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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耕的故乡，种田无疑是
最重要的农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初分田到户之前，我的故乡与一江上
下的上羊乌、下羊乌、土方头、油市塘、
朽木溪、臼林同属于羊乌大队，这之
中，我们村与上羊乌村是两个大的自
然村，其余的都是小村。按照全大队统
一的排序，我们村分成四个生产队，分
别叫五队、六队、七队和八队，我家在
五队。在我童年时期，生产队已种植双
季稻，春种一季早稻，秋种一季晚稻。
只是所种的还多是常规水稻，产量也
并不很高，每个生产队一年稻田的产
出，在上交公粮之后，分给各家的稻
谷，尚不能解决乡人的温饱问题。

种田自然是辛苦的，杀叶积肥，犁
田耙田，种秧莳田，管水治虫，乃至割
禾晒谷，每一道农活，都需要付出无数
的汗水。尤其是盛夏抢收早稻、抢插晚
稻的“双抢”季节，烈日炎炎，劳动强度
巨大，甚为辛劳。我也从小就参加农田
里力所能及的劳动，在父母、姐姐和乡
人的身体力行之下，耳濡目染学会了
一些简单的农耕技能，培养了吃苦耐
劳的精神。那个年代，乡村没有闲田，
每一处能栽种的稻田，都要种上水稻。
一年中，当江流两岸的稻田里，碧绿的
禾苗渐渐变成金黄的稻浪，绵延着，从
一个村庄扩展到另一个村庄，直到模
糊的远山和远村，那真是令人喜悦的
景象。分田到户的早期，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得到激发，加上杂交水稻的广泛
种植，农药、化肥的使用，粮食产量显
著提高，成就了多年的丰收盛况，也彻
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乡村的温饱大事。

作土也是一项日常的农事。故乡
的园土，散落在江两岸的山脚或山窝，
曾有多年，红薯和小麦，是两种最主要
的旱土作物，它们是除水稻之外的重
要粮食。分田到户后，随着水稻的增产
增收，小麦渐渐无人种植。红薯的种植
依旧在延续，只是它那曾经担负着故
乡人家“半年粮”的使命已然不再，成
了酿造红薯烧酒的原料，此外加工红
薯干、红薯粉，总之慢慢成了乡人日常
饮食的辅助品。园土里的其他作物品
种多样，因季节交替而轮作，花生、高

粱、黄豆、蚕豆、辣椒、茄子、
南瓜、苦瓜、白菜、萝卜、
肥菜、风菜（方言）……
应有尽有。对于乡人
来说，这些来自园
土 的 收

获，自给自足，既保证了家中一日三餐
的菜蔬，还可拿出一些喂猪，有些物产
还能在赶圩日卖点钱，贴补家用。

相比水田和旱土，故乡的山岭更
多。这些绵延的山岭，以红壤土质居
多，主要种植油茶。油茶林里，也间杂
着杉树、油桐树、山苍子树等经济林
木。长期以来，育山护林既是乡人约定
俗成的准则，也是重要的农事。在生产
队时期，一年的冬春两季，当稻田和园
土里的主要农事忙完以后，乡人就会
到油茶岭上垦山。垦过山的油茶林，长
得愈发高大而茂密，开花多，结果大。
记得山岭分到户之后，我的老父亲长
年里一有闲暇，就去村前对门岭上那
片自家的油茶山垦山护林。丰收的年
景，我们家的这片油茶林，能摘六七十
担油茶果，可榨几百斤金黄芳香的新
茶油。油茶山上，也是我们平日里捡柴
的地方，那时乡村的砖灶，以烧柴火为
主，只有在寒冬腊月，才会烧炭。山间
也多生长野竹子，以及金樱子、黄栀
子、香薷等野生药用植物，在扯竹笋、
采药草的时节，常见乡人忙碌的身影。

