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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月
春光烂漫的季节
这是周末
细雨霏霏的日子
台州府城
花红柳绿，欣欣向荣
灵江两岸
万物葱茏，生机勃勃
适合邀三五好友
长城拾级
郊外踏青
适合撑起一柄雨伞
徐行在青石的小巷
漫步在芳草的阡陌
是日，谷雨
雨生百谷
正是播种插秧
孕育生命的好时节
然而，上午9时18分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来自110指挥中心的指令
打破了古城派出所的宁静

“群众报警，灵江一桥

有人跳江，快去救人”
值班民警沈鸥
喊上当班协警
顺手抄起一个救生圈
火速赶往事发地点
不到五分钟
即至灵江一桥北端
此时，正值潮汛
浑浊的江水
泥沙俱下，向上漫溯
波涛汹涌，暗流丛生
岸边丛林
几无一人
灵江桥上
围满了心急如焚的群众

“这下好了，警察来了！”
“这女子怎么劝都不听！”
“快救人，在那边！”
大家七嘴八舌
语气和眼神
无不焦急万分
循着众人手势的指引
只见一名红衣女子
正慢慢走向灵江中心
她的大半个身子
已浸在滔滔的江水中
随时都有被湍流
卷走淹没的可能
时间就是生命
沈鸥二话不说
拿起救生圈
以最快的速度
向红衣女子奔去
他一边冲刺
一边解下身上的警用装备

“这些设备重，影响速度”
很快来到江边
由于连日下雨
加上江水长久的浸泡
滩涂泥泞，松软湿滑
沈鸥深一脚，浅一脚
跌跌撞撞，步履维艰
而此时的红衣女子
几乎全身都没入水中
只有一个头露出水面
如果再走一两步
误入深水区
如果脚下打滑
突然失去平衡
如果潮水猛涨
暗流袭来
红衣女子完全可能
遭受灭顶之灾
后果不堪设想
沈鸥来不及脱去警服
站在满是淤泥的江堤上
纵身一跃
在空中划出一道
力与美的弧线
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
手中的救生圈
准确无误地
套在红衣女子的头上
无奈红衣女子
一心赴死，不断挣扎
两个人在江中
几度沉浮，险象环生
沈鸥双脚踩不到底
使不上劲
全靠救生圈的浮力支撑

他一手拖着救生圈
一手不停地划水
红衣女子极不配合
不但把救生圈扯掉
还把沈鸥往外推
嘴里喊道

“别救我，让我死”
沈鸥一不留神
呛了好几口水
体力渐渐不支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别做傻事
有话上岸再说
我抓住你了
你就别想跑了”
过了五六分钟
好不容易把她拉到岸边
在辅警的协同下
在环卫工人王理兴的帮助下
警民合力
上拉下推
大家七手八脚
终于成功将轻生女子救回
在岸边的草地上
红衣女子还在哭闹

“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要救我？”
沈鸥和同事们安慰

“有什么事和警察说
千万不要想不开”
在确认身体并无大碍后
红衣女子被带回派出所
医护人员早已就位
滚烫的姜茶
温暖的棉被

也已准备就绪
匆匆赶来的同事
问满身泥水的沈鸥

“电话怎么关机了？”
沈鸥从湿漉漉的口袋里
掏出来一看
新买的手机已被水泡坏

“只要人没事
其他都是小事
手机可以修
如果人没了
那就都没了”
面对笔者的提问

“当时那一瞬间
奋不顾身往江里跳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一点都不害怕吗？”
沈鸥咧开嘴憨厚地笑了

“当时那场景
根本来不及多想
一心想着救人
一定要把人安全救上来
现在想想
也有些后怕。”
经调查询问得知
该女子姓何
系广东佛山人
来临海多年
当日，因感情问题
心情抑郁，跳河轻生
差点酿成悲剧
后联系到她的亲人
她的兄弟将她带回了广东

