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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花以及老鸹嘴茶
□ 时培京

这样的春天只有一次 □ 魏 新辣笔小新

非常文青

流年碎笔

微语绸缪

编辑手记

小说世情

诗意春风度
□ 赵 峰

撸起袖子上太空 □ 白瑞雪

城市在前

乡村在后
□ 一心

在偏僻的市郊买了一套新房，站在楼
上，能看到大片的田地、碧绿的庄稼和劳
作的农人。这样的地理位置，被某些专业
人士称为城乡接合部。周末，兴冲冲地带
上几个同事来参观我的新居，他们却刻薄
地打击我，这地方太偏僻太荒凉了，简直
跟农村差不多，你脑子有问题吧，怎么会
跑到这里买房？

以前，我生活在农村。我的故乡很美！
有鸡飞狗跳、牛哞马嘶，有长长的黄土岗
细细的小溪流，有金黄的稻田碧绿的麦苗
雪白的棉花红艳的高粱，有槐树榆树杨
树柳树，有蛐蛐蚂蚱蝈蝈，有碾盘灶台
打麦场柴火垛……可在当时，繁华喧
闹，灯火辉煌的都市，对我来说，不啻
一个童话世界中的美好天堂。后来我终
于梦想成真，迄今为止，已经做了二十
多年的城里人。

生活在城市中，真好！有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宽阔平整的林荫街道，有商
场超市酒楼宾馆，有公园博物馆歌剧院
文化宫图书馆体育馆，有金发碧眼的老
外满腹经纶的学者，有休闲屋咖啡厅茶
艺馆……如果说城市和乡村也像世间的
万事万物一样有属性的话，那么前者应
该是物质的，后者无疑则是精神层面上
的。我欣赏城市的文明和繁华，它带给
我成功和进步，同时，我也忘不了乡村
的安宁和朴实，它可以纯净、淡化我的
浮躁和功利。

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所表达
的思想内涵——— “人生如围城，城外的
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这
种困惑和矛盾，套用在城里人和乡下人
的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古往今来，许
多都市人在骨子里都向往乡野的稻香蛙
鸣草鞋蓑衣，但真正能抛却城市的便利
和优越而隐居乡村的人极少，因而，历
代正史杂史特为那些隐逸的高士立传，
以示钦敬。而在乡下，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夫农妇们，却渴望着有朝一日能脱
胎换骨，住进城市的高楼中。这种冲突，只
有等到城乡差别彻底消失那一天，才能解
决。而在漫长的等待中，像我这样聪明的
城里人，比较中庸的做法，大概就是居住
在身前是城市、身后是乡村的郊区吧。

树花，是能开花的树，在老家像杨
树、槐树、榆树等。我对她们的情感几乎
等同于故乡。

杨树花，又叫故事毛（音），是和祖祖
辈辈人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见
年（挨饿的俗称）之年，它可是活命的物
件。捋下来，剔除叶子（留有嫩叶、梗），用
开水汆，凉水“拔”（如冰镇一样），挼成
团，可炒、可煎、捏窝窝。捏窝窝用极少的
棒子面、芋头面，好使它们攒成团。棒子
面发散，烤成焦黄喷香，芋头面黏糊，做
成黝黑，铁蛋似的，看起来很压饿。如果
多长点盐，筋道撑吃，再蘸上酱油醋，就
上大葱，那简直是难得的美味。槐树花也
照着此法做，比杨树花（发面，噎人，得一
边吃一边喝水）好吃多了，它本身就香，
刚捋下来就喃满了嘴。

榆钱，又叫榆钱子，容易黏糊，水开
即盛，“碧玉翡翠汤”成了，那是吃饱喝足
之人起的好听的名字。我称它为追忆生
活的醒酒汤，品尝苦难的良药。像我这样
1978年出生的人，吃得少，多半是作为补
充。对于上一辈人，是赖以续命度日的主
食，吃榆树皮都吃不上，树被扒得光溜溜
的煞白，如挺立的长长的窄窄的人的肚
皮。榆树皮好吃，其他的树皮苦，不知得
用开水煮过多少和。