昔日炊烟袅袅的故乡，鸡鸣犬吠，
充满了生机。养殖家禽家畜，是故乡人
家的传统。在生产队时期，耕牛是集体
的重大财产，也是耕田最主要的畜力，
通常由各生产队安排专人牧放。那些
牛铃叮当、早出晚归的放牛场景，是每
天都要上演的乡村经典画面。那时差
不多家家户户都养猪，养大的肥猪，由
生产队安排上交公社食品站，完成国
家收购任务，或在过节过年时宰杀分
肉，相应地，生产队则会按猪的重量给
农户计算应得的工分，这样的养猪方
式，乡人俗称养工分猪。养鸡、鸭、鹅的
人家也多，这些活泼可爱的家禽，每天
散布在乡村的各个角落，觅食或者嬉
闹。村前的池塘众多，大大小小，一个
连着一个，碧波荡漾。池塘里养着鱼，
池面常有鹅鸭浮游，不时也有水牛冲
进去躺着，舒舒服服地泡水。干塘的
日子，塘岸塘里，观看的、捉鱼的，人
头攒动，笑逐颜开，是乡村欢乐的时
光。分田到户后，养牛、养猪的人家曾
一度热情高涨，也实实在在给农家带
来了不少收入。只是随着时代的演
进，多年之后，耕牛和猪都从故乡消
失了，令人唏嘘。

在漫长的岁月里，农耕的故乡是
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除了耕种和养
殖，乡人挣钱的门路很少。亦因此，到

了长冬，差不多就进入了农闲
期。不过有手 艺的乡村工

匠 ，在 农 闲 的 好 几
个 月 里 ，倒

正 是 出
门 赚 钱
的时候。

那 时 的 故
乡，离不开木

匠 、漆 匠 、石
匠、砖瓦匠、铁
匠、补锅匠、
补 鞋 匠 、弹
棉 匠 、裁 缝
…… 他 们 以

自己勤勉的劳
动，维系着乡村手
艺的新陈代谢。而
身无长技的乡人

们，则拿些小的本
钱，凭着一身力气和
耐劳的品格，常成群
结伴，走几十里山
路，深入邻县的林
区购买杉木背回

家，再趁着赶圩的

日子，背到十里外的圩场上卖掉，赚
取几角几元的辛苦钱。

农闲也是乡村兴修水利和各项大
型建设的大好时机。村前江上的石坝，
稻田间那一条条修长的水圳，村旁那
俗称山塘的小水库，都是一辈辈的乡
人，用无数的劳动和汗水建成的。我的
童年见证了那个全民修水库的时代的
尾巴，我跟随送饭的母亲到邻村水库
工地上所见到的热烈劳动场面，永远
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也目睹了山脚下
那条简易黄土公路的修筑和通车，见
证了乡人抬水泥电杆建设进村电网的
情景。这条公路和电网，从此将闭塞的
故乡与外界，与快速发展的时代，更紧
密地联系了起来。乡人点油灯的日子，
成为过往。讲古、看戏的传统乡村娱乐
形式，也被看电影、电视所取代。农业
的丰收，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故乡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建房热潮，每年
冬闲，一栋栋新瓦房拔地而起。原先那
个仿佛凝固的浓墨般的青砖黑瓦的村
庄，迅速洇染开来。

我很庆幸，我的童年和少年能在
湘南山区的这一方土地上度过。童年
的故乡，人们专务于农耕，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过着平静简朴的田园生
活。年少时，欣逢革故鼎新的时代，生
产队解体，田土山包产到户，这时的
乡人更焕发出了对农事的热情，热爱
田园，勤恳奋发，朝气蓬勃，如今看
来，这也是我半百人生所见的故乡农
业的繁盛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
的故乡农人，离开了农村，脱离了农
事，他们的身影游动在城镇的建筑工
地，或定格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年老的
农民，则带着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农耕
经验，带着对田园荒芜的痛惜和无力，
渐渐离开尘世。浩荡潮流之下，村庄变
得冷落，乡人纷纷弃耕，田园多有荒
芜。猪儿拱土，牛儿春耕，日渐稀疏，不
复往年。长久以来维系着故乡世代绵
延的传统农耕，在与新兴工业文明的
交锋之中，显得不堪一击。