“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每个人，每个家庭
都是社会的一份子
感情虽是私事
若处理不好，亦伤人不轻
生命尊贵，只有一次
更要善待，务必珍惜
每个人都处理好
家里和家外的人际关系
整个社会就成了一个
和谐友爱的大家庭
恰如这个韶光淑气的四月
和风细雨，草长莺飞
恰如这个温馨美好的周末
春暖花开，一派祥和
这几天
一个仅仅10秒的短视频
在历史文化名城临海
迅速流传
传向四面八方
火爆了网络
刷遍了朋友圈

“沈鸥，你是好样的”
“沈鸥，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那纵身一跳的身姿
不啻是最美的姿势
果断，勇敢
矫健，威武
没有一丁点儿的胆怯
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如鸥鸟张开羽翼
护佑着百姓的安宁
用实际行动
谱写大爱与忠诚
无愧于从警初心
无愧于铮铮誓言
无愧于头上神圣的警徽
无愧于身上藏蓝的警服
将人民警察的职责与道义
演绎得淋漓尽致
诠释得恰如其分

你那纵身一跃，不愧最美姿势
□戴志庭 李达飞

说起青龙偃月刀，大家都会想到三国时
期的大将关羽，温酒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
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所
使用的兵器，就是重八十斤的青龙偃月刀。
而我要说的是一位剃匠李师傅，他也拥有一
把微型的“青刀偃月刀”，而且刀法炉火纯青，
令人叹为观止。

李师傅，临海古城人，十三岁开始学艺，
至今有五十多年剃头的历史。李师傅的爱人
姓潘，杜桥镇柴爿巷人。李师傅爱屋及乌，从
此扎根杜桥老街柴爿巷，开起理发店，一开就
是几十年。

李师傅，年近七旬，个子不高，看起来有
些单簿，但他耳聪目明，背不驼，腰不弯，显得
精神气十足。因为李师傅技艺精湛，价格公
道，所以店里生意总是很红火。

他有一把青龙偃月刀，时常刀不离身，爱
不释手，甚至于睡觉前，也会拿出把玩一番。
他很爱惜这把青龙偃月刀，就像对待自己亲
生儿子一样。他有三十六种刀法，我领教过
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刀。比如，“关公拖刀”：刀
口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酥
酥的感觉，让人十分享受。“张飞打鼓”：刀口
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感觉
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先让
顾客头仰躺在椅子上，在鼻梁下的胡子上涂
上一层剃须泡沫，然后轻轻地刨刮，感觉很舒爽。

李师傅的青龙偃月刀，刀口出鞘，寒光闪闪，令人望而生畏，
但在李师傅精湛技艺的演绎下，显得特别的可爱。开刀，合刀，清
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令人看得眼花缭乱。一把
刀，在头上方寸之地，如入无人之境，上下其手，左冲右突，运展自
如，把发丝打造得赏心悦目。一套绝活下来，他只收15元钱。

闲聊中，李师傅为人坦诚，他说：“我们凭手艺吃饭，不经风吹
日晒之苦，现剃现付，不与人费口舌之争，日子也过得去。”李师傅
妻贤子孝，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令人羡慕不已。儿子对学理发
不感兴趣，他顺其自然，也不强求。最近，李师傅招来一位学徒，
年纪二十岁左右，长得眉清目秀，话语不多，刻苦好学，很受李师
傅器重，李师傅经常在顾客面前夸他弟子好学，技艺日渐长进，后
继有人了。

李师傅闲暇之余，爱养鸟，店里养了几只鹦鹉，只只色彩鲜
艳，令人赏心悦目。其中有一只鹦鹉，是李师傅从花鸟市场花了
几百元买来的，经过李师傅的细心调教，它会简单地说：“您好！
OK！早上好！”让人听了忍俊不禁，可爱极了。李师傅告诉我，有
人曾出高价一万元想买这只会说话的鹦鹉，
他都没有答应卖掉，因为这只鹦鹉花了李师
傅年复一年的培养心血，长年累月下来，对
它有感情了，好像自己的子女一般，怎么会
舍得卖呢？这只鹦鹉还是
个明星呢，曾经上过台州
电视台《阿福讲白搭》栏
目，人气指数一下子飙升
了不少！