“杨花榆荚无才思”，诗人吃饱撑得
没事做，哪能体会老百姓的苦楚。惟有满
天作雪飞，听上去、听上去很美，挨起饿
很苦。

记得奶奶领着我捞地瓜，已经是冬
天了，大的几乎没有了，小的也差不多
了。挑出吃的着的、带舔瓤的，洗净，刷一
口大锅，熬开水，直到金黄，出糖稀，煨上
慢火。我们守着锅，偎着奶奶，缠着讲古
呱。我问：奶奶，故事毛怎么没有好听的
名字。多少辈子人都这么叫，谁有心思
想。我也问过年长的老人，都说：不知道
不知道。有些人说我了：没事干了。

最对不起的是连它的字都弄不准，
故事毛故事毛，到底是哪个故事？古时？
古食？从古时候起就承担起救命的吃食？
我想这是较为被老人认可的解释。可我
还是偏向故事毛，这本身就是美好的故
事，一下子就勾起我对小时候、对往昔的
忆念。一首歌谣涌出我的喉咙，就像榆钱

子汤一样爽滑：
故事毛，故事毛，
红毛缨子，茸茸的帽。
撅尾（音，依）巴上天，
天上没活，跳进铁锅。
浮躁的热浪躲到黑暗的角落，凉凉

的夜色传来槐花的清芬，那是从我记事
起就开始追赶，一路绝尘而来，萦绕纷
繁，扯之不断，沁人心房。有遛街的小商
贩吆喝起槐花饼，唤醒了城里人“曾经
的”记忆，怀旧、尝鲜，只不过吃了就吃
了，之后还能做些什么。我怎么也提不起
吃的兴致，小时候吃的别提多香了，穷是
穷些心里那个恣呀，好像苦中最大的乐
趣，一想起来好像回味永远馨香的往事。

槐花淡淡、清雅，带着老家风的轻柔
土的厚重，隐约有一丝丝甜蜜蜜，粘连着
游子心神不定，惦念着故乡的树花。杨花
像童年总也讲不完的故事，槐花像两小无
猜的东家之子，像情窦初开挑水相逢的村
姑，榆钱像初恋少女甜甜的微笑入口即
化，像美艳少妇的，那只有梧桐花了。

一个个喇叭，一个个紫色的带有黑
点黄点底托白色的喇叭，争先恐后地朝
上要当百乐门的歌星，是盛开的老式唱
片机，梧桐花是喇叭。从深处钻出幽暗的
浮香，一位旗袍少妇浓妆艳抹，款款而
来，每一步花香摇曳，幽唱。

梧桐花，一个妖娆的女子，匆匆而
逝，她怎么也想不到给人以椎心裂肺。梧
桐花落，你走了，落花成冢的怊怅。

吃上半饱后，喝水，有闲情地喝茶。
老鸹嘴茶，祛火，便宜，一毛钱一袋。

一个个干棒，二三厘米长，黄不莹的颜色
带白纹；有细小分枝，几片乌黑的一绺绺
叶子。薅下来，洗净，用锅煮三和，晾干，
装好，泡喝，不溲，随到随喝，喝了不拉
肚。我想：那真是绝品的好茶叶，藏在民
间的茶隐士。

老鸹嘴茶，还可用老鸹嘴花切丝、
煮、晾、炒，石头碓窝子砸成细面面。它大
多三四片叶子，全身上下绿莹莹，当央一
根直溜溜、长长的枝拃把高，像极了老鸹
嘴似的花，如果是黑色的，活脱脱的袖珍
小老鸹。在所有植物的花肖似动物里，老
鸹嘴是我见到中最像的。“植物中的动
物”，这一美誉当之无愧授予她。都说老
鸹是非多，像长舌妇，赤口白舌，《水浒
传》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是因为吃了一头
老鸹屎，叫了一声“直娘贼”，呸呸两口唾
沫；胡适说：我是一只乌鸦呱呱呱不能讨
人喜欢；老鸹一叫准没有好事，公冶长吃
官司（民间传说），蒙难妻离子散……直
到今天似乎有了改观，老鸹嘴飞到深山
老林，隐身野草花丛，去干解燥疗渴祛火
生津勾当了。

作为诗城，济南少了些许悲
情，这和城市的历史及性格相
关。在济南做官的文化巨子人
生大的起落，都没有在这里发
生。山水太媚了些，文化含着
甜丝丝的味道，如柳似荷，缺
少离别的渲染，所以，在济南
的典籍中，少了“碧云天，黄
叶地”十里长亭的依依惜别，
少了西出阳关的厚重叮咛。也
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去承载别
离，在众多流传辞章中，“四
面荷花”太家常了，就见不到
这凄情送别的唯美。

