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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中，新西兰政府的抗疫举措为西方世界做出了表率。

锁国闭关
这辈子没 想到会有面对 锁
国闭关的一天，如我这样经过乱
世的人会本能四处奔逃，没想到
却真遇上了全民闭关的事。
疫情初发 时我还在悉尼 家
中，得到的疫情凶险程度信息极
少，不过有朋友家在武汉，总是
担心关注的。且澳洲新西兰离中
国甚远，尽管本能地知道应该买
些口罩和简单药品以防万一，想
着，但是没有行动。
那天在悉 尼机场候机回 新
西兰时，买口罩的念头一闪而
过，又放弃，因为有一小包口罩
是几年前回国时买的，收拾行李
时全带上了，当时想，新西兰真
有疫情出现也许用得着。
出奥克兰 机场就在亲戚 家
住了两夜，婆婆去年离世后，我
们不用继续在这城停留照顾老
人家。两天后去华人超市买些乡
下买不到的亚洲食品和调料，开
车出城朝我们的远北牧场奔去。
在悉尼城 中舒适生活一 段
时间，其实蛮想念单纯宁静海边
牧场生活的。按计划 4 月份再回
悉尼，机票也预定妥当。
牧场上的事情繁多忙碌，大
洋那头的疫情发展凶险，每天早
晚看看微信上电视上的各种消
息，武汉人遭遇的一切出乎预料
想象，有种感同身受的痛淤积不

□ 胡仄佳

消。
新西兰普 通人也 开始 惶 恐
焦虑，不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
了。和朋友亲戚聚会见面时，这
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记得新西 兰政府 宣布 正 式
闭国的前两天，我已有惶惶预
感。那是个阴雨天，
我说去 40 多
公里外的小城超市购物吧，其实
冰箱里的食物再吃一周也够，可
心底不踏实，暗地里想多买几瓶
洗手液放着。
小城的超市很大货物齐全，
洗手液厕纸都如常摆在那里，顾
客比平常多些但没人真抢购。转
来转去，最后一狠心拿了包两公
斤装的面粉、两盒黄油和几盒肉
时还被人讪笑，家里常规两人，
眼下暂时三人，再能吃，买半推
车各种食物也有点可笑。
两天后 新 西 兰 真 从 3 级 警
戒转入 4 级警戒，关闭国门也禁
止国人随意走动的规定不是说
着玩的，新西兰人真的就这么闭
关了！
在我家做客的亲戚傻眼了，
原本他计划走走停停的，下一站
是去看老朋友然后回奥克兰女
友家。4 级警戒下，他不能出门，
女友也无法开车来与他会合，他
只能和我们在北岛的远北乡下
不知止期地待一段时间了。

蛋鸡，食物充分的情况下每鸡每
日贡献鲜蛋一枚。清晨饿了它们
会大声咯咯哒哒叫唤，于是喂鸡
后才是我才回屋吃饭的时间。
其实我可以把它们真 正 敞
放，家旁的林子草地里虫子草籽
才是它们的真爱，但想着要去林
子灌木草丛中四处寻野鸡蛋就
觉代价太大，我还是把它们留在
鸡舍里伺候简单。
而且封国后鸡们和小 菜 园
的份量立刻凸显，每周去超市购
买新鲜蔬蛋的日子没了，缺了新
鲜鸡蛋很多菜都没法子做了。再
说鸡粪还是上好肥料，鸡舍旁边
小菜园子里的葱姜蒜黄瓜小萝
卜陆续收成颇丰，牛粪鸡粪功不
可没。
闭关中每天在牧场鸡 舍 菜
园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有功
于我的鸡们牛们菜园子的感情
渐深，发现老母鸡下软蛋了会赶
快喂点贝壳粉，菜园子缺肥了赶
紧戴上胶皮手套去捡些牛粪，掰
碎了撒进菜地，顺便发现牛粪特
别环保干净，没有一点臭味。
只不过三脚猫业余农 民 缺
乏常识，不懂种过几次菜后的土
地需要深挖翻土再下种，还奇怪
小红圆萝卜以前长得都好，怎么

这次就不行了呢？要不就是施肥
过猛把黄瓜藤给根部烧烂，可怜
长得上好的脆黄瓜藤突然焉掉
……不由得自嘲城市长大的人
太傻。又同时意识到人的潜能一
旦发挥出来，只要有兴趣肯学，
很多事是能做得很专业很好的。
亲戚也很快进入状态，他本
来就对环保有兴趣，有还新西兰
以自然植物面貌的强烈意愿。他
开始对我们牧场上那片政府保
留地动手起来，每天去清除那些
生长不知多少年的烟草树、苏格
兰荆豆灌木、缠丝兔藤等有害外
来植物，痛下狠手，锯、拔、拉多
般武艺并用来。闭关以来竟清理
出好大一片美丽清爽自然园林
来，光是他拉扯下的缠丝兔果实
就有几百斤重。
植物蚕丝兔这个名字 是 我
取的，新西兰人叫它 Moth plint。
这是种藤类植物，缠绕在高大植
物上生存。这种果实成熟后，每
颗会释放出上百颗微粒蒲公英
般的会飞种子，落地等待环境温
度适合了，哪怕沉睡 20 年也能
再发芽生根，之后攀援上遮盖大
树树冠，最后是树被压迫缠死，
是种极讨厌非常难缠的有害植
物。

