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看到的文学作品和记
忆里，女人都是特别美的。我
和贾宝玉一样，认为女人是这
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性别。我的
童年时光是在乡村里度过的，
每到春天，村里的姑娘都会用
细细的冒着新芽的柳条辫小
辫、编花篮、编花环戴。我和邻
家姐妹早起后，在窗下辫起自
己喜欢的发型。在我记忆里，
那种感觉特别美好，自己如同
古书里那些足不出户的深闺小
姐一样，对镜晨妆。多年后回
想仍是感动，总觉得那个镜头
就是一个最美丽的画面。

梳洗饭后，我会和姐妹们
相邀去上学，在路上听着小鸟
的欢唱，联想着从闲书里看到
的对联：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
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
叶卿卿暮暮朝朝。我们一边掐
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一边放
肆打闹。顺着柳堤走到学校
时，手里的花篮也编好了，在路
边随手采一把小花放在篮里，
然后放到讲台上。看着老师带
着赞许的眼光掠过那个新鲜的
花篮，那个季节的春天和我生
命的春天融入一体。下课了，
有时候老师会微笑着说，谁的
手这么巧啊，这个花篮这么别
致，我拿走了哦。透过窗户，看
到老师站在院里和几个女老师
欣赏花篮的样子，那种少女的
自负和自傲就不由自主地散溢
开来。

放学回家，我要帮着家人
做饭洗衣服。村里有一口非常
大的水塘，水塘盛载着村里很
多女性的快乐，她们有的在水
塘边洗头发、玩水，有的在洗衣
服，有的在洗菜，有的在用小盆
摸鱼逮鱼。信阳水泽丰富，各

个村落都有数个大小不一的水
塘。当大婶们一手拽着被角，
另一手将被单子远远地抛开撒
向水塘撑开时，随后会听到哗
哗的水声和大婶用棒槌捶打被
面的清脆。

放暑假后，大柳树下，村里
的女性团聚在一起乘凉，每人
手里都有活计。那个时候是村
里女性展示自己手艺的好时
光。我和村里的姑娘向大姐大
嫂大婶们学绣花、钩花、做鞋
垫、织毛衣。三五个女孩子坐
在村头草地上，一边嚼着菱角，
一边相互看绣花的绷圈松紧与
否，然后对比着所绣的图案。
记忆里有一段时间，说哪个出
口公司相中了我们附近村里一
个大姐的钩花垫，提出要十万
件用于出口，消息传来，方圆附
近的女性像炸开了锅，稍微闲
些的都去买线准备钩花。我对
出口钩花垫不感兴趣，就主动
撤离姐妹们的聚集地，偷看起
了小说。

有一天，我在屋后大树下
偷看书时，听见村里热闹异常，
跑去一看，原来是曹卫妹妹、雪
琴妹妹及英子、玲子和几个姑
嫂，她们利用一个暑假居然钩
了一万多个花垫，外贸公司验
收合格，专门来送贺礼呢。看
到一堆姑娘媳妇快乐的样子，
我打心眼里为她们骄傲。小姑
说，你也钩啊，你手巧，一定比
我们钩得更快，我笑说我懒。
其实钩花相比书里的诱惑，终
究是弱了太多。

村里的秋天比较忙，除了
放学回家能看到村中女性忙碌
的身影和一些必要的接触，大
家交集无多，但一到冬天，女人
的世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在

一家背靠阳光又没有风的院子
里，你基本上能找到一个村子
里的女性，她们又聚在一起织
毛衣、绣鞋垫、缝补衣裳。只要
想学，没有学不到的女工手
艺。大家在一起一边干活，一
边说说张家长李家短，说说谁
的男人或者村里奇人乐事，遇
到嫂子婶娘们说起黄色笑话放
肆嬉笑时，小姑娘听得面红耳
赤，心里怦怦乱跳，装作没听见
低头绣自己的花。院子里的孩
子们只要一打闹，姐妹姑嫂婶
娘们就让我给大家讲故事，于
是我把《三刻拍案惊奇》等闲书
上看到的故事一一开讲。冬天
的下午天黑得比较早，有些没
有听够故事的孩子及姐妹就跑
到我家来，在我家听我讲，经常
有小孩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远远传
来婶娘呼喊小孩小名的声音和
狗叫声，我们才一一散去。母
亲最喜欢我在家给村里人讲故
事，她一个人在家做衣服容易
瞌睡，只要一堆人在我家，她就
能多干些活。

离开乡下已二十余年，时
常听老家人传来村中姐妹、姑
嫂和婶娘们的事情，她们不是
外出打工，就是远嫁他乡，当年
的嫂子们也都进城打工了，留
下当年的婶娘们在家看房带孙
子。有一年回家乡，在村里转
了一圈才找到几个老人。当年
姑娘的歌声、玩游戏的笑声、婶
娘们喊小孩子的乳名声、老人
骂孩子声、水塘里棒槌捶打衣
服的清脆声……都没有了，村
里那口大水塘已变黑变绿，四
周长满了青蒿植物。

每每想起那段在村里的日
子，我都忍不住快乐起来。既

美且静的乡村和心灵手巧、纯
朴善良、安静贤淑的乡村女人，
演绎了吴冠中那些大师笔下一
幅幅永恒的生命之美画卷。乡
村的土地滋养万物，可是没有
女人的土地，一切都是荒芜的。