多年的寻找，和千万次的
心头呼唤，一次不经意的出
行，我眼前突地亮了。就在开
元寺遗址顶部的那个平坦地
带，佛慧山与平顶山夹峙的一
处山谷，还有几条路通往山那
面的地方，朋友说这里叫春风
度。我马上兴奋起来，有众里
千百度的寻觅，蓦然回首的瞬
间拥有。思绪的踏破铁鞋，工
夫居然没白费的欣喜。

春风度，太诗意了！与佛
慧性灵相映。

这是条千年古道，从崖壁
上的大隋字样可以看出。在遗
址下边不远的一处地方，一片
粗壮的车梁木之间，修缮者还
留存一段古道的遗迹，四周用
铁链围起，树碑备忘。佛事兴
盛的隋唐，这山道上定是络绎
不绝的人流，摩肩接踵走在山
道上。秋来，赏菊者则不会
众，只能是寥寥三五结队，或
孤身一人，来寻自己的菊花。

这是个宜送别的地方，翻
山过去，就是空旷的山林包围
的扳倒井，扳倒井牵着绝对不
输江南的南部山区，也是通往
龙洞的必经之途。龙洞地貌奇
崛，风光秀美。来济南看到华
山就忍不住兴奋的李白，赵孟
頫止步于大明湖就按捺不住，
杜甫屈指细数过往，浏览一遍
历代巍峨之人物，慨而叹之。
他们心中的济南就鹊山，华
山，趵突泉，大明湖，仅此而
已。本土人李清照，辛弃疾，
能吟绝唱词句的巨擘，对于故
乡却没有留下关于南部的吟
咏。世界顶级小说家蒲松龄，
也罕有文字记录。藏龙涧可以
帮他养一大群狐狸，聂小倩和
宁采臣都可以在这里生长。那
条被大禹屠杀的龙就是条冤
魂，有风过涧，常有怨声从空
谷传来，蒲老先生如果来此
地，龙的冤魂肯定能打动他。
可惜，他们都没有来，更没有
朋友途径春风度相送。

李格非在开元寺饮过茶，

张养浩进龙洞寻幽，必经此
地，李攀龙也曾在开元寺小
住。他们只是春风度的过客，
可惜手里的笔无法支撑那些千
古绝句。济南需要王维，他把
送别写得凄绝，更推出了一个
鲜亮的文化标地，阳关。让我
们在和亲友话别时，浮现在脑
海深处的那个词。李白的桃花
潭，王昌龄的楚山，都承载了
一种深不可测的情谊，成为别
离的经典物证。柳永常说，多
情自古伤别离，唯独高适别董
大的时候，说的话阳刚，天下
谁人不识君啊！肩头用力一
掌，让一个远行人自信满满。

若是失意的离别，春风度
显然不合适，它能抵达的背景
太小，人生无法在那里颠沛。
最让人忘不掉的经典送别当是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送张
生，王维别元二使，崔莺莺对
未来充满不确定因素，在十里
长亭送张君瑞，王实甫用一支
多情的笔渲染到了极致。悱恻
缠绵，意味深长的叮咛和嘱
咐，一路上荒村雨露宜眠早，
夜店风霜你要起迟，十里长亭
的挂住了斜阳的柳丝，都会为
这痛断肝肠的送别所感动。。

而春风度注定无法伤感。
流离的日子开始，这条路不是
选择；被放逐，这里不是官
道；百姓背井离乡，去远方谋
生也不经此地。春风度只是三
五好友相聚，秋日把酒赏菊的
地方。所以，在济南文化中读
不到多少悲凉，李清照的那些
苦吟，都是南行后的作品。当
代大诗人孔孚的诗倒悲凉，像
是《哑钟》中，不知道它是不
是死了，轻轻地拍它一声，还
有写龙洞那条龙的《钓鱼台小
立》，多想捞起那个冤魂，垂
一条思念的绳。

没了跋涉，生活也越来越
快，诗意淡得很难体味了。离
开渭城，去甘肃很近，就是新
疆、海南也不是天涯了。那时
的世界太大，现在去任何一个
半球，都是须臾间的事情，手
机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人和
人渐行渐远，就算有亲友远
行，沿途都可视频，可聊天，
在欧美，在非洲，在大洋洲，
和在自家一样。这个时代没了
崔莺莺和张生那样的揪心爱
情，情感缠绵不再。

