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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市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城市，要在
海滨建开发区。38岁的张凯，便成了开发区
管委会副主任，并负责分管招商工作。

张凯看似文弱，却是个急性子。刚刚走
马上任，便成立开发区招商团出访日本，洽谈
有关合作事宜。随他一起出行的代表团成
员，有年富力强的办公室主任王亮、工作经验
丰富的招商局局长叶长松和从部队转业的工
商局局长李建鹏等人，可谓是兵强马壮。张
凯信心满满，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一炮打响。

张凯一行到了日本，正是樱花盛开时
节。他们顾不得欣赏美景，一行人马不停蹄
地从东京、大阪、名古屋再到北海道的札幌，
一边考察，一边招商。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收
获颇丰。但在招商上，也并非一帆风顺。

这天，虽然天气有点闷热，张凯带领招商
团一行，本着对日方的尊重，仍西装革履地来
到S商业株式会社洽谈合作事宜。

这是一座40多层的摩天大楼，在东京的
黄金地段也是格外显眼，充分彰显了S商业
株式会社的不俗实力。

张凯他们抵达时，S 商业株式会社社长
丸荣先生的女助理和公司高层，早早就在楼
下迎候。女助理20多岁，长相标致，留着披
肩长发。她见了张凯带领的招商团，毕恭毕
敬地行了一个足有90度直角的鞠躬礼。张
凯见状赶紧以热情的握手礼相还。

电梯在48层顶楼停下，年逾七旬的社长
丸荣先生亲自在电梯外迎候，应该说日方对
张凯的来访非常重视。到了会议室，宾主双
方落座，丸荣再次对张凯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张凯同样对日方的热情接待表示了感
谢！开场白应该说很和谐。

随后，丸荣代表公司表达了他们的合作
意向，想独资在开发区的黄金地段建一个购
物中心。张凯一听，立马提出反对意见，并让
招商局局长叶长松就有关招商政策作了详细
说明，然后提出中日双方合资想法。

丸荣的女助理，也是这场谈判会的翻译。
她一边听叶长松的情况介绍，一边给丸荣翻
译。丸荣听完叶长松的介绍，基本同意张凯的

意见。但S商业株式会社仰仗着自己是日本知
名商业企业，提出要占51%的大股份，开发区占
49%小股份。张凯一听，这关乎中方的主权利
益，再次婉转提出反对意见。随着女助理的翻
译，社长丸荣似乎听明白了，眯缝着眼睛不停
地点着头，表示同意我方的方案。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
就在这时，坐在丸荣另一边的一个女子

突然站起身对着丸荣耳语了几句。这个女子
顶多四十岁，是 S 商业株式会社副社长九
川。丸荣听了九川的话，脸上的表情顿时阴
沉下来，翻译的话音未落，丸荣就突然改变了
主意说：“张先生，论实力和影响力，我们觉得
我们就该占51%的股份。”

果然节外生枝了。
张凯看了九川一眼。看来这女人不简

单，竟能让丸荣改变主意。
张凯说：“丸荣先生，要说商业设施，我们

完全有能力自己建，合作只是想把你们的先
进经营理念引进来，加强我们的管理。”张凯
有礼有节地回答。可丸荣显然已听不进张凯
的意见了，仍蛮横地坚持己见。整整一上午，
谈判毫无进展，只得暂时告一段落。

中午，日方宴请招商团，餐厅是在东京一
家高档中餐馆，需要到外面就餐。可是到了
楼下，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厦门前没有
雨厦，大家乘车还需走上几米，这样便会被淋
湿。副社长九川和公司高层各自打伞上了
车，而对张凯一行不管不顾。张凯心里虽然

不快，脸上却带着微笑，只是让车再靠近一
些。这时，只见社长的女助理抱着雨伞跑过
来，将代表团成员一个个送上了车。

席间，张凯在交谈过程中得知，女助理叫
中村，曾在哈尔滨留过三年学。

日方失礼，我们不能失礼。宴请过程中，
张凯带领招商团的同志向日方敬酒。可这位
副社长九川，不知是傻，还是故意装傻，据说
也算半个中国通的她，竟然提出这样一个无
知的问题：“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老是要敬酒？”
脾气火暴的工商局局长李建鹏，早就憋了一
肚子火，在谈判桌上，出于礼节，也就忍着，此
刻实在忍不住了。心想，你还是半个中国通
呢，竟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九川女士，听
说你也是个中国通，难道这点常识都不知道
吗？我们中华民族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中
国有句俗语：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
枪。在中国，对尊贵客人必须要敬酒。”弦外
之音，我们敬酒是把你当成朋友，否则，我们
还有猎枪等着你。九川听了此话，刚刚还一
副得意的样子，顿时像霜打了一样。

