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我们从西昌向着大凉山进发，
山路弯弯，蓝花楹盛开如画。
邛海湾的美丽，彻底颠覆了北京日报作家笔会一行

人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的以往印象。有
人说，只知道西昌是一座发射卫星的英雄城，哪成想，它
是坐落在邛海湾畔的一颗明珠啊！我的兴奋，不亚于同
伴们。本文开头两句，就是我记在笔记本上，初到西昌
构思的一首诗的头两句。大客车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
对蓝花楹——这种只生长在本地的“树花”，喜欢得热
烈，讨论得更热烈。于是，陪同我们的《凉山日报》的何
总，不得不临时叫停了大客车，我们都下车来好好观赏
这种叫“蓝”却颜色紫红带粉，且开满了一树的奇异之
花。至于为什么叫“楹”，为什么是这个“楹”字，何总到
底也没说明白。

赶紧上车，更美的景色在前方。前方，是彝家新寨
安哈镇。

邛海的臂弯里藏着一颗明珠，
走进彝寨，主人招呼一声：瓦几瓦！
这是我的诗的下两句。我到过苗岭，去过瑶寨，也

曾在神秘的泸沽湖“女儿国”的摩梭人家里做客，今天走
进彝家新寨，还是平生第一次。不能不感叹我们祖国的
家园真的好大！曾在雪域高原和藏族兄弟互道一声：

“扎西德勒”，也在天山脚下与维吾尔族姐妹共唱一曲：
“新疆，亚克西！”此时，主人告诉我们：来到彝寨就说一
声“瓦几瓦”吧。

“瓦几瓦”，就是扎西德勒，就是亚克西，就是吉祥如
意，就是好，真好！

一排人在狩猎场挽起了弓箭，
但见山里的鸡兔野猪却全然不怕。
哦，那飞箭射中的是木靶的圆心，
于是山坳里欢呼起一阵“瓦几瓦”！
今天的彝寨早已不见了蛮荒，也告别了靠捕猎野生

动物为生的历史。爷爷的爷爷留下的刀剑、弯弓，已挂
在博物馆的墙上生了锈。然而，祖祖辈辈家传的射箭本
领，仍是衡量新一代彝家小伙棒不棒的标准之一。我们
一行人中不乏壮汉，作家刘齐、李迪、晓钟齐上阵，“嗖
嗖”“嗖嗖”一箭箭带响儿，怎么样？大多射飞了（真想发
个捂嘴乐的图案）！倒是副刊部的美女编辑小耕一箭射
中靶心，10环！立时，周围腾起一片“瓦几瓦”的赞声。
女作家高红十，对，就是当年插队延安，写出长篇朗诵诗
《理想之歌》而红遍大江南北的那位，用陕北腔冲几位弟
兄道：“咦——丢人哩？额还莫上咧。”

那么，什么样的姑娘是让人羡慕称赞的呢？当然是
亚麻和百褶裙了。棉布进入大小凉山前，彝族以羊毛和
亚麻作为制作衣饰的原材料。羊毛贵重于亚麻，彝家人
看服饰就知道家中的经济状况，只有富人才有羊毛制品
穿戴在身上，而大多彝家则用亚麻来纺线、织布。古老
的织布机还在“咔咔”地响着，一位女织布能手在为大家
表演着“绝技”。布织成后，彝家人会用黄连树作颜料，
把白布染上黄色；彝语叫“屋”的植物，是用来染红色的；
染蓝色的植物叫“傀”；而黑色则是用木炭和漆树汁液染
成的。花布有了，百褶裙应运而生。彝家女人的裙子是
不能随意穿的，姑娘有姑娘的穿法，嫂嫂有嫂嫂的穿法，
但百褶是一样的，于是百褶裙的图案真是百花争艳，漂
亮得很。在彝族文化陈列馆里，一件曾作为第三届成都
国际非遗节展品的巨型百褶裙，可是让我们开了眼：整
条裙子用了400多米布匹，下摆拉直有118米长，总共
11层褶皱，穿它时要两个男人才搬得动。设计百褶裙的
贾巴子则，已被四川省文化厅命名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彝族服饰的代表性传承人。

心灵手巧的嫂嫂编织着亚麻，
小姑舞起百褶裙上的朵朵鲜花。
当星星和篝火一起把山村点亮，
银饰碰撞出银铃般的笑声瓦几瓦！
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创造了彝族英雄的祖先