去佛慧山，过春风度，坐在
那里看春风过往，一个人就融在
春天里。古人的那些情怀，情绪
都远去了，但总觉得那是种弥足
珍贵的东西，我还想着捡拾起
来，装进自己内心。

1995年，我第一次来济南。先坐近两小
时汽车去菏泽，再从菏泽转乘一辆绿皮火
车，晃荡了六七个小时，到济南时，已晚上
八九点钟。当时济南火车站在重建，火车停
在济南南面的一个小站。下车后，外面一片
黑乎乎，接着，又挤进一辆黑乎乎的中巴，
颠簸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叫解放桥的地
方。下车后，我感觉膀胱要撑破了，松着腰
带跑去路边。那泡尿我足足尿了三分钟，才
如释重负，一脸惬意，提着裤子走时，发现
不远处就是护城河，一对青年男女正在台
阶上接吻。

之前，我在现实生活中只见过一次接
吻的场面，是我邻家大哥和他的女朋友，在
黑漆漆的小胡同里，差点被我的自行车撞
倒。而这次，他们就在路旁，就在河边，就在
灯下，如此投入，如此忘情，像是从来没有
接过吻一样，像是最后一次接吻一样，像是
电影中一样，一阵风吹来，掠过平静的河
面，掠过恋人的拥抱，掠过一名少年心中泛
起的涟漪，风里全是春天的气息。

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那时，我对济南，当然没有如今这么熟

悉，只是觉得济南的春天充满感性，像一名
初次远行的年少。这是比喻，也是事实。每
到春天，总有很多少年从各地来到济南。他

们背着画板，抱着乐器，怀着梦想，挺着腰
板，来到这座城市。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第
一次登上千佛山，第一次吃到把子肉，第
一次见到大学里的教授，第一次参加和艺
术有关的考试，第一次感到父母不在身边
的孤单。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后来留在了
济南，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也有很
多人，回到家乡，或去了更远的远方，对
他们来说，济南的春天就是一个小站，曾
经停靠过自己的青春。虽然停靠的时间就
像青春一样短暂。

如今，我对济南，依然没有想象中那
么熟悉。济南就像它的春天一样，让人琢
磨不定。在你以为春天已经来了的时候，
一夜北风又把冬天吹了过来，在你赶紧把
羽绒服从大衣橱底部取出时，一日南风又
把冬天赶到九霄云外，济南的春天就是一
个不稳定的系统，总是要重启几次，才能
正常工作，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春天已
至尾声。

青春都是短暂的，一座城市的青春亦
是如此。或许，只有短暂，才显得珍贵，
才让人难忘。

济南的春天，就像所有人的青春。柳
树的嫩芽，心头发过；清澈的泉水，眼中
流过；山坡的野花，刹那开过；高处的冰

雪，瞬间融过。
你生命中，总有一些人，像春天那样

来过，在春天的时候来过。那时，还没有
似锦繁花，还没有五谷丰登；那时，还未
经历过风雨交加，大雪漫天；那时，还没
走过那么多路，没看过那么风景；那时，
以为春天一旦到来，就永不消失……事实
上，这样的春天只有一次。那一次，和现
在已经相隔了无数个春天。

正是在无数个春天之中，我们在被岁
月渐渐改变，这种改变并非堕落，而是对
生命充满善意的包容。就像济南现在的春
天，比过去要宽广，要丰富，不仅仅是城
市中的生机和盎然，在城市的外围，春天
有着更美的落点。像桃花落在了彩石，杏
花落在了张夏，梨花落到了济阳，玫瑰落
到了平阴，被群山环抱的济南在春天被花
团锦簇，让人感慨这座城市的艳福。

在济南的春天，曾乘一辆面的，穿过
泺源大街，那时候还没有泉城广场，夜色
却似乎更美。我曾感叹济南竟有如此美丽
的夜色，像用富士胶卷冲洗出的夜色，在
用数码记录一切的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
胶卷的珍贵和美丽。