曹雁雁，历史小说作家，代表作
有长篇历史小说《孙叔敖》、《息
夫人》、《大清相国周祖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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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下午，我和作家孙
瑜一起，去看李佩甫老师。也
只是很平常的拜访吧，却聊了
两个多钟头。我拿出1999年
华夏版的《羊的门》，让他给签
了名，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越
扯越长了。

1999年，我二十多点，正
是浪里浪当的年岁。工作呢，
一帆风顺地干着；文章呢，风花
雪月地写着，还有女孩子偷偷
地喜欢呢。日子像灌了浆的麦
子，眼看着就有希望了，眼看着
就收割了。拼两句诗形容那时
候的我叫“少年不知愁滋味，春
风得意马蹄疾”。可谁想着就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呢？真的就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
一声雷响，就靠边站了，就失业
了，就没工资了，日子一下子就
黑了，人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了。闲极无聊，人像小兽样在
郑州的大街小巷里游走，可到
处都是陌生的街景与陌生的人
脸，大热的天，心却是冰与冷
的。是在郑州文化路与丰产路
交叉口吧，一处小书店吸引了
我，进去，李佩甫新著《羊的门》
赫然入目，毫不犹豫就买了本，
因是那是我喜欢的作家呢。上
高中时，为了看他写的电视剧
《颍河故事》还缺过晚自习的课
呢。

租住的屋中，没有空调，身
下是一张凉席，眼前是一本新
书，就那样躺着读。用了几个
日夜读下来，读得热血沸腾澎
湃，心里面生出了巨大的力
量。心想，还是要把无穷无尽
的日子过下去啊。那时，并不
知道《羊的门》是佩甫老师的立
身之作，只知道那是本好书，是
能给人以光与热的书。

那年冬天，经人介绍，我进
入一家报社做了夜班编辑。是
那种下午上班，夜晚十二点下
班的工作。那个工种，一干就
是三年。那三年，辛苦，但没白
过。除了工作，我几乎把所有
的白天都用在写小说上了。那
是我发表作品最多的三年，井
喷一样，弄得人见了都说咱是
靠编瞎话挣钱的人。那时，刚
好佩甫老师的新著《城的灯》出
版，我力荐那家报社的总编给
做了连载，也算我偷一样给佩
甫老师做了件好事吧。

那时，我已买房置业，娶妻
成家，总觉得，日子可以安安生
生地过下去了吧。可天有不测
风云，我供职的那家报纸被其
他单位给收编了，点背的是偏
我人没被收编，我再次沦落在
江湖之中。为了生活，我四处
奔波。当过枪手，做过外企，给
人写过剧本，没白没黑地找饭

票。后来，干脆自己扎下营盘，
开起了公司。生意江湖上的水
深啊，不过也算命硬吧，在闯过
若干急流险滩以后，总算有所
斩获，一家人过上了小康生活。

生活稍稍安定，我的文学
心又蠢蠢欲动，用张宇老师的
话说是文化人的臭毛病。我开
始编辑我的文字，谋求出版文
集。原本想给人生一个交代算
了，没想出版以后，竟有了些好
评。于是，在人帮助下又开了
一个讨论会。在开讨论会前，
我把五卷本文集送给了佩甫老
师，心想也只是一个流程而已，
他不一定看。可没想到他竟把
其中的两部长篇《城市课》、《鱼
的海》给看了。讨论会到了许
多大名鼎鼎的人，说老实话，很
多人都不熟啊，心里一点底都
没有。那时，佩甫老师是河南
省“五个一”工程评奖专家，忙
着国家的大事呢，想着肯定也
来不了，没想，他竟准时出现在
了会场上。他第一个发言，他
说在看完《城市课》《鱼的海》以
后，如果给我的小说定一个文
学标尺的话可以参照著名作家
路遥的小说。他一定调子，会
就开得顺风顺水了，讨论会就
圆满成功了。第二天，许多媒
体给讨论会以大篇幅的报道，
其中有家媒体竟以《李佩甫：郭

昕笔下的人生让我想起路遥》
为题作了报道。我算是沾着佩
甫老师的光了。后来，许多哥
们都涮我是河南的路遥。其
实，我哪里能比路遥啊，时间过
去那么久了，《平凡的世界》、
《人生》等路遥作品仍然是当今
大学生借阅最多的书，路遥在
青年人的心里，那是神啊。不
过，看着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
上，心里还是像吃蜜样的甜。
美过之后，压力又来了，难道说
自己的文学路就这样走到头了
吗？自己就可以不写了吗？驴
一旦被套上了磨道，就自然得
转圈，没有谁逼，自己又拿起了
笔，还是写长篇，一写就是三个
年头。

新长篇《驯风记》杀青后，
想想，得去看看佩甫老师了，得
跟佩甫老师扯扯文学了。于
是，就有了跟佩甫老师两个多
钟头的长谈，谈了什么，太多，
太杂，也不好理出个头绪。不
过，一种文学的精神就种在心
里了。回家，我把那本签名本
放在了床边的书架上。啥时冷
了，可以暖暖心啊。

郭昕，男，河南商水人，现居郑
州。著有长篇小说《城市课》、

《鱼的海》等。有《郭昕文集》五
卷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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