李师傅就这样凭着一
把微型的“青刀
偃月刀”，从早到
晚忙碌着，用平
和的心态，守护
着心中的一
片天地……

青
龙
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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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山就想起我的童年想起那山就想起我的童年，，我我
的童年就在故乡那一座座山脉里的童年就在故乡那一座座山脉里
度过度过。。那些山很奇特那些山很奇特，，大多用动物大多用动物
名字命名名字命名：：猪槽坑猪槽坑、、大龙坑大龙坑、、大虫大虫
坑坑、、狮子山狮子山、、眠牛山眠牛山、、山羊山山羊山、、鹰嘴鹰嘴
岩等岩等。。

从我六七岁一直到从我六七岁一直到1111岁的四岁的四
五年光阴里五年光阴里，，课业之余我总是往课业之余我总是往
这一座座山脉上钻这一座座山脉上钻，，那些青山里那些青山里
珍藏着无数的珍宝珍藏着无数的珍宝。。记得年幼之记得年幼之
时时，，父亲砍柴归来父亲砍柴归来，，总会变魔术似总会变魔术似
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把山毛楂或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把山毛楂或
者从柴丛里折下一簇簇山乌珠者从柴丛里折下一簇簇山乌珠。。
说起野果说起野果，，老家的野果满山满坡老家的野果满山满坡
都是都是。。六七岁时六七岁时，，我常跟着邻居我常跟着邻居
玉萍姐玉萍姐、、小冬上山放牛小冬上山放牛，，把牛放上把牛放上
山后山后，，我们就会各自去寻野果我们就会各自去寻野果。。
南岙村山高柴密南岙村山高柴密，，尽管上个世纪尽管上个世纪
8080 年代的村民以山过日子年代的村民以山过日子，，一把一把
把柴刀换来微薄的生活费用把柴刀换来微薄的生活费用，，但但
是厚道的山脉总是很仁慈是厚道的山脉总是很仁慈，，大山大山
的柴木似乎是砍不完的的柴木似乎是砍不完的。。矮丛丛矮丛丛
的柴禾中的柴禾中，，随便一扒就会出现一随便一扒就会出现一
簇簇紫褐色的山乌珠簇簇紫褐色的山乌珠。。山乌珠的山乌珠的
采摘无需一颗一颗撷取采摘无需一颗一颗撷取，，只需将只需将
生有浆果的树枝折下即可生有浆果的树枝折下即可，，这样这样
做有一个好处是不至于让山乌珠做有一个好处是不至于让山乌珠
浆果的汁染了衣裤浆果的汁染了衣裤。。于是于是，，我们我们
不用袋装不用袋装，，手中都是捏着成把的手中都是捏着成把的
山乌珠山乌珠树枝树枝，，紫色的浆果累累于紫色的浆果累累于
密密匝匝的绿叶间密密匝匝的绿叶间。。矮丛的树枝矮丛的树枝
上结着圆形的浆果上结着圆形的浆果，，浆果成熟时浆果成熟时
呈紫黑色呈紫黑色，，顶端冠以宿存萼檐顶端冠以宿存萼檐，，内内
有种子一颗有种子一颗，，形若圆珠形若圆珠，，故名故名““山山
乌珠乌珠”。”。山乌珠主要是食其浆果山乌珠主要是食其浆果
的果皮的果皮，，熟透的山乌珠其味甘熟透的山乌珠其味甘
甜甜。。有些心急的有些心急的，，一折下来就直一折下来就直

接啃着树枝上的浆果接啃着树枝上的浆果，，裂开嘴大裂开嘴大
把大把嚼着乌珠果把大把嚼着乌珠果，，全然不在乎全然不在乎
嘴唇被染得紫红紫红的嘴唇被染得紫红紫红的。。那个年那个年
代农村娃完全忽略卫生的讲究代农村娃完全忽略卫生的讲究，，
不像现在的孩子养成洗洗的习不像现在的孩子养成洗洗的习
惯惯，，幸亏山乌珠有祛风散寒幸亏山乌珠有祛风散寒、、活血活血
破淤破淤、、消食作用消食作用。。