在济南的春天，曾去一家叫曼陀铃的
酒吧，在山师东路，无数人初恋的地方。

那一杯咖啡很贵，相当于五盘酸辣土豆丝
或一盆半水煮肉片，一不小心，就会“倾
家荡产”，但为了爱情，每个人都可以不
顾一切，在春天来临的时候。

在济南的春天，曾去灵岩寺爬山。那
时我扛着摄像机，系里的M9000，在黑白
的取景框中，留下了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那时候XX和XX还在热恋，那时候XX还
是一个羞涩的男孩，那时候XX长发飘
飘，白衣胜雪，那时候我好像也很帅，青
春挥洒在泰山山麓幽绝的高处。很快，我
把那些画面剪辑出来，用的是那时候深夜
的录音机里常放的歌：青春的花开花谢让
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
醉却不堪憔悴；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
晨晨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
年岁岁……

一个人的青春，很容易会和一座城市
的春天混淆在一起。如果你爱过一座城
市，如果你在这座城市的春天有过爱情，
如果你爱这座城市的春天，如果你对爱情
和春天心怀憧憬……是的，春天不会永
远，但永远会循环；爱情不会永久，但青
春永远值得怀念，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
座城市。

一座有着美好春天的城市。

春光再美，若没有风从脸颊
吹过，水从指间流过，终究隔了
些，多少辜负。

就连摄影界，也一直流传一
句名言，来自战地摄影师罗伯·卡
帕，“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
你还不够近”。

把它搬到写作上，同样颠扑
不破：如果你写得不够好，是因为
读得不够多。

作家张炜曾在一次演讲中提
到自己的写作生活和阅读生活，

“写作并没有每天固定字数，但是
阅读量上，每天至少5万字”。为什
么坚持“每天至少阅读5万字”？一
是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并改变
我们的生活，它对文学而言是危险
的，让我们的表达统一化、复制化；
二是尽管人们可以通过包括文字、
图片和影像在内的各种媒介获得
信息，但这些信息与真实是有距离
的，大家没有更丰富的词汇来表达
自己的思想了，这对文学而言也是
危险的。如果一个写作者足够倔
强，对危险有足够的警觉，他就会
采取办法，关掉电脑，少接手机，不
看电视，埋头于经典……

今年初，作家刘玉堂在青岛
二中讲座时也提到，低年级的小
学生先不要急着写作，而是要多
读，多积累。

《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写诗
也是这般情景：

“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
《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
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
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
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
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
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
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
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
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一个好的写作者首先要是一
个好的阅读者。

即使不为写作，读书也是必
须的。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山东

师范大学的李掖平教授开坛讲
座，“读书可以为你打通多种生命
体验，让你从不同的人生经历和
故事当中读到你似曾相识的那些
美好的情感、感人的细节，和那些
你应该警惕和规避的邪恶。”它是
有效地“丰富和光彩你的人生的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与其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
代，需要美容，不如说，这是一个
爱美的时代，需要读书——— 腹有
诗书气自华。

那么多人欣赏董卿，不正是
因为她谈吐不凡。主持中国诗词
大会时，她对诗史有不浅的了解，
对大部分诗人的生平和作品可以
张口即来，文学修养之高引起了
不少大学教授的赞叹。

这跟她喜欢阅读有很大关
系。董卿曾说：“假如我几天不读
书，我会感觉像一个人几天不洗
澡那样难受”。

读书可以让我们美美地张
口，诗意又不失认真地去看待这
个世界，还有自己和自己的心。

恰如狄金森的一首小诗：
没有一艘舰船
能像一本书
带我们遨游远方

没有一匹骏马
能像一页诗行
如此欢跃飞扬

即使一贫如洗
它也可以带你走上
无须路费的旅程

这辆战车，朴素无华
却载着人类的灵魂
融融春日，有书相伴，心，亦

如原野，红紫芳菲，百花盛开。

天舟一号发射升空，中国天地运输开
通“货运专线”。我国科普工作真是接地气
啊，“太空快递员”的称呼刷屏了——— 物流
从地上发展到天上，有种整个地球及近地
轨道都在过“双十一”的即视感！

人类社会开始商品生产之后，生产和
消费在时间、空间上逐渐分离，于是诞生了
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 物流。古
代国营的邮马、驿站和民营的镖局，后来的
邮政与顺丰，中国物流家族今日再添一位
新成员：货运飞船。