张凯和李建鹏一样，非常厌恶九川。于
是对九川调侃道：“九川女士，我越看你越像
一个人。”九川睁大眼睛好奇地问：“像谁啊？”

“像我们中国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人。”
“是谁？”“妲己”。“妲己是谁？”“是一个助纣为
虐的妖精。”不知漂亮的九川和日方的其他人
是否了解中国这个古老故事，只见女助理中
村捂着嘴在偷偷地笑。

一说一笑，大家又回归正常用餐。不
久，服务生端上来一道日本豆腐，这道菜吃
起来鲜嫩爽滑，办公室主任王亮随口夸赞了
几句。聪明的张凯借此机会，就给丸荣讲起
不久前发生在中国的一件事儿。

一家日本企业和中国合资生产出一种
叫山海关的豆腐，这款豆腐刚刚投入生产，
便卖得非常火爆。该企业并没有因为生产
豆腐是微利，而享受优惠政策，但效益非常
好，企业发展前景也很不错。随后，张凯又
借山海关豆腐的事例，郑重地对日方说：“丸
荣先生，我们开发区目前讲究的是先生产后
生活，现在进驻开发区的企业全部是工业企
业，贵公司如果和我们合作成功，将作为第一
家进驻开发区的商业企业，独一无二的优势，
会使企业发展前景很好，我们的合作要看长
远哟！”

丸荣一边听着中村翻译，一边频频点
头。张凯对日语虽然不全懂，但中村的翻译，
他还是能听懂一些。中村不仅将他说的话如
数翻译，还将她对中国的理解也加了进去。

或许是张凯的真诚打动了丸荣，也或许
是女助理中村在翻译过程中加进了她自己对
中国的描述，丸荣竟然不顾九川的反对，同意
了和开发区的合作。那一刻，张凯看见中村
伸出手对他做了个“OK”的手势。

和S商业株式会社签完合作协议那天，
张凯他们刚走出门，却见女助理中村站在门
外。张凯走到中村面前，说了声谢谢。没想
到中村却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要谢的
是你们，只有这个项目成功了，我才有机会再
次去到可爱的中国。”

张凯说，那我们就在中国等您！
中村说，中国见！

智智 斗斗
光 宇

许是人到中年多愁善感的缘故，这几年，
我总是被一些事情感动着，常常抑制不住幸
福的泪水。

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写道“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对于彼时那烽烟四起、灾难深重、
积贫积弱，却已出现民族觉醒、透射出“无比
温柔的黎明”的祖国，诗人表达了自己真挚、
热烈的情感。

今天，历经几代人的顽强拼搏和不懈奋
斗，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短短
几十年间，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幸
福指数和国家综合影响力令世界艳羡，一切
都在沿着党设定的宏伟目标稳健前行。而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亦是对她爱得深沉。

前段时间，重庆北碚发生特大山火，一张
夜间航拍的照片火爆刷屏。照片里，左边是映
红半边天的熊熊烈火，右边是曲折蜿蜒、绵延
数里的微微星光。那星光，是往山上运送灭火
器、干粮、水、冰块等物资的无数志愿者头顶上
的矿灯发出的，宛如一条游动在山间的“银

蛇”。照片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表示震撼，
更有人拿重庆山火全民救援、几天就扑灭的优
异成绩和其他国家山火持续2个月甚至半年作
比较，惊叹于国人的团结、英勇和为了人民与
国家财产不惜一切的民族精神。

说实话，那一刻，我泪流满面。的确，在
大灾大难面前，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屈服过、放
弃过，而是以“越是艰险越向前、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英雄气概，团结一心，舍生忘死，即使
面对再大困难，也要拼出一条血路！

也有人拿那张照片和淮海战役时人民群
众肩挑背扛、用独轮车往前线运送粮食的照
片比对。虽已跨越时空，但那种刻在国人灵
魂深处的传承没有变。陈毅元帅评价“淮海
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
今天，我们说，山火的扑灭，是无数个龙麻子
式的英雄用山地摩托骑出来的。此情此景，
令人难掩激动！

