛盾的组合随时都在
磨擦、碰撞……这种老夫少妻的搭配，哦不，这种新旧
混搭的现象能够产生什么结果呢？我所能够想到的，
就是“创造力”“活力”这样一些东西。

目前二厂给我留下的印象，一是新鲜，二是装。
装不是一个坏词。许多新风尚最开始都有些装，但是
装久了，也就被人们普遍接受了，习以为常了。回头
看看几十年前的生活，人们反而会认为很土气，这里
的“土”，不是纯朴的意思，而是落后，不开化。所以生
活中总需要有少部分人来装，再让大部分人骂他们，
然后，学他们。

二厂很可能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参观手记
李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