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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外地人去北京是件荣耀

体面的事。一来可以领略首都的市景繁

华，开眼界、长见识；二来能采购一些在外

地根本买不到的奇缺商品，回到家炫耀一

番。我那时在东北一家国有林业企业做宣

传工作，常有机会去北京出差，身边的亲

戚、朋友、同事很是羡慕，每次从北京回

来，都得大包小裹地给他们捎些时下流行

的物品。

那时物资匮乏，全国各地的特产或精

优产品都运往北京，支援首都，繁荣北京

市场。所以，在当地见不到买不到的稀罕

东西，在北京都能见到买到。当然，很多紧

俏货是需要用供应券的，外地人没有供应

券，只好买不用券的普通物品，而这些普

通物品带回本地后，却都成了讲究的“时

兴”货。

一次从北京回来，别的东西不算，仅

“回力”牌运动鞋就带了12双。手拎背驮，

满身是货，上天桥，下地道，狼狈不堪。那

时火车特慢，从北京到我家乡不过1000

多公里，今天的高铁顶多跑5个小时，可

那时需要3天，还得倒3趟车。结果由于带

的东西太多，在沈阳站换车时因超重被罚

款，受苦受累不说，还得搭上钱。回到家，

还不能跟人说。说了，人家会以为你是要

人情，只好憋在肚里，哑巴吃黄连，有苦难

言。自那有了经验，从北京往回来的时候

尽量少带东西，大家托我捎的“时兴”服

装、布料、鞋、帽子、围巾，一律采取邮寄，

既解除了旅途劳累，又避免了超重处罚。

买一摞方格大手帕，缝成小口袋，挨个儿

写好地址，把所寄之物装进去，经邮局工

作人员检查后，用针线封上口，过秤，交

款，齐活。因为常邮寄，且总在住处附近

的邮局，次数多了，工作人员都已熟悉，

有了信用，后来再邮寄时已经有了“免

检”的待遇。

其实，捎“时兴”，不是件很简单的事

情。就拿一件衣服来说，尺寸大小、肥瘦、

款式、颜色等等，若想买得称心如意，绝非

易事。往往是大小合适了，肥瘦不合适；款

式合适了，颜色不合适；有时什么都觉得

合适了，价钱又偏贵，很难为人。捎“时兴”

