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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坝，以岸的坚实，抵抗
着水的冲击。 以岸的柔韧，呼
应着水的细喘。堤坝，安全与
危险的双重具象，诗歌中的美
丽意象。石头、混凝土浇筑的
大堤，在苍茫的天空下，于无
边的海水间，共筑着一个广阔
而未知的世界。 人隐于坝后，

人的力量神秘莫测。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
拉斯的成名小说《抵挡太平洋
的堤坝》，是写她母亲的故事，

在印度支那购买的耕地，为免
受潮水之害，修筑抵挡太平洋
的堤坝，但是，母亲的一切辛
苦最后全部枉费， 堤坝被冲
毁。 潮水淹没了种植的土地。

贫穷是一种宿命。

堤坝，平和时的美丽与天
灾中的毁灭，从此深入脑际。

初夏， 在温州瓯江口，驱
车踏上长达 14.5公里的堤坝，

笔直，雄浑，壮观。见不到海
水， 水离开堤坝其实很远，能
看到对面缥缈中的一个个山
头。“若有高浪会打过来吗？”

问朋友。答：“不会，水永远低
于堤。”

14.5公里，这是霓屿岛至
灵昆岛的距离，我们正是由霓
屿岛出发， 开车至灵昆岛。车
窗不断掠过的风景， 标识性很强，混
凝土搅拌站，水泥厂，山，桥，船，树，

花，河网，威马车厂房……这完全是
一个在建设着的、 又在生活着的新
城。133平方公里， 就是瓯江口新区，

这座未来之城的面积。

将防御性的堤坝创造成建设性
的新城，这是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在
谱写诗篇。

“挑着梦想出发，担着希望回家，

唱着渔歌入梦，日子如诗如画”———灵
昆岛的渔耕文化馆里， 精致地陈列着
各种具有年代感的捕鱼、 种地的工具
和农具，以及古老的生活器具。两层楼
的墙上是收集周全的可爱的海产品标
本，瓯柑、朱栾、甜瓜、泥蚶、文蛤、蝤蠓
等的图说。只有深爱自己历史的人，珍
惜祖宗所赋予资源的人， 才会大胆勇
敢地向新的空间扩展。

“向海要田。”

豪迈的激动人心的口号。

看专题片里围海造田的过程，拦
坝，排管，吹沙，机械化运作犹如音乐
般具有韵律感；围涂工程：削掉半山，

沙土经过处理， 再压实滩涂，“好像把
豆腐花变作豆腐后再变作豆腐干”。在
成熟的经验建立之前，是肩挑、手提沙
袋的艰苦的人工劳动。 很多建设者从
周一到周五住在霓屿岛，周末才回家。

紧接着的， 是灵昆岛 24平方公
里的一期工程。 从 2003年温州半岛
工程正式开工， 到 2018年 2月 7日
330国道洞头段通车，用了 15年的时
间———在上世纪 70年代， 就有专家
提出“堵塞灵昆岛，垦地十万亩”的瓯
江南口垦涂工程规划；80年代， 温州
海洋专家提出在南口工程的基础上，

以多座跨海桥梁和拦海大堤连接洞
头与温州，建设温州半岛，形成温州
大港的大胆设想。

今天，离宏伟的理想一点点接近
了。

温州人，用聪明的脑子与勤劳的
双手，手绘蓝图，再把蓝图变作现实。

二期、三期，还有 64 平方公里，未来
之城的真正完工要花上好几十年的
时间。 但是这份好家业是诱人的。把
灵昆岛与霓屿岛连起来的瓯江口新
区，对于相邻的瓯江口产业集聚区来

说， 既像悠闲伸出的一个靴
子，又像一柄有尖的宝剑。

住宅楼，新学校，保税区，

宏丰厂……空间感赋予它们
崭新的气派。 然而堤坝上的
“一期”新城，让人印象最深刻
的还是它的水与桥。水是一个
城市的调音师， 风韵由之，色
彩由之，活力由之，也因为瓯江
新区是感念于它本身是建于水
上的吧。长 5公里多、宽 312米
的瓯锦河上，有白鹭飞来飞去，