每年的清明前后每年的清明前后，，河边或者向河边或者向
阳的山林地阳的山林地，，长着一种椭圆形的长着一种椭圆形的
浆果浆果，，一颗颗一串串形如橘红色一颗颗一串串形如橘红色
珍珠珍珠。。我记得我太公的坟前就有我记得我太公的坟前就有
这么大片的橘红色果实这么大片的橘红色果实，，老家长老家长
辈称之为蹦蔗辈称之为蹦蔗（（谐音谐音）。）。每年清明每年清明
日日，，我们和孟常叔我们和孟常叔、、孟正叔一起上孟正叔一起上
坟坟，，他们都会帮我摘下一帽子的他们都会帮我摘下一帽子的
蹦蔗蹦蔗。。成熟的果子甜中带酸成熟的果子甜中带酸，，少少
吃一些还好吃一些还好，，若是多吃若是多吃，，牙齿酸痛牙齿酸痛
得连豆腐也咬不动了得连豆腐也咬不动了。。后来才得后来才得
知这种果名为羊奶子知这种果名为羊奶子，，营养价值营养价值
很高很高。。据说这种浆果可以酿酒据说这种浆果可以酿酒、、
做饮料做饮料、、做果酱做果酱，，就连它的嫩枝都就连它的嫩枝都
有药用价值的有药用价值的，，是清热解毒最好是清热解毒最好
的良药的良药。。

野毛楂也是南岙大山奉献出野毛楂也是南岙大山奉献出
的宝贝的宝贝，，每年九十月份每年九十月份，，猪槽坑猪槽坑、、
岭头跨岭头跨、、山羊山山羊山，，漫山遍野都挂满漫山遍野都挂满
了红艳艳的野毛楂了红艳艳的野毛楂，，熟透了的野熟透了的野
毛楂果红皮薄毛楂果红皮薄，，弹珠大小的圆球弹珠大小的圆球，，
宛若一串串断线似的红玛瑙散落宛若一串串断线似的红玛瑙散落
在柴丛中在柴丛中。。摘一颗放入口内摘一颗放入口内，，酸酸
甜爽口甜爽口，，回味无穷回味无穷。。还有山柿还有山柿，，果果
实红得很慢实红得很慢，，一般刚摘下来的果一般刚摘下来的果
实有很浓的涩味实有很浓的涩味，，得放在谷桶里得放在谷桶里，，
埋上谷子埋上谷子，，过个半个月才能转红过个半个月才能转红
变甜变甜。。我是个急性子我是个急性子，，一天要将一天要将
山柿从谷堆里挖出来察看几次山柿从谷堆里挖出来察看几次，，
心里屡屡嘀咕心里屡屡嘀咕：“：“怎么还没变软怎么还没变软，，
咋还不成熟呀咋还不成熟呀？”？”等待的日子总特等待的日子总特
别漫长别漫长、、煎熬煎熬。。往往还没等到真往往还没等到真
正成熟的时候正成熟的时候，，就悄悄地吃掉一就悄悄地吃掉一
大半了大半了，，涩味在那段生活中也成涩味在那段生活中也成
了一种甜蜜的幸福了一种甜蜜的幸福。。

最初让我认识葡萄的最初让我认识葡萄的，，就是老就是老
家的野生葡萄家的野生葡萄，，一根根细细长长一根根细细长长
的藤蔓长满了椭圆形的叶片的藤蔓长满了椭圆形的叶片，，绿绿
绿茵茵爬满山路边绿茵茵爬满山路边。。到了初秋到了初秋，，
在伸展开的枝杈间和一片片绿叶在伸展开的枝杈间和一片片绿叶
之间之间，，长着珍珠般的绿色小果长着珍珠般的绿色小果。。
随着秋色渐浓随着秋色渐浓，，果实也逐渐变果实也逐渐变
红红。。到了深秋到了深秋，，一串串黑红色的一串串黑红色的
野葡萄挤满藤蔓野葡萄挤满藤蔓。。牧童归家牧童归家，，路路
遇野葡萄遇野葡萄，，惊喜得瞪大眸瞳惊喜得瞪大眸瞳，，一点一点