的人差不多说的都是模棱两可的话，什么

你看着买吧，你觉着时兴就行，价格贵贱

你认为合适就妥。看上去，权利都交给了

你，其实不然。待捎回来的物品不中意时，

无论对方如何掩饰也是能看出来的。这时

心里就会有些小委屈，觉得自己费时费力

没讨好。要知道，好多东西不是进个商店

就能买到的，为一件衣服有时要跑好几个

地方，搭上半天工夫。为了节省时间，我把

北京几家大商场的特点都记住了。衣服想

买肥的，去西单商场；买瘦的，去前门新新

服装店；买适中的，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

鞋去“内联升”，买帽子去“盛锡福”，买绸

缎去“瑞蚨祥”。记住这些就方便多了，既

省时省力，又可以相对买到满意的东西。

去北京有时是参加学习，数月时间，星期

天几乎都用在了给大家采购物品。

赶“时兴”，是人对美的一种追求，是

热爱生活的表现。兴啥，买啥捎啥：的确

良、的卡、的纶、味素、味精、纱巾。改革开

放初期，兴起电子表、录音机、喇叭裤。不

是所有东西都可以邮寄，有些必须随身携

带，如此这般，每次从北京回来依然是货

品一身，以不超重挨罚为限。

1980年春天，跟爱人去北京旅行结

婚。朋友、同学、同事在祝贺的同时都想让

捎一份“时兴”货回来。我爱人在学校当老

师，第一次去北京，全校女老师几乎无遗

漏都要捎东西。准备买货的钱收了4000

多元，这在当时算一笔巨款，我俩每月工

资加一起不足80元，这么大数额的钱还

是第一次经手，感到颇有压力。我跟爱人

商量，不管谁想买多少东西，我们每人只

给捎一样，把大部分钱都放家里，待回来

时再还给大家。还没待我说完，爱人连连

说，不行，不行，这样做太不厚道。人家让

你捎东西是对你的信任，你这样做良心上

能过得去吗？说服不了她，只好按她的意

见办。面额10元的人民币厚厚一摞（那时

人民币没有百元面额），这掖那藏，分散携

带，以防丢失或遭窃。结果到了北京，钱倒

是没丢没窃，可旅行结婚变成了给人捎

“时兴”，蜜月变成了购物。在京20多天，

购物至少用了10天以上。至此，爱人才完

全理解了我最初说的话，可悔之晚矣，只

好好人做到底，中意不中意，合适不合适，

把大家伙想买的“时兴”物品都捎了回来。

返程时根本不像一对去北京旅行结婚的

新郎新娘，大包小包，连扛带拎，倒像一对

地地道道的二道贩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大家去北京的

机会越来越多，捎“时兴”变得越来越少。

2000年之后，很少有人再从大城市给别

人往回捎东西了。既便是有朋友从国外回

来，也很少有人让捎洋货。因为经过几十

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视洋货为

稀罕物了。

商品的日益丰盈，交通的快速发达，

城乡差别变得愈来愈小。特别是进入互联

网时代之后，网上购物渐渐成为一种时

尚。地球顿时变小，世界浓缩成一个鼠标，

只要你喜欢，无论时兴流行的物品产于何

地，都将迅速飞至你面前。

红红火火的好日子，把“时兴”捎没

了。其实不是捎没了，而是“时兴”再也不

用捎了。它已经悄然融入了中国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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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杰，云南墨江人，在西双版纳勐腊县文化馆工

作。记得是上世纪60年代，我在西双版纳市文化局工

作时，出差到勐腊，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到南腊河“拉

鱼”。“拉鱼？”只听说过撒网、垂钓捕鱼的，“拉鱼”怎么

“拉”？很好奇，便和他一起来到南腊河。

南腊河是一条不怎么宽的小河。我看了地图，见

它发源于中老边境中方一侧的万山丛中。流域都是原

始森林，快到出境的勐腊县，两岸才见村寨，不时见有

傣族少女在河中洗澡，来时统裙掖到腋下，入水后随

着河水由浅而深，逐渐地把裙子掖至胸部、至肩、至

头，然后就盘到头上，然后就蹲下来洗，整个过程很有

技巧的。其间，一边洗澡，一边还和同浴的小伙子说

笑。小伙子也是一丝不挂，只在入水、出水时用一支手

遮住下体，看似无任何失礼失态之处。以往，这种天体

浴场在西双版纳村寨靠江河边的地方都能见到，外地

人很诧异，他们习以为常，很令人羡慕。现在这一幕没

有了，失去了一种很本真和纯洁的习俗。

且说“拉鱼”那天，鲁杰和我只穿个裤衩便进入河

中。河水不怎么深，最深处也就到腹部。只见鲁杰挂上

鱼饵后，不在岸上而是走到河中央，顺流而下。鲁杰让

挂着鱼饵的鱼线顺水漂流，他只是一收一放，作“拉”

的动作。此时，我只觉得小腿不断地受到极微小的撞

击，又酥又痒，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鲁杰解释说，

那是因为腿上有汗，小鱼来吃汗。而我以为这应该是

自然之吻，那之后我再没机会感受过这种奇妙的感

觉，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妙不可言。那天，就这样随鲁

杰顺流而下，只见鲁杰拉着拉着一扬手，便有一条条

鲤鱼、鲫鱼、鲶鱼随竿而出。第三竿，钓上来的是一条

鲶鱼，云南人叫“江鳅”、“江拐”。“拐”，大约是因为鱼

鳍边长有两根倒刺。这种鱼肉多刺少，身上有层黏液，

抓住时它一往后退，倒刺就刺了手。黏液有微毒，扎了

要红痒好几天。鲁杰有经验，倒捏住它的头，从未见他

被扎过。

“不拉了，”鲁杰说，“够现在吃的就行，明天吃的，

晚上我们到河边砍。”

“砍？”只听说钓鱼、网鱼，这次又见“拉”鱼，从未

听说过“砍”的。怎么“砍”？鲁杰说，晚上就知道。

上了岸，鲁杰很快在水边把鱼弄净，随即又走进

树林里砍了两节竹筒，说这叫“秀竹”，和一般竹子不

一样，接着又进林子里摘了两把绿色植物，他说这叫

“阿佤芫荽”，很香的。顺手摸出随身带的盐巴、辣椒面

和阿佤芫荽一起抹在剖开的鱼上，用竹棍夹起来慢慢

烤。接着又把带来的一小袋米放进竹筒里淘洗干净，

埋在炙热的火灰里，随即又进林子砍了两张宽大的野

芭蕉叶铺在地上，“桌布”也有了。不一会儿，饭熟鱼

香，他快乐地叫了声：

“开饭喽！”