黄昏中， 它们白色的小小身影
使河水富有诗意。所谓“千年白
鹭城，今朝白鹭洲”。白鹭高飞，

这是生态良好的标志。 河边是
十里樱花长廊。4月，这里 2万
株、30多个品种的樱花开得绚
烂，美得耀眼。

这里将有 101 座桥。“百
桥百文化”，一桥一故事，每座
桥都讲究设计与创意，与周边
的景观和谐。

桥与河，都在增加城市的
空间感， 空间感营筑未来感。

不再密集拥挤，人的舒适度与
安全感放在首位。

另一种空间感，是向下发
展。

我们参观了地下已初具
规模的管廊工程。5 条综合管

廊有 13 公里那么长，给水、排水、消
防、火灾报警、暖通、电气、自控七大
专业，功能相互独立的同时，通过信
息环网调配协同工作，保证管廊的智
能化运转。老城之中，我们通常所见
的今天修煤气管、明天修排水管之类
无序操作可以避免。马路将保持着它
恒定的整洁与平坦，无须像拉链开开
拉拉。新城的优势就在于对于新科技
的尽情利用。未雨绸缪，高效环保。

面对着海洋的新城，气象与展望
是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的吧？海使城
市的人们自信，海也给予他们梦幻。

回到灵昆岛海思村。 那个有着
300多年居住历史的自然岛， 开始多
了花园一样的所在。休息区，公共绿
地，文化公园，道路上成片的绿树，河
中的莲花，几步一座的凉亭……自然
岛也趋于城市化了。宝贵的空间不再
仅仅用来开店、种地等营生，而是服
务于需要休闲的人们的身心。乡村亦
时尚。 已经有 304 亩土地可住 2800

户动迁村民。1956年的台风、1994年
的台风，曾经使灵昆岛遭灾，“而现在
再不怕这样的威胁了”。 老渔民感慨
新生活带来的好处，“原来想不到的
事现在办到了。电线、网线、高压线，

管道工程很便捷地搞到家门口”。拆
迁的人住到了楼房， 有住得高兴的，

也有怀念以前一家一户种地时光的。

“百善孝为先”的标牌在海思村
的文化公园里隆重布置着，包含着历
史、革命、衣食住行、传统娱乐因素的
“人文灵昆”，使我们对未来的新城更
具信心。传统是时尚的灵魂，就像不
要忘了堤坝上建立的新城，脚下踩着
的是泥土。

从灵昆再到霓屿，我们感觉车轮
之下，不是堤坝，它是一个宏大辉煌
的未来之城的轮廓。我们有幸。这块
土地上的人们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为
了促成未来之城的建成。看不到那一
天的人， 仍然怀着热烈的希望与骄
傲。 而在崭新双语学校念书的孩子
们， 一定是它的主要建设者阵容之
一。培养与教育，就是在给城市打好
后续建设的人力地基与能量储备。

堤坝上的未来新城，必然有海的
气度、海的辽阔与海的美丽。

妈妈的“硬件”和女儿的“软件” 刘荒田

旅游途中，买一份当地的报纸，其中的《身边》

专版，报道一件饶有意味的相亲事件。大略为：两个
人物———女孩小乔，23岁， 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商行
业，极忙碌，每天凌晨一点多乃至三点多才就寝，假
日只爱宅在家里。母亲人脉广，有远见，让女儿在最
美丽的年龄找到乘龙快婿。于是，在国庆长假布置
“相亲赶场”。五天内“战绩”辉煌，见了九个男子，

“个个条件不错”。例如：

10月 1日上午 9：30，铁陀家侄少爷，华隆星巴
克。有车，没有房，大学本科，瑞士二年，刚回国，甜
点师，家在长沙。

10月 2日晚 7:00，万达咖啡馆，王老师表弟。无
车，恒大有房一套，电脑本科。

10月 3日上午 9：00，城央咖啡馆，罗部长朋友
儿子。有车。住宿舍，科大物理，老实；下午 3:00，万
达星巴克，张老倌朋友儿子。拆迁户，开宝马，大专
土木，拉施工队，有几台挖机。