有网友说“川渝人是有些英雄气在身上
的”。其实，在炎黄子孙身上，都是有英雄气
的。平日里，大家散落人海、平凡如泥，可一旦

发生灾难，便迅速集聚，成为一道最亮的光。
发生在四川泸定的地震灾害尚未结束，

感人场景频频上演。消防队员在汹涌湍急、
恶浪滚滚的山洪上方拉起一条钢索只身攀
缘，被网友誉为新时期的“飞夺泸定桥”。不
由得让人想起14年前汶川地震时，解放军空
降军“敢死队”在震中映秀地区气候条件恶
劣、地面状况完全未知情况下的冒死一跳！
这一幕幕，何曾相似！我们的子弟兵，永远都
是人民最值得信赖托付的人！

近三年，新冠肆虐，疫霾笼罩，我们的生
活都过得谨小慎微。然而，普通大众只需遵
规守矩、配合支持，有一些人却负重前行，默
默守护着多数人的平安。广大医务人员白衣
执甲、向战而行，用生命护佑生命，还有“橄榄
绿”“守护蓝”“志愿红”“外卖黄”以及社区干
部、新闻工作者等，肩并肩、心连心，风雨同
舟、共克时艰，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共同书写了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为全球抗
疫竖起中国样板。

其实，他们也是凡胎肉身，但在危难时

刻，都能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哪有什么白
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治病
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非典时你们保护我
们，现在换我们来保护你们”，一句句朴实的
话语，却常常能触碰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柔
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根植于中华
民族基因与血脉里的坚强不屈、团结拼搏、良
善友爱等优秀品质总能给人以温暖和感动！

涓涓细流，汇聚成海；萤火虽微，可堪皓
月。在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激励
下，一代代华夏儿女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
打，才成就了现在的国富民强；才有了“中国
取得现行标准下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消除绝
对贫困”的庄严宣告；才有了新冠患者治疗
成本居高不下时，中国公民全民免费救治；
才有了其他国家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
而我们“风景这边独好”的闲庭信步；才有了
更多凡人善举层出不穷、良好社会风尚遍地
开花的温暖……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如果
泪水都是幸福的，我宁愿自己的眼睛永远朦胧。

幸 福 的 泪 水幸 福 的 泪 水
张亚锋张亚锋

我喜欢枫叶，可惜枫
叶红时总多离别。

我离开故乡那日枫
叶 正 红 ，踏 上 离 去 的 车
辆，任它慢慢地将我与故
乡分离。车开得太急，将
我的童年和人生中最无
忧的时光连同故乡扔在
身后，我只能草草地收拾
些零散的回忆，忽地离开
了。太多再见还没说出
口，便逸散在风中。

其实真正的离别，没
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
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
个和平常一样的清晨，
所有故事就此画上了句
号。我望向窗外，我生
活过的街巷，游玩过的
公园，车辆经过我每天
上学的路，可这次驶向
了相反的方向，还有连
绵的山峦，一幕幕向后
退却着，为我的童年做
华丽却落寞的谢幕。

景色变得荒凉，只见
雁阵随风。车辆将我带
上陌生的土地，下车的刹
那，我似乎是长大了，心中笼起莫名的雾霭，后来才
明白那叫“乡愁”。路边仍有如火的枫叶，却不似故
乡那般温暖。抬头望向蓝天，云隐雁鸣。大雁别叫
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啊。

自那以后，我无缘再见故乡土地上的夏蝉冬雪、秋
雨春雷。故乡的模样，定格在枫叶红时的秋天。来到
新的地方，生活变得忙碌，不似在故乡那般悠闲自得。
虽然后来也回去过，只是来去匆匆，只有那抹深红，埋
藏在记忆深处。再后来，我少有回故乡的机会，也几乎
不再与故友联系，也不会因为思念落泪。往事像一个
个不真实的梦，偶然在一个清晨，不经意间发现枫叶红
了，驻足片刻，只道天凉好个秋。

