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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炊烟缭绕，鸟语花香，顺着潺潺的流水，
你从早晨的河边走来，嘴里依然会情不自禁
地吟诵起数千年前《诗经》中的句子：昔我往
兮，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一刻，
是什么力量让你穿越了时间的距离？

日落西山，青草葳蕤，远眺如黛的山峦，
下学路上，鸟儿在前边引路，狗儿在身后尾
随，年轻的母亲一手提着崭新的书包，一手抚
摸着心旷神怡的孩子，不一会，“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
句便飞上了云彩。那一刻，是什么力量让孩
子穿越了时间的距离？

是文化，是文化的力量。鲜花委地，美人

悲迟暮；北望故国，英雄叹夕阳。世间上的一
切，没有什么能与时间抗衡，只有文化。

用文字打败时间，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
力求追求的终极目标。即使如司马迁一样的
史学大家，之所以甘受屈辱而著《史记》，原本
也有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夙望。

这就是文化力量。文化像一条河流，载
着古人，也载着你我，我们在文化的河流上相
遇。文化可以穿越时间，可以复活古人的音
容笑貌而来到你的面前，与你轻言细语，与你
把盏言欢，与你看尽世间繁华。

文化不仅能穿越时间的距离，文化也能
穿越空间的距离。

斐济和新西兰都属于大洋洲国家，与我
们都远隔重洋，言语不通，风俗各异，肤色也
不相同。前不久，我们组团去进行了一次交

流演出，日常沟通中，我们双方即使加上手势
也难以猜到彼此想要表达的一个大概。可当
幕布拉开，音乐响起，一个个节目在舞台上渐
次呈现，彼此间的距离却瞬间荡然无
存。从斐济的苏瓦到楠迪，从新西兰
的下哈到惠灵顿；从官员到市民，
从成人到学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一览无余的笑颜。尤其是川
剧的绝活《变脸》和中国魔术《变
草》的表演，精彩之处，有时是鸦雀
无声，有时却又掌声雷动。虽然他们
无论如何也无法猜出表演者的诀窍，他
们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像一艘船，不
同国度的人们在这艘船上相识相交，情感在
这里沟通，心灵在这里交融，执手相看，举杯

邀月，不经意间就会有开怀大笑的时刻。
文化消弭了时间，文化也抹平了距离。当

斐济人竖起拇指称我们“兄弟伙”时，当每到一
处满耳都是“乌拉”的问好声时，当异国

他乡的人们也学着使用筷子时，当“梁
祝”和“茉莉花”的旋律在大厅绕梁不
绝时，我的内心起伏着，从未有过的
自信像潮水一样涌动着，像一串串
火苗在眼前舞动，在胸前滚动，在头
上跃动，闪现灵光。我深切地知道，

只有文化才能穿越时空的距离，只有文
化才是走进对方心灵的正确途径。
梅万林，笔名陵江舟，重庆市作协会员，

出版有散文集《花开的声音》，文化专著《巴楚
茶马古道上的罗田古镇》（合著）。现供职于
重庆市万州区文化旅游委

一

丫头，老了。
靠着一把木椅，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对

着远山的方向。
身旁有猫，有狗，还有顺着竹竿攀爬的

丝瓜藤，绿色的藤架上，几多黄色的小花。
丫头的头发花白，不见了曾经乌黑的

辫子，也不见了曾经圆圆的酒窝。当然，丫
头也不能叫做丫头了，已经变成老太太，就
跟小伙儿一样，已经成为了老头儿。

还是叫做丫头吧，在几千年的宁厂面
前，丫头，永远是丫头。

子女都已经搬迁到县城居住，老伴也
已经去世多年，就葬在对面的山腰。丫头
只愿住在古镇上，每天坐在曾经和爷爷一
起经营过的饭店门口，看着木板上的蜘蛛
挂着丝线，一甩一甩。

丝线若隐若现，亦断亦连。
就跟这宁厂的历史一样，看似千丝万

缕，却始终脉络清晰。
也如这纵横交错的盐道一样，看似断

瓦残垣，却始终紧密联系。
宁厂，看透一切，无需被证明，无需被

拔高。
历尽沧桑，依旧平淡。
听风，听水，听晴，听雨，听四季更替。
看喜，看悲，看古，看今，看世事无常。
山，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水，流了又来，来了又流。
盐，维持了人类的生存。盐道，丰富了