10月 4日下午 5:00，万达鱼嘴巴。中心医院张医

生。有车，耐心，脾气好，研究生，实习医生，个子高。

……

妈妈的记事本还给各位男子作出综合评估，甜
点师和实习医生获三颗星，宝马“拆二代”得一颗
星。

女儿虽然在微博上发出“哭笑不得”的感慨，声
言“我平时是上班忙，不是没人要啊！”但从善如流，

随母亲转战各处。她自有择偶标准：首要为“价值观
相近”，“外貌啊，经济能力啊，我觉得都没有合拍重
要”。

母亲关注硬件：房子，车子，学历，职业，财产，

旁及人品。女儿聚焦于软件。两个侧重点结合，就是
较完整的操作。我绝无鄙薄她们二位的用心，反而
以为，母亲的筛选为先导，再从中挑价值观近似的
男子，这种以“门当户对”为标志的婚姻，是较为稳
妥的。母亲掂量未来女婿，直奔主题，既利落又不乏
女性的温婉。她最喜欢的张医生，就是她自己去医
院做常规检查时发现的。女儿透露：“俺娘就充分发

挥了唠嗑方式，挖出他的情况和联系方式，顺便把我
的情况给‘卖’了。”这一“相亲清单”上了微博以后，五
位男神中，网友票选最高的得主也是他。

好事似乎近矣，但有一疑问：设若从母亲那里得
到三颗乃至五颗星， 而女儿也认为彼此价值观合拍，

那么，可算珠联璧合吗？若算，事情就简单多了。

想起纪伯伦的名著《先知》中一段隽语：

用一棵粗大的柏树，人能够造一只船，航向远方
诸岛屿，去和拥有众多哲学的男子见面。用同一棵树，

人能够制造一支弹弓，拿来摧毁一个村庄。用一棵这
样的树，人可以建一座庙宇、一个监狱、一个火葬台。

不错，人于自己的时代在地球上制造了许多东西。

不过，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曾造出。

什么东西？木匠问。

人类从来没有造出一只体面的鸡。

把“体面的鸡”换成“好感”，就可以回答这样的问
题：妈妈的“硬件”和女儿的“软件”缺了什么？缺的是
这一姻缘催化剂。有了它，硬件和软件就有了骨架；反
之，便垮作一堆。

一定有人反驳：相亲无非是序幕，除非一见倾心，

何来爱情？不错，但至少要提供“好感”这爱情的种子。

彼此看着喜欢，不嫌弃，不厌腻，这状态，比“来电”，即
西方人所强调的“化学物质匹配”低级一些。但有了这
一前提，才能够为书写爱情长卷“开个好头”。

九十岁的尊严 郑 宪

在养老医院，95岁的母亲跟我讲她过去的事，

很清晰，像过电影一样，有情节，有细节。典型的一
件事，是 20岁时，她高中毕业，一个人从松江的破
落地主家庭逃到上海，“我一是逃婚，二是逃疟疾”。

逃婚我有点知道，就是不想委屈出嫁，去伺候
那些闲来荡去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 向往新生活，

想要思想和行为的完全独立。但逃疟疾，头回听到。

母亲说，当年在松江，她像孙悟空被唐僧的紧
箍咒套牢一样，每到酷暑来，学校放假，疟疾立马报
到。发病两个月期间，每天吃午饭前还正常，饭毕，

自己乖乖拿床被子躲入内屋。然后病来如山，浑身
冷，再热，发抖，出汗。大热天，却裹在被子里，死去
活来折腾。应该去医院看病，但她的父亲和奶奶都
说，无碍的，身体里的寒气发掉就好了。曾经她自己
到药房买药，效果不彰。高中一毕业，她发誓要逃离
松江。