都不矜持都不矜持，，一把将黑果子捋下一把将黑果子捋下，，马马
上放到嘴上放到嘴里大嚼起来里大嚼起来，，其味道甜其味道甜
中夹酸中夹酸，，酸中带甜酸中带甜，，清新可口清新可口，，这这
一天的辛劳都被这一把酸酸甜一天的辛劳都被这一把酸酸甜
甜所代替了甜所代替了，，带上舒畅的好心情带上舒畅的好心情
回家回家！！

这些野果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些野果就是我们小时候的
水果水果，，南岙的大山盛产野果南岙的大山盛产野果，，让让
嘴馋的我们可以吃个尽兴嘴馋的我们可以吃个尽兴。。44 月月
份有蹦蔗份有蹦蔗、、小麦妙小麦妙（（覆盆子覆盆子），），五五
六月份有山茄六月份有山茄，，七八月份有山七八月份有山
姜姜，，八九月有山乌珠八九月有山乌珠、、汤苔汤苔、、山乌山乌
饭饭，，1010 月有野毛楂月有野毛楂、、山栗等各种山栗等各种
野果野果，，除了冬季几个月除了冬季几个月，，其余的其余的
月份里月份里，，只要嘴馋了只要嘴馋了，，到大山里到大山里
一搜就会搜出营养丰富的果品一搜就会搜出营养丰富的果品，，
不仅果腹不仅果腹，，而且滋补而且滋补。。这些酸酸这些酸酸
甜甜的山果甜甜的山果，，就如我们小时候的就如我们小时候的
生活生活，，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山村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山村
里里，，不谙山外的世界不谙山外的世界，，带着一份带着一份
心酸且又透着甜美心酸且又透着甜美。。

南岙的大山绝对慷慨南岙的大山绝对慷慨，，不仅奉不仅奉
献甘甜献甘甜，，还奉献清香还奉献清香。。每当春暖每当春暖
花开时花开时，，山坡上山坡上，，断崖处断崖处，，山道边山道边，，
一大片的杜鹃花艳红艳红一大片的杜鹃花艳红艳红，，一阵一阵
风拂过风拂过，，如流动的血液在山坡上如流动的血液在山坡上
流淌着流淌着。。哦哦！！不不，，杜鹃花就是南杜鹃花就是南
岙脉脉大山的血液岙脉脉大山的血液，，这份不屈的这份不屈的
坚强一点点渗透给大山里长大的坚强一点点渗透给大山里长大的
孩子们孩子们。。杏花微雨的杏花微雨的55月月，，走在蜿走在蜿
蜒的山道上蜒的山道上，，一阵阵清香扑鼻而一阵阵清香扑鼻而
来来，，翠绿色的柴丛中翠绿色的柴丛中，，雪白的栀子雪白的栀子
花正娇羞烂漫花正娇羞烂漫。。山乡的女娃们欣山乡的女娃们欣
喜难掩喜难掩，，一弯腰就采摘了一大捧一弯腰就采摘了一大捧
的花朵的花朵。。这洁白如雪的花朵这洁白如雪的花朵，，不不
就像这一群纯净质朴的山乡小姑就像这一群纯净质朴的山乡小姑
娘吗娘吗？？