先剖开竹子，只见竹膜裹着的饭跟香肠似的，透

出一股子清香，那烤熟的鱼，闻一闻，让人馋涎欲滴。

那顿野餐就是一筒竹筒饭，两条烤鱼，可吃得来至今

回忆起仍觉齿颊留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最

解馋的一顿野餐！小河清流，森林哗响，野花飘香，这

辈子从未享受过那样的清福。随后我调到云南省作家

协会，虽然也曾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过，吃过有龙

虾、火鸡的大餐，可刀刀叉叉、礼仪繁多，总担心自己

在外事场合失态，至今回忆起来，哪比得上我在南腊

河边和鲁杰的这顿野餐！人成了自然之子，充分享受

自然母亲的赐予：蓝天白云，鸟语花香，那不受污染的

食物，不受污染的空气，不受污染的心态，这一辈子再

没享受过了。

晚上，又和鲁杰到南腊河“砍鱼”。鲁杰一只手举

一把火，一只手拿一把刀，夜晚的鱼有趋光性，鱼是那

样多，见到火光，一群群游来。鲁杰举起刀，看准一条，

手起刀落，随手用网兜捞了上来。那鱼之多，我从未在

别的地方见过。

离开西双版纳几十年了，问及鲁杰，西双版纳的

朋友罕有知道的。南腊河依然是南腊河，它的命运和

祖国的命运一样，在混乱的日子里曾被严重污染，随

着国家的拨乱反正，这条河也获得新生，“水清了，鱼

也多了。”西双版纳的朋友如是说。附近村寨居民把南

腊河的鱼拿到集市上卖，价钱远比人工饲养的贵得

多；他们管它叫“生态鱼”。南腊河给附近村寨的居民

带来滚滚财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说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根本。相信到新中国成立

100周年的时候，南腊河和南腊河两岸的山会更青，

水会更绿！但是现在我所想的是，回到年轻时，我一

定要找到鲁杰，和他一道再去南腊河“拉鱼”。

前不久，突然接到鲁杰电话，说他也早已退休

了，身体很好，问我何时能重返西双版纳，和他一起

再到南腊河拉鱼。

“现在的鱼和以前一样多。”他说。

遗憾的是，退休之后，我已离开昆明到北京女

儿处养老。书及此，想起唐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

山夜雨涨秋池。何日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时。”此时窗外小雨淅沥，回忆故人往事，难免有点

淡淡的忧伤。

人生逐渐衰老，山河永远年轻。此生恐再难见

到南腊河了，但相信她永远会是那样年轻曼妙，婀

娜多姿。河水带走的只是岁月，流不尽的是两岸日

新月异的变化和各族儿女日益富饶的田园和幸福

的生活，如果鲁杰能看到这篇短文，他一定会同意

我的记叙和我的观点。

南腊河，我的思念，在祖国的首都，我向你致遥

远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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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方众多绿水环绕、田园阡陌