那时，松江到上海是乘摇晃的绿皮火车。她上
车，带一床被褥，一个白脸盆，一个旧书箱，箱里有两
套洗换衣服、几本书，去上海投靠外公。火车对座，见
一灰脸清癯的年轻人。开始闲聊，那人问，松江大小
姐独行，去上海投奔哪家门户？母亲将外公的名一说
出，那人击额惊奇：他是松江有名的绅士嘛，琴棋书
画俱佳，家父和他是往来唱和的文友。话至此，母亲
的疟疾开始发作，昏昏几句话后，已不省人事。待她
睁眼醒来， 人已躺在外公家的床上———外公文友的
公子将发病的她，一路护送而来。

母亲从此在上海打拼，邂逅我父亲，共同撑起
一个家，养育四个子女———疟疾对此倒是有助推作
用的。

半年前，母亲在医院换了个髋关节，这是个大
手术。我们知悉，九十多岁的老人手术全麻，风险巨
大。母亲进医院就对我们说：你们做任何决定，必须
告诉我。我们奉命，问她是否开刀，母亲就一个字：

“开。”她懂的，不开刀，以后生活质量为零。

母亲同房一位老太，99岁。虽高寿，却几次犯脑
梗、心梗。那天，她儿子来，两人对话，清清爽爽的话
音，但内容已有“穿越感”。老寿星一次次问儿子：

“你几岁了？”儿子答：“64岁。”她摇头：“我才 60多
岁啊，你怎么会 64岁呢？”儿子说：“你 99岁了。”她
说：“不可能。人到 60多岁就不能走路了。我怎么还
能走路呢？”儿子说：“现在人长寿了，你九十多岁，

还可以走几步的。”儿子走后，老太就要下床走路，

手抖脚颤。可谁也不敢让她下床。于是，挣扎着要下
床的她被困在床架里。 她的喊叫， 整幢楼都听得
见———“我是老师 （她曾经是一个漂亮的语文老
师），现在要去上课。学生在等我啊。”

母亲正坐窗前，阅报。阳光斜映，双眸晶亮，看

“老邻居”为失去自由在苦痛，大发雷霆，有点被震
撼，也同情。突然她大声说：“阿婆，我就在听你上课
啊。”老太这病那病，耳朵却没病，一听母亲的话，扑
哧一笑，说：“不对了，是我做了个梦，刚刚。”顷刻止
声，累了，仰面睡觉了。

母亲术后两个月不到，开始走路，硬撑着站立起
来，手扶一辆助步车。先在小小的屋子走，之后走到外
面的楼道。先走一大圈，接着走两大圈。三个月后，走
到了四大圈，走路从停顿到连贯，速度从缓慢到行云。

脸色，慢慢由苍白转红润。吃饭开始只吃清淡蔬菜，之
后重新喜欢吃清炒鳝丝、红烧猪爪和红烧五花肉。

医生、护士、护理都说，奇迹了。

一次午后楼道散步时，我和母亲一起走过一间
双人病房。见房中两位老人，在门内借助一把有靠
背的椅，你爬上去，我下来；我爬上去，你下来。手奋
力扒着门缝，呼叫。门中间部位有块透明玻璃，可见
两位老人的焦灼神态：他们要破门而出，门却被外
面的一根绳索牢牢绑定。

母亲见了，比屋内两位老人都急：“他们都过 90

岁了，一个心脏病，一个血压高。叫人去啊。”

护士飞奔而来。才了解到，是护工被他们几个
老人折腾得一宿未睡，中午睡一会儿，又担心两个
老人出门乱窜有意外， 干脆用根白绳系紧门把，固
定住，以求“安保”，结果却睡过了点。

门开了。 两个老人激动得像从笼中放飞的鸟
儿，蹦跳出来，逢人便倾诉他们的感激，述说两个小
时被锁在屋内“不见日月”的惊惧。他们围着母亲，

向报信于护士的“大姐”倾诉委屈。母亲在这一刻，

俨然救世英雄。

春天来了，母亲扶着助步车，可以从三楼楼道
走到楼下花园。 花园里阳光耀目，

花香弥散，绿色步道蜿蜒。那天我
和母亲款款闲行，迎面见一位也扶
助步车的人，看上去儒雅，戴一副
宽幅玳瑁眼镜， 头则木木地转动，

颈脖还系一条挡风的丝巾。母亲对
我低语，充满敬意：“那是李教授。”