我最喜欢老家的野生兰花我最喜欢老家的野生兰花，，静静
静散发着芬芳静散发着芬芳，，青青幽的花叶纯净幽的花叶纯净
质朴质朴，，青白色的花朵优雅青白色的花朵优雅、、从容从容、、
淡定淡定，，圣洁的天然之花圣洁的天然之花，，经风沐经风沐
雨雨，，透着一股傲气透着一股傲气。。我记得小时我记得小时
候候，，父亲经常砍柴回来父亲经常砍柴回来，，两耳根边两耳根边
插着兰花插着兰花，，我们自然欢喜得不得我们自然欢喜得不得
了了，，抢着要他耳边的花朵抢着要他耳边的花朵。。有时有时
候父亲候父亲平均分给我们平均分给我们每人几朵每人几朵，，
有时候有时候干干脆就不分脆就不分，，插进玻璃瓶插进玻璃瓶
里里，，放在桌子上放在桌子上，，满室清香惹得鼻满室清香惹得鼻
子都要香掉了子都要香掉了。。77岁以后岁以后，，我经常我经常

涉山攀岩涉山攀岩，，循香味看到那一丛丛青循香味看到那一丛丛青
白色的花朵白色的花朵，，往往蹲着不肯离开往往蹲着不肯离开。。
这份幽香一直存在我的心田里这份幽香一直存在我的心田里，，因因
而我的网名为而我的网名为““深谷幽兰深谷幽兰”。”。

说起兰花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说起兰花最不能忘记的就是
百合百合。。说起百合说起百合，，我的脑海里浮现我的脑海里浮现
出云裳仙子的百合出云裳仙子的百合，，与人无争与人无争，，静静
静开放静开放。。老家的山高雄奇老家的山高雄奇，，盛产百盛产百
合合。。每到春天每到春天，，芬芳的百合花就会芬芳的百合花就会
优雅而从容地开放在深涧中优雅而从容地开放在深涧中、、断崖断崖
处处，，有一枝独秀的有一枝独秀的，，也有一枝多朵也有一枝多朵
的的。。我们放牛到山上我们放牛到山上，，看到这一丛看到这一丛
丛百合丛百合，，满是汗水的小脸上早已经满是汗水的小脸上早已经
荡漾着微笑荡漾着微笑，，心急的早已伸手攀心急的早已伸手攀
摘摘，，我总是安静地享受着百合带给我总是安静地享受着百合带给
我的清香我的清香。。闻着花香闻着花香，，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就在这幽香中漫度就在这幽香中漫度。。摘一枝百合摘一枝百合
带回家带回家，，深香满屋深香满屋，，不得不由人想不得不由人想
起宋代诗人陈岩写给百合花的诗起宋代诗人陈岩写给百合花的诗
句句：“：“几许山花照夕阳几许山花照夕阳，，不栽不植自不栽不植自
芬芳芬芳。。林梢一点风微起林梢一点风微起，，吹作人间吹作人间
百合香百合香。”。”

3030多年的光阴悄然而逝多年的光阴悄然而逝，，我们我们
的童年再也不会重来的童年再也不会重来。。不知何处不知何处
传来歌声传来歌声，，细听是细听是《《野百合也有春野百合也有春
天天》：》：野百合也有春天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如同一仿佛如同一
场梦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你像
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而
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你可知道你可知道
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深情永不
变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

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一朵野白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一朵野白
合合，，如同做了一场梦如同做了一场梦，，与故土十一与故土十一
年的人生重逢年的人生重逢，，此后却是一辈子的此后却是一辈子的
想念想念。。百合花的春天正如我们的百合花的春天正如我们的
乡情乡情，，爱到入骨爱到入骨，，想着念着也只能想着念着也只能
在心里在心里。。为了那一方水源的洁净为了那一方水源的洁净，，
那回不去的故乡那回不去的故乡、、回不去的山野只回不去的山野只
能深埋在心田能深埋在心田，，永远只能在梦里永远只能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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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4月20日

上午，临海，灵江，一女子投

江。古城派出所民警沈鸥

接警后，迅速带队出警，冒

着生命危险，在波涛汹涌的

潮水中，在松软湿滑的滩涂

上，警民合力，成功救回轻

生女子。救人视频传遍网

络、朋友圈，赢得点赞无数，

一时传为佳话。沈鸥，你那

纵身一跃，不愧最美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