作为一个拥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
的古国，农事，原是天人之间最原始的
角力，也是人与这个世界最直接、最质
朴的交流方式。千百年来，农人依靠土
地划分自己的“疆界”和“王国”，在这
片土地上，用自己的耙子和犁，耕耘着
土地，灌溉着土地，以自己最为独特、
最原始的方式参与着世界的造化和运
转，改变着大地的纹理和气象；民俗、
道德、伦理……因之得以形成，古老的
文明得以无尽延续。农事，让土地呈现
如一块永不枯竭、日新又新的画卷，它
是农人的尊严与骄傲。

传统农耕，也成就了天人间最美
好的和谐。土地，是上天的馈赠，而农
事，则是人与天地所能发生的最为亲
密的关系，它让人们与自然朝夕相
处，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这里
亲近山川河流，在这里感受阳光雨
露，在这里感受天地神人的神秘交汇
……来自土地深处的与人连为一体
的力量，让一代代农人将毕生贡献于
它，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最后，化
作尘土融于斯。

今天，当我们乘坐飞机缓缓升入
云端，从空中俯视大地，我们仍能看
见，那些深刻改变人类版图和历史走
向的手笔：那开荒凿山留下的巨大豁
口；那汩汩流淌的不竭运河；而那稻谷
映出的片片金黄，在阳光下闪耀，迷醉
了我们的双眼……

它们是人类的杰作，农人在这个
世界上留下的大地艺术。

先说李清照，假如北宋没有变成
南宋，她肯定不会“寻寻觅觅，冷冷清
清，凄凄惨惨戚戚”，以至“满地黄花
堆积”。如你所知，在她豆蔻之际，喜
欢偷眼看帅哥，“和羞走，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嘛，真真是一颗淑女式
青梅，斜挂在李家院墙上。在她成熟
之年，“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
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
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小女子
不仅喝酒，而且不醉不休。赵明诚福
分不浅，娶回了一个既刁蛮又羞涩的
混血型才女。

宋代的年轻美眉不得了，“花艳
艳，玉英英。罗衣金缕明。闹蛾儿簇小
蜻蜓。相呼看试灯。”一身性感打扮，
吆五喝六地出门看灯，比黄梅戏《闹
花灯》还热闹几分。穷人家的女孩儿，
却是另一种情态，“岸边两两三三，浣
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我估
计朱熹就是针对她们而采取了“笑不
露齿”的封堵措施。在约会方面，康与
之唱曰：“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
郎马骢，相逢九里松。”情妹乘车，情
郎骑马，“九里松”可谓爱情的见证
地。还有“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
大月光地里，你侬我好的情节我就不
细述了。

事实上，宋代女人不仅大胆赴
会，还经常拉着心上人的手四处溜
达。李铨在《点绛唇》就很相思病苦：

“花知否？故人消瘦。长忆同携手。”琴
瑟相闻的例子也不少，最著名的是

“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
箫。”当然，男女在爱情面前一律平
等，要不辛弃疾怎么会在《青玉案》里
一路追香逐艳，玩与情人捉迷藏的游
戏呢？你瞧：“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
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娥儿雪
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
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至于朱淑真，她更是得开放
风气之先，有《清平乐》为证：“恼烟撩
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
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
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
台。”“携手湖上路”就已经气煞了“理
学”老爷们，何况“和衣睡倒人怀”，简
直会要了他们的命。

宋代的劳动妇女特爱美。“插花野
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
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即使生了
孩子后也戴花示美，也和男人们吃喝
玩乐。当然农活少不了，“大妇腰镰出，
小妇具筐逐。”这说明“半边天”的历史
起码得追溯到宋代。

可惜宋代美容业不够发达。《梦粱
录》记载：“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瓦前，
有带三花点茶婆婆，敲响盏灯掇头儿
拍板，大街游人看了无不哂笑。”她们
是中国第一代草根小品明星，头上戴
花，开放活泼，还挺会做买卖。我再附
录一个色彩鲜明的对比画面：“白头老
媪簪红花，黑头女郎三髻丫。”“簪红
花”的白发“老媪”和一翘一翘梳了“三
髻丫”的俏丽“女郎”，在大街上并排
走，有趣着哩。