李教授教什么专业？不知道，但人
家说他是大学问家， 著作等身，来
看他的人里，不少是博士生、研究
生。几年前的一次大中风让他倒下
了，现在能够站起来，一步步慢节
奏地走路，从楼上走到花园。

李教授移步到我们跟前，向母
亲微笑着说：“大姐， 你走得比我
好。我要学习。”他说话轻声，却有
好听的抑扬感。

母亲笑如春花：“你也走得好，比我稳。”

他们互相赞美鼓励，扶着各自的助步车，缓缓交
叉而过，点头，挥手。走过去，母亲对我说，你一定猜不
出李教授的年龄。我是没猜出，李教授一头没掺几丝
白发的黑发误导了我。“他也刚过 90岁呢，当然，是虚
岁———还是小弟弟。”母亲有点倚老卖老。

我记住了这个温馨美好的时刻。

那天，母亲拿出张照片：是 10岁左右的母亲，浓黑盛
密的童花头，浅灰的中式长袄，丰润圆脸，大眼晶亮，胸前
环护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儿。那孩儿短发眯眼，似在任性哭
泣。我问母亲，那个看不出是男是女的孩儿，谁啊。母亲
说：“你怎么看不出来。是荣弟———你的大姨嘛。”

仔细看那张脸，是母亲大妹的特征。在我记忆中，

母亲的大妹、我的大姨，从年轻到壮年，一直胖嘟嘟，

胸肚高挺，一脸福相，笑声朗朗，住在嘉定安亭。安亭
现在是汽车城、科技城，过去仪表电器业兴盛，她是厂
里的女工骨干，当过发声响亮的车间主任。我小时候，

母亲带我们去安亭，那里的街路笔直宽阔，树荫浓郁，

左首一大片工人新村，右首一长溜百货商店。大姨在
工人新村的六楼家里接待我们。母亲的记忆直抵那次
开席的美味佳肴：“老母鸡一只，盐水鸭一大盆，葱烤
鲫鱼，满满一大碗红烧肉烧鸡蛋，还有新鲜草头，春香
马兰头，碧绿生青蓬蒿菜。”她问我，记得大姨一边吃
一边经常讲的话吗？ 我全无印记。“格的里 （这里）勿
（不）是奈（你们）大上海，是阿拉乡下头，菜鲜得来。敞
开肚皮好好吃。”

“现在想起那些菜，还流口水。”母亲啧啧嘴巴说。

叫我们敞开肚皮好好吃的大姨荣弟，十多年前因
一次致命的跌倒，早逝。想来心锥痛。

母亲抚摸着黄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拍
的。拍完，洗出来，给我，说：你要保护好你的荣弟，她
以后会给你招来一个弟弟。”

弟弟，以后就是我的娘舅———他高大孔武，在光
荣的解放军队伍里当过艰苦的铁道兵。

快 80岁的娘舅，前几天从松江赶来，看望我的母
亲。欢声笑语后，娘舅对我说：“我们都要向你妈妈学，

遇事从来不慌，坚强，淡泊，笑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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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积极开展“守住‘钱袋子’”宣传活动
为全面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 2019“普及金融知

识，守住‘钱袋子’活动”的通知》，积极担当社会责任，同时更
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积极开
展形式多样的“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宣传活动，切实
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与技能、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自
我保护意识和责任承担意识。

活动期间，泰隆银行在沪辖内所有 27家营业网点通过在
营业网点内外设立宣传服务台、张贴宣传海报、布放宣传材料
等方式对广大群众比较关心的“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金
融风险进行宣传，帮助金融消费者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提高
风险防范意识。

同时，泰隆银行利用与客户面对面的业务优势，通过在市
场、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现场讲解与互动的方式，提
醒更多人远离非法集资，并且在办理业务和填写个人信息时，
注意保护好包括身份证信息，手机号码等在内的个人隐私。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还以此活动为契机， 组织全员认真学

习相关热点金融风险案例，从服务好客户的角度出发，以消费
者教育与风险提示为抓手，积极维护消费者基本权利，为建立
更融洽客户关系、更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