生命的内涵。
断了的墙，塌了的楼，破了的瓦，还有

孤独地横在码头的木舟，都能唤起后来人
的联想和感叹。

渐渐地，墙上长满了青藤，楼下变成了
废墟，瓦片中布满了灰尘，拴舟的木头腐朽
后被水冲走，空洞的石孔里全是青苔。

宁厂，以另外一种姿势重新站立。
这种站立，在世俗的眼光里有些惨不

忍睹，却给人一种沉稳和厚重，这是时间的
积累，是历经沧桑后的淡定。

这种站立，用废墟的姿势，是不哭不笑
的从容，是不悲不喜的安详。

几千年的繁华，促成了现在的宁厂；一

瞬间的崩塌，同样促成了现在的宁厂。
注定，现代人的身上会沾染上宁厂情结。
这与祖辈是否在宁厂居住无关，与是

不是宁厂居民无关，与是否到过宁厂无关；
只要听过白鹿引泉的传说，只要看过宁厂
沧桑的照片，只要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只
要吃过涩涩的白盐，这种情结，就扎根在了
骨子深处。

这就是巫文化作为母体文化的伟大之
处，文化的表象虽然淡去，但却在血脉和灵
魂之中沉淀得更加厚重。

从巫咸到屈原，从刘禹锡到苏轼，从历
代盐官到万千民众，从物质到精神，一直被
传承。

于是，断瓦残垣的废墟成为伤感的圣
地；远古神秘的文化成为精神的寄托。

这种伤感和寄托更应该被归纳为一种
乡土情结。

乡愁，都是在失去之后的一种追忆。
就如那山那水，那虫那鸟，那草那木，

那星那月，那寒那暑，都溶化为童年生活的
血肉，不可分割。这个童年，不仅仅是某个
人的童年，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童年，祖祖
辈辈都植根在这片土地，远去的故事，已经
在幼小的心坎里生根发芽。

现代化城市进程飞速地吞噬着乡村，
以致仅有的乡愁记忆都变得奢侈。

而宁厂，用断瓦残垣，用荆棘藤蔓，承
担了这种职责：记住乡愁。

这更是文化的职责。
只有记得住乡愁，才懂得敬畏和感恩，

对历史，对自然，对未来，都应如此。宁厂
情结，即乡土情结。

于是宁厂的倒下，成为另一种崛起。
但宁厂自己是不懂得诉说的，不讲自

己的历史，不讲自己的沧桑，任风霜雨雪，

任流水潺潺，几千年来看透了繁华，也看透
了落寞。

只有悠闲的老人，点烟泡茶，檐下闲
坐，看一只狗追逐飞舞的蝶，看一只猫扑水
中的月。

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一坐就是整个春夏。
几根瓜藤，开出淡黄的花。
常有游者，从七里半边街的这头走向

那头，听远古的传说，叹现实的残酷；然后
是无休止的讨论，或说保持宁厂破旧的本
真是一种追忆和感怀，或说再利用再开发
是一种展示和希望。

关于古镇的保护与利用，留给后人是
永没有标准答案的研究课题。

从周庄到乌镇，到全国各地形形色色、风
情各异的古镇，都在现代文明的强大作用下
变得千篇一律，旅游经济的高速发展让现代
商业繁华在各个古镇上得到了完美展示。

文化学者跺足搓手，经济人士暗暗窃
喜，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理由。

宁厂，正在等待，也只能等待。
保护也好，利用也罢，历史文化，总是

要为现实发展服务的。
当互联网时代众多学者在为古镇保护

开发的理念争论得热闹非凡时，我再次翻
开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再
读《废墟》，或许对于宁厂古镇的保护、开发
这一话题有另外的理解。

抄录一段余先生的句子吧。
……
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

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
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
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
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
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

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
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
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
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
余先生说，“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

存”，“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
是的，关于宁厂，留存与修缮，都值得

细细斟酌。
余先生还说，“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

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交给宁厂吧，也留给宁厂吧。
墙，还没有断完；瓦，只是沾满了尘埃。
关键是，那泉盐水，冒着热气，源源不断。
在已经被当做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重新修