最后说说宋代妇女的家庭地位。
地球人都知道“河东狮”的典故，它正
是出自宋朝。我讲个比较生僻的“妻
管严”的故事：“胭脂虎”是宋代尉氏
县令陆慎言妻朱氏的绰号。朱氏凶悍
无比，陆某畏妻如虎，连一县之政令，
也要请示夫人定夺。写到这里，当代
女权主义者笑了，宋朝男人苏轼则唏
嘘不已。因为他所挚爱的是亡妻王弗
那样聪明沉静、知书达礼、温柔贤惠
的宋朝女人，“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若王弗地下有知，一准万分激
动。宋代的男人像女人，宋代的女人
像水，女人和水，永远相依相偎。所以
我愿意白天在当代生活，晚上回到宋
代与她们恋爱。

◎
王
涛

宋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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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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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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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而作的故园农事
◎黄孝纪 文/图

湘南是一个多山的地方。

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就是

在被群山围绕的偏僻一隅。那

时候，故乡的山岭郁郁葱葱，故

乡的江流碧波荡漾，故乡的田

野土地肥沃，故乡的人们淳朴

善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

是在这样一方水土度过的。

我们村庄地处永兴、桂阳、

郴县（现为郴州市苏仙区）三县

交界的区域，它坐西朝东，横亘

在一列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山脉

之下。村后紧挨着的那座山岭，

俗称后龙山，据说关乎一村的

风水，生长着高大而茂密的枞

树、樟树、苦槠等品种繁多的树

木，保持着原始的状态，禁止砍

伐。青砖黑瓦的村旁，有诸多的

古树，古枫、古椆、古柏、古樟，

无不耸立云天，繁荫覆盖。村前

便是江流和稻田。这条江流没

有名字，其源头在上游山岭之

间，曲曲折折流到我们村前时，

江面已变得开阔而平缓，沿江

两岸满是高大的树木，尤以苍

柏、垂柳、梧桐、油桐居多，灌

木、荆棘和野生小竹子也多，将

江水染成翠绿。沿途的江上，筑

有多道石坝，一段段的江水被

拦截抬升，由长长的水圳引入

江岸两边的稻田。对于我们村

庄来说，即便再干旱的年份，农

田的灌溉用水，基本上还是无

虞的。江上架有石桥和木桥，连

通两岸。而在江对岸的稻田之

后，又是连绵起伏的山岭。长久

以来，这条江蜿蜒流淌，哺育着

两岸大小的村庄。

昨天，陪金兄观看金基德的《萨玛莉女孩》。
像金基德这样的肩负历史责任感、严肃

得让人透不过气的伟大导演，介绍到我们中
国以后，当被冠以“色情大师”的称谓，思想水
准自命不俗的我辈会误认为是下九流，而下
九流的观众往往在电影里莫名其妙、不知所
云。被闲置、被冷淡的命运是自然而然的了。

几年前就看过《漂流浴室》，感觉为什么
没有现在强烈？金基德电影必须用高质量的

投影器材观看，以唯美和真实的手段表现惨
烈，在亲近中被震撼，这一切画面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另外，必须是完整的系统的对金基
德的思想体系作全面了解，阅读三部以上的
代表作，才可以从“冷现实主义”的风格中读
到一惯的思想追求。

我们亚洲大师级的导演金基德、大岛渚、
津村昌平、深作欣二、北野武等！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就是拥有民族的“痛感”。基于此，思

想再度修炼、深化，作品自然会弥漫出对全人
类命运的关注。

一百年前，伟大的世界和平主意者罗素
在中国期间，同许多中国人交上了朋友，在
回忆录《来自记忆的肖像》中对中国的深厚
感情流于言表，对日本人的憎恶感也毫不掩
饰。痛感对艺术家来讲真的很重要！但它又
不是可以依靠进修、培养得到的，是与生俱
来的。

金
基
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