的一个乡镇，是川西平原上有特色的古

镇，她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清流。

那天，下榻的地方叫活水园，像是农

家庭院，名字好听也好记。园中水塘清

幽，周遭一圈有操场跑道的长度，亭台楼

阁，杨柳鹅黄，大白玉兰高举，倒影绰

约。傍晚住下，细雨淅沥，一池活水，仿佛

为干燥北方过来的我们洗尘。住地虽不

在清流镇上，枕着小小水塘，闻听溪流

吟唱，邻村有鸡狗和鸣，感受南国春天的

惬意。

清晨去看梨花，小雨时有时无，来到

清流镇黄龙千亩梨园，“泉映梨花，自在

清流”几个大字，吸人眼球，文雅句工，寓

意深藏。清凉的风，夹着丝丝细雨，吹面

不寒。眼前，梨园广袤，五瓣白色梨花绽

开枝头，水灵生动，也有绿叶托起的骨朵

含苞待放。一沟一畦，累累树丛，疏密有

致。清流镇种植梨树凡80多年，近年着

力打造黄龙梨园等处特色景区，形成了

偌大的“梨花原”，以原名之，可见其规模

阵势。盛花时节，十数万株梨树妆成白色

海洋，恰似“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古诗意象。因清流的地下泉水丰

富，梨果口感好，市场知名度高，而每年

一度的梨花节，主打文化旅游，搞观光农

业，成为清流的一件盛事。

登上观景台，天地间白花争艳，蔚为

“花原”大观。近看，树龄多为五六年栽，

每棵树上又分出数个枝条，枝干褐色，五

瓣白花中夹有细如芝麻状的黑花芯，白

包黑，淡雅粉嫩。对于梨花，我有天然爱

好，不妖不艳，素雅俏丽，是花中朴实的

君子。梨树多是三年挂果，属于收成快的

果树。清流镇千亩梨花园，融产业、观光

于一炉，以梨花为媒，唱响“泉映梨花”的

大戏，连续举办了六届梨花节，声名也渐

渐远扬。

穿行梨花园，一座建筑格外瞩目，这

是清流“文创园”。清流历史久远，可以追

溯至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是为西蜀古镇。

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生态、淳朴的民风、

优渥的物产，吸引了有梦想的年轻人。一

个3000平方米的旧劳保制品厂房，改造

成全新理念的“文化创意园”。大棚式的

车间，变为温馨别致的工作坊。十多人的

小团队，多为“90后”青年，相同抱负，共

同理想，有地方政府支持，决心在乡村创

业。经过调研论证，确定了“清流文创”的

理念——打造美丽乡村，开发传统文化

和清流文创产品，培养新的文化业态，吸

引众多青年创业者，提升百姓的文化生

活。他们与成都高校合作，文创产品向传

统民间艺术发展。同外面热闹的“梨花

原”上熙熙攘攘的人流相比，这里不免有

些冷寂，然而，听他们介绍，看他们坚定

的目光，加上知识的优势，相信他们的目

标一定能实现。祝福他们。

也许是这样的理念引领，集旅游、休

闲、娱乐、文化于一体的民宿“三色坊”，

文人雅士的沙龙式庭院“清流苑”、“大书

房”等，渐成规模。绿荫掩映的青白江畔，

一座雅致院落正在装修，书房有近万册

藏书。在田园山水中创设一个静心阅读

的地方，让书房成为大众的精神绿地，这

个创意，是近年来清流镇振兴乡村的一

个有意义的举措。振兴乡村，文化造势、

借力，镇里请来名人，利用高端资源，在

青山绿水中飘飞书香，提升文化品位，让

乡村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中，无疑是新农

村建设的正路。用镇上书记肖玉华的话

说，“文创清流”，惠民生，接地气，亲近自

然，也让工作有了新的思路，提振了精气

神。

“泉映梨花，绿意葱茏；清明和顺，文

采风流”，或可作为这梨园风景的注脚，

也可为清流二字的语意诠释。前一句是

当地官宣词，后一句是我拆文藏字的戏

言。在清流，多次问及名字来历。有说古

时候地名，流传至今，也有说因丰水之

乡，清水长流，其意寄寓一种期待，或许

后一说贴近本意。循名责实，找不出答

案，不免展开想象。想象着，这清流的引

申义，古时官人的行为政绩，文人的口碑

行状，被认可，被传诵，就有了清流之谓。

所以，清流雅望，清流濯缨，是正直、清纯

的品格，是君子之风，为历来有识者所崇

奉。顾炎武的赠诗中就有“读书通大义，

立志冠清流”之句。清流一词，其社会内

涵在当下很有现实意义，可看作是对一

种正能量精神的期许和向往，也不妨作

为我们认知她的一个路向。

可以说，清流，清明和顺，文采风流。

这个注解，也是从那些青春热血的创业

志向，那老一代文化大家的成就生发的

联想。所谓文采，是说清流镇，包括新都

区一带丰厚的历史文化，也是送给出生

于本地的现代著名文学家，被誉为现代

“流浪汉文学之父”的艾芜先生的。在当

代文学史上，沙汀与艾芜，是常被同时提

及的文学双璧。

坐落在翠云村的艾芜纪念馆（故

居），青砖黛瓦四合院，简洁朴素，大方雅

致。因刚建不久，陈设稍嫌简单。那些图

片、实物、图书，那些故旧交谊和故乡情

感，将一个真挚的文心，一个历经磨难、

初心不改的文学大家、故乡赤子，充分地

再现。家乡的风情、亲友的深情，故乡人

的坚韧性格，在他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中

有生动的表现，他把人生的磨砺，对理想

的追求，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倾注在笔

端。他的作品深受劳动者和底层人民的

喜爱。故乡的人们在他的故居修建纪念

馆，并出版了纪念文集和《艾芜研究》丛

书，让清流走出去的一代文学大家的文

学精神照拂故乡大地。

清流啊，清流！逢新中国七十周年成

立，风景这边独好，文脉如此深长。

清流啊清流啊，，清流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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