闭关中，三个人各自实实在
在做了那么多事情，想想很不可
思议。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 生 活
状态简单又丰满。在自己土地上
闭关，不戴手表不拿手机就真想
不起今夕何夕。
买下这不大牧场的头几年，
多是从澳洲飞来，短暂停留些日
子，换换环境，做点农活又飞回
澳洲的城市生活中去。近两年在
牧场待的日子越来越多，越来越
喜欢这样的环境，夜听海涛入
睡，清晨自然醒来时也只有鸟鸣
涛声，时间随风过去。
新西兰北岛的远北地方，有
邻居在这里住了多年后，打算卖
掉他们的海边林中家园，去大城
市奥克兰的激流岛上买房买地。
他们专门去激流岛上考察一番，
又雇船请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提
供他们想知道的种种细节。
那人得知他们喜爱丛 林 大
海，热爱潜水观鱼寻求海域清澈
干净的想法，笑嘻嘻反问他们从
哪里来后，一句话就打消了他们
卖掉远北家园搬去奥克兰的念
头。这人说：你们寻找的一切已
经都有了啊？！闭关中，朋友说幸
好没搬去奥克兰啊！

只有庆幸，没有抱怨

牧场生活
谁都没遭遇过闭关，有些回
不过神来的感觉，好在乡下牧场
有足够大的活动空间，在此环境
中不出牧场范围就不违规。牧场
上要做的事很多，不会闲着。业
余农民的我们几乎马上进入角
色，那时候还天天关心什么时候
有雨，
最好下大雨。
从去年底到今年头几个月，
新西兰有了我从未见过的枯黄
色彩，长时间的旱情令我们的小
牛们油光水滑的毛皮也变得棕
黄无彩，干旱下牧草生长的速度
赶不上小牛们的胃口，牛渐瘦可
怜巴巴的。
全世界人类面对 的疫情 它
们全不在乎，冲人呣呣低沉叫唤

的牛语意义清晰，那就是美味牧
草在哪里。鲜草缺失，幸好还有
几年前收割下的干草包，味道即
使不算最佳也比没有食物好。
闭关前还有有经验的 农 民
朋友指点我们去买了一桶澳洲
进口的浓缩蔗糖汁，稀释后撒在
已经没多少养分的干草上让小
牛们吃，小牛们需要补充糖分。
直到老天仁慈终于下 几 场
雨，牧场转眼恢复绿意，小牛们
暂时不需要我们时时照顾，只需
每隔几天把它们赶到不同的牧
场一角去，有食物它们就很安
定。
养的几只鸡我每天却 一 定
要去喂食，这种叫嗨兰的母鸡是

牧场闭关中发现，有些物品
是自己无法生产的，像汽油厕纸
咖啡黄油面粉等基本用品不买
不行，储备见底时就不得不出
门购物两次。每次戴口罩眼镜
手套，还重叠穿上两套衣裤，购
物后在自己车前脱下外装包括
鞋子装进特备的袋子，消毒液
洗手再上车，回家后立刻把换
下的衣裤鞋袜放进洗衣机热水
洗，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
的安全。
尽管那么小心还是有 点 紧
张，小城里的主要居民是毛利
人，总有不管不顾的人出门乱
跑，惹得当地毛利医生拍下视频
大声疾呼，警方立即跟进要多派
警力去小城执勤。
新西兰人总体很支持 闭 关
政策，可只要有一患者随意出
没，擦身而过的路人中也是有中
招可能的。
闭关中有几位住在附 近 的
好友太重要了，好友间以物易物

互相帮助，我拿得出手的鸡蛋、
冬瓜、蜂蜜之类，换回龙虾、鱼、
板栗和无花果等，令人喜出望
外。
对方赠物太丰盛时，我再做
两三道川菜回赠致谢。原始交易
时我们还是按政府要求彼此相
隔两米左右距离说几句话，要不
就把各自物品留在牧场或朋友
家大门边，短信告知后朋友去自
取。
换回的龙虾海鱼拿回 家 随
兴炮制出一顿佳肴，配上红白葡
萄酒，那个夜晚便是闭关中的美
妙时段。
海边牧场附近有海胆牡蛎，
牧场中有可食用蘑菇黑木耳自
顾生长，有野兔野孔雀可合法狩
猎，自己的土地上有蔬菜果树，
有房屋遮风避雨，有电视手机电
能煤气汽车等必需品，该有的生
存条件都有了。
这次闭关还有一个奇 特 体
验，那就是对现代物欲追求降到

了最低点，现金几乎无用的日子
既真实又荒诞。
现在真切 懂 得 了 世 界之 脆
弱，一场病毒疫灾足以让全球
所有国家颤抖，不得不“闭关锁
国”以求自保，貌似强大的人类
和国家在如此灾难面前不堪一
击。
且不说武 汉人遭遇 到真 正
生死，远在世界尽头的小国新西
兰，仅仅闭关几周已经并将继续
给人们的生活、整个国家经济带
来巨大冲击，影响深远。要是在
澳新两国闭国前回了澳洲，宅在
城市的家中这么长时间感觉肯
定不同。
在新西兰这“小泡泡”环境
里，在自己的土地上闭关生活这
样一段时间，只有庆幸，没有抱
怨。
胡仄佳：新西兰籍华人女作家，
代表作有《风筝飞过伦敦城》
《晕
船人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