看到枫叶，总会想起故乡。其实我的故乡与枫叶
并无什么直接联系，仅是小时候偏爱那一树丹色，离乡
时又多看了一眼那红叶，便固执地将故乡与枫叶联系
在一起罢了。枫叶是秋天的信使，当第一片青翠的叶
子染上淡红时，秋天便悄然而至。此时，踏上青山，耳
畔不再是夏虫的嘈杂，而是秋虫的寂寥。秋意蕴藏在
红枫中，然后蔓延，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探手撷红叶，
遥寄一相思。秋风随至，将红叶带向远方，我看着那片
红叶在空中化作一只枯蝶，飞向彼端。

人一生不过百年，就如一叶红枫，于天地而言，不
过转瞬。所以，又何必去追求一些虚无的东西，当下拥
有的才是真实的永久。在短暂的生命中，去感受那些
不变的存在吧，比如爱，比如遗憾，比如希望。既然早
就离开故乡了，那我就走得更远些吧。游历四方，看不
同的景色，去聆听清风的吟唱，去感受岩石的坚守，去
直面雷霆的威光。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等朝阳升
起，伴皓月皎洁，掬一捧星辉，赏一抹霞光。抑或待春
去秋来，听夏蝉冬雪，折一枝柳条，寄一封信笺。我们
都是普通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见证美好。旅途
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不必匆忙，在那之前，多去感受
这个世界吧，用双眼、用文字、用心去记录这悄然时光，
描绘岁月经纬。当然，在这场旅途中，也别忘记去看那
一抹深红，别忘启程的初心，别忘来时路。

眼下又是秋，愿枫叶红时，能赴故乡。

秋
来
枫
叶
红

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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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春日中午，因为疫
情，我竟有了倒在床沿上半
梦半醒的缱绻时刻。一缕阳
光从帘间溜进来，划破了屋
子里的昏暗，一些若有若无
灰尘似的东西在光里翩跹。

我呆呆地看着，几声清
脆的鸟鸣响起，忽地想起撒
在窗台的几粒糙米，是有小

雀光顾了吗？我蹑手蹑脚下床，把头伸进光束里，几只
麻雀扑棱着翅膀，隐入了窗外浓郁的绿意中。

打开窗户，一片绿色扑面而来。郁郁葱葱的绿几
乎遮天蔽日，抬头不见顶梢，有几处枝丫竟俏皮地爬
上了二楼的窗棂。舒展的叶片离我不过咫尺，眯眼
一看，一只七星瓢虫竟贼兮兮地悠在眉叶边上，触手
刷子似的挪动，又忽地跌下消失了踪迹。高些的枝
儿上还有一只蚂蚁正在摇头晃脑地攀爬，它是经历
了怎样的冒险才爬这么高呢？

我后退两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一些散乱的记忆
在光影里渐渐清晰起来……奶奶和我发现花盆中的桃
树苗时，它已经快冲破盆了，像个朝气蓬勃的小少年挺
直腰板。奶奶说：“把这树栽到炀炀窗户下面去，将来
长几个红红的桃子给我孙儿吃!”三岁大的我当时是怎
样流着哈喇子跟在爸爸后面栽树的，细枝末节早已忘
却，但心里的喜欢和期许，却和这桃树一样，年年疯长。

桃子的成熟总是不声不响，它们静悄悄地藏在枝
叶间，如果你不仔细找是瞧不见的。直到不经意的某
一天，它的尖儿会染上一点点娇嫩的粉，这种粉色会在
逐渐攀高的气温中沉淀为诱人的胭脂色，直到熟透。
这时候，我们会带上盆儿篮儿摘桃儿。

桃子的卖相不是很好，青中带白，比妹妹的拳头大
不了多少。妈妈一开始对这毛茸茸的桃是望而却步
的，在我和爸爸的一再“怂恿”之下尝过后又赞不绝
口。桃子爆开的汁水炸开了我们的味蕾，脆生生，甜丝
丝。顿时，小小的客厅竟被“咔嚓咔嚓”声填满。

当年，我常常担心窗外那瘦弱的桃树第一次承受
风雨洗礼时，叶片会飘零入土，仅剩的枝条经不住风雨
的吹打。奶奶却说：“这是它该受的劫！”果然，雨打掉
了不结果的枝条，之后桃树长得更高更密了。

风来了，将桃树搅起层层涟漪。我的窗户半含着
这棵桃树，这棵桃树张开绿色的臂膀环抱我的窗。在
桃枝起起落落的身影中，奶奶的笑容又一次浮现在了
我的眼前，只要这棵桃树在，念想就一直在。

窗含半树桃枝绿
王宜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