从自行车、私家车、公交车、地铁到满
胡同乱窜的三轮车，多元化的交通工具构
成了立体的城市交通网络，而货运飞船的
诞生，同样标志着我国天地运输系统在解
决了工具有无的问题之后，逐步走向专业
化、体系化：我们不仅拥有金牌火箭长二F
与神舟飞船组成的载人往返系统，还有由
长七火箭和天舟飞船组成的货物运输系
统。前者负责把人活蹦乱跳地运上去、活蹦
乱跳地运回来，后者专门运输推进剂、空间
科学实验设备和航天员生活补给。

女人们刷淘宝、盼快递多半为冲动消
费，而“太空快递”则是不折不扣的刚需。即
便可再生技术有了很大进步——— 国际空间
站上的航天员们已经能愉快享用经尿液处

理而来的咖啡了，载人空间站内的环境控制
与生命保障系统仍未实现完全闭环，更多消
耗品还要依靠货运飞船来补给。货运飞船一
旦发射或对接失败，空间站即面临“断炊”风
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运飞船就是在轨
航天员的生命线。不过，中国第一艘货运飞
船“天舟一号”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首先，这艘飞船上将开展多项科学实
验和技术验证试验。根据媒体报道——— 其
中，“非牛顿引力实验检验的关键技术验
证”在轨测试高精度静电悬浮加速度计的
工作性能，获得的试验结果将为我国“卫星
重力测量”“空间引力波探测”等空间计划
提供重要支撑，“微重力对细胞增殖和分化
影响研究”项目有望应用于心脏、肝脏疾病
的治疗、器官移植、生殖健康以及预防和治
疗骨质变化疾病等。

微重力资源弥足珍贵，科学实验为在
轨航天器的标配任务。这些年来，从无人飞
船、载人飞船到空间实验室，咱们把每一个
上天平台里的每一寸空间用到了极致，这
次也不例外。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
设标准，我估计这些航天器都可以挂牌“太
阳系重点实验室”。

同时，“天舟一号”将执行为“天宫二
号”在轨补加推进剂即“太空加油”任务。这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太阳能帆板为航天器
提供电力能源，但无法产生推力所需要的
工作介质，因此航天器在轨运行期间变轨、
调姿、制动、离轨，离不开推进剂。俄罗斯

“进步号”货运飞船先后为“礼炮号”、“和平
号”和国际空间站提供货运补给及“太空加
油”服务，可谓几朝元老。我国未来空间站
长期在轨运行，也必须掌握这项关键技术。

更重要的是，“天舟”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的收官之
作。啥叫三步走？载人飞船——— 空间实验
室——— 空间站，步步推进。啥叫收官之作？
以空间实验室为核心的第二步任务圆满
了，各项技术基础打牢实了，接下来咱可以
大步流星进入“第三步”、撸起袖子建设空
间站了。

我们这一代航天爱好者的幸运在于，
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次飞行任务的漂亮
结果，更能见证这些结果作为一个整体过
程所指向的“小目标”。由核心舱、实验舱及
与之接驳的载人飞船、货运飞船组成的中
国空间站系统预计在2022年前后建成，此
前一切都是其一砖、一瓦、一梁。于是眼看
着、眼看着，传说中的空间站一点点成型
了、完善了，心里满是自家房子即将落成的
欢喜。几年后，它很可能成为太空中唯一运

行的空间站。宇宙之大，我们在那么几间小
房子里寄托人类未来，这一幕想来心酸而
又骄傲。

还有人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为什么要
耗资发展航天？上个世纪70年代，赞比亚修
女玛丽·尤肯达致信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
空飞行中心科学部门副主管厄尔斯特·斯
图林格博士，质疑他正在从事的载人火星
任务研究。后者回信说：“太空探索的终极
目标是建设更完美的人类家园，探索过程
中获得的所有科学知识以及所研发的所有
新技术都将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中
国网友也有过相似的讨论，知乎上有人作
答：“我们失去过海洋、失去过陆地、失去过
天空，我们还要失去太空吗？”

在我看来，即使撇开技术福祉与民族
情感层面，航天所承载的发展观也发人深
省。它不是一件功利的事情。地上的房子今
天买了，没准下月就涨百分之二三十，天上
的房子却是一点一点艰难筑造，而且建成
了也只是宇宙探索微乎其微的一步，一时
半会很难说能带来什么直接利好。利不在
眼前，利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但我们不能因
为它过于遥远而不去做，这就是航天。

是的，人从未比在太空行走时显得更
为渺小，或更为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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