复的盐泉前，曾经的丫头这日莫名惆怅，独自
踱来踱去，龙池中升起的雾气随风而动。

几辆外地牌照的轿车停在了盐泉前。
来人还搬出了香炉，焚香叩首，个个凝重。
有位老人，脚步已经颤颤巍巍，拉着自

己六七岁的孙女，哄她舔了舔那冒着热气
的盐水。小女孩被咸得满口唾沫，看着孙
女的窘相，爷爷却高兴地大笑起来。

这是曾经的小伙儿，他看见了站在旁
边的丫头，丫头也看见了小伙儿。

但小伙儿已经不是曾经的小伙儿，丫
头也不是曾经的丫头，唯一相同的是，都头
发花白。

他们已经互相认不出对方了。
相逢和错过，熟悉和陌生，都在时间的

流逝中不断变化。
小孙女儿和几个小伙伴好奇地捧起盐

水互相洒向对方，盐水一直湿润了他们的
眼睛，面庞，乃至整个身体。

玩累了，小伙儿把孙女儿拉到分卤板前，
给她讲那些很久不被人讲起的故事，故事里
有猎人追逐白鹿，也有巫咸治病救人，还有盐
民的笑，盐民的泪，有酸与甜，苦与咸……

丫头在远处看着他们，仔细地听着。
听着听着，丫头发现，小女孩的身体已

经变得通透起来，她慢慢地，已经融入了宁
厂。

唐文龙，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新华
社签约摄影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
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报告文学集《小人
物讲大道理》，长篇文化散文《巫盐天下》

穿越时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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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三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最佳单项奖评
选活动圆满结束。活动主办方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结
果也新鲜出炉，其中五大奖项之一的“最佳就业带动力”被
敏兴农林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赛项目——水果玉米产业发展
项目收入囊中。

敏兴农林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林胜龙在采访中告诉记
者，公司与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合作选育的杂交糯玉米新品
种——“林黑糯690”日前已通过国家审定并公告。据悉，
目前重庆市拥有这项成果的只有3家企业，分别是科光种
业、农投集团和敏兴公司。“仅这一个品种的研发费用就花
费了近180万元。”林胜龙向记者介绍。据记者走访市场了
解，跟普通玉米相比，黑糯玉米中花青素含量很高，而且价
格是普通玉米的3倍以上。

林胜龙是福建省福清市人大代表，为践行乡村振兴，从
福建来到重庆酉阳，投入到“精准扶贫”助农增收的行列当

中， 带着“扎根绿水青山、奉献安全食品”的企业使命，在全
县发展了3万多亩水果玉米，带动10000多户农户，20000
多人参与，采用订单农业（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免费为
建卡贫困户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产品全部回收，主要销往
海外市场、福建、香港、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

随着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林胜龙制订了符合当地特点和
市场需求的一系列生产标准，建立了自己的营销队伍，并选
定鲜食玉米产业作为企业发展的主导产业，制订了中长期发
展规划和战略目标。公司现有用工人数352人，种植基地用
工人数1263人（其中：建卡贫困户213人，残疾人员25

人）。作为酉阳县委、县政府重点扶贫产业，鲜食玉米产业不
但生产期短、见效快，而且技术容易掌握、经济效益高，已经
成为农户脱贫增收的重要产业之一。而且水果玉米秸秆是
牛、羊最好的青贮饲料，对当地的山地土地利用，畜牧养殖产
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为推动绿色循环农业发展做出典范。

2019年，敏兴农业资产总额为1.3亿元，预计实现销售
收入1.35亿元，享受重庆市酉阳县国家税务局自产自销农
产品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企业经营状况稳定良好。并与农
户签订订单种植31180亩，回收购产品46500吨，共计6510
万元。带动当地种植农户12630户，带动就业22350人。

正如林胜龙所说，为了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大家为
乡村振兴一起努力。如今的酉阳县敏兴农林有限责任公司，已
经是一家专注于鲜食玉米（水果玉米、黑糯玉米、甜糯玉米）品种
研发、技术培训、基地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全产业链
打造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黑糯690”鲜食玉米通过国家审定
绿色循环农业实现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