支格阿鲁。年轻的安哈镇领导骄傲地说：“这里是支格
阿鲁的故乡，我们是英雄支格阿鲁的后代。”在村子中央
的“坝坝会”上，我们聆听村长大叔讲彝族的远古宗教和
毕摩文化。远远传来了“磨儿秋”场上荡秋千比赛的欢
笑声。我忍不住把“磨儿秋”场上威武的彝家汉子和索
玛花般美丽的彝家姑娘，写进了自己的诗篇里。

这篇短文该结尾了，就让我把自己的那首记在笔记
本里的拙诗的最后一段，照搬过来吧——

我们邀请村长在大杉树下合个影，
憨厚的大叔笑着说声：“瓦几瓦。”
当摄影师喊：“预备，一二三——”
你猜到了，我们齐声应着：“瓦几瓦！”

刁仁庆的《六十岁的秘密》
一开头就抓人，立马进入故事：

“最甜蜜的时候，男人的手枪被
别人偷走了。”我想起《白鹿原》
的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
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还
想起《百年孤独》的开笔：“多年
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枪口……”

故事是长篇小说的骨架。
好的长篇小说，要有跌宕

起伏的曲折故事，纷至沓来的
精彩情节，鲜活逼真的生动细
节以及适当的情景与心理描
写。这些，《六十岁的秘密》都
恰到好处地做到了。所以，这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小说、
反腐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
说、革命小说，而是糅合了各种
元素的天衣无缝的综合体，一
个个生动的“这一个”。小说的
题材别开生面，读起来很新鲜，
很多事情我闻所未闻，见所未
见。小说的分量很重，叙述的
触角延伸很远，有一种历史的

纵深感。
故事是典型人物的成长

史。通过叙事，人物形象逐渐
鲜明，逐渐丰满，逐渐厚实，逐
渐站立起来，其独特个性终于
迥然别于他人。巴尔扎克说
过：“我所写的作品必须从三个
方面着笔：男人、女人和故事，
也就是人物和他们的思想的物
质表现。”《六十岁的秘密》通过
款款道来疾徐有致的故事，为
我们呈现了一个省会城市的典
型环境，塑造了这个典型环境
中的一组典型的男人、女人，写
出了人物的忠诚和奸诈，正义
和邪恶，清纯和龌龊，明争和暗
斗，较量和反较量。有的人物
浓墨重彩，有的人物如那位忽
然而来、飘然而去的和尚，仅仅
三次短暂出现，却也给人以深
刻印象，像《红楼梦》里那神秘
的一僧一道。

《六十岁的秘密》并非仅仅
指西门鹏与黄月儿、田野香两

个女人爱情、婚姻的秘密。书
中的秘密太多，或者说悬念太
多。正是这些秘密和悬念牵系
着读者不忍释卷。书中主人翁
西门鹏丢枪是秘密，吴德先的

“自杀”是秘密，洪小兵及其背
景是秘密，谷子大师的身份是
秘密，打鱼人之死是秘密，出卖
革命的叛徒是秘密，西门家族
资产的最终如何处置是秘密
……小说的叙述描写过程，正
是一个个秘密的揭示与次第

“解密”的过程。一连串的秘
密，一连串的悬念，更增加了小
说的可读性，也体现了作者结
构长篇小说的不凡功力。直到
书的结尾，一切秘密真相大白，
一切悬念尘埃落定，我才如梦
初醒，自语道：“哦，原来是这么
回事！”而后回味书中一切，不
禁引发深长的思考：关于政治，
关于经济，关于社会，关于人及
人性的复杂……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把
诗歌当成了自己的整个生命。
秋雨敲窗，她挥笔写就《秋窗风
雨夕》；落花如雨，她一气吟出
《葬花词》。正如她在《咏菊》诗
中所说的那样：“无赖诗魔昏晓
侵。”无赖的“诗魔”占据了她所
有的时日，对于她，是不可一日
无诗的。

《红楼梦》中最动人的诗篇
皆出于黛玉之手。《葬花词》《海
棠诗》《桃花行》《柳絮词》《五美
吟》《秋窗风雨夕》《题帕三绝
句》……吟诵这些诗篇，人们能
够触摸到诗人心灵的悸动和对
爱情的痴情，领略到她那细腻
而凄美的人生。真正动人的诗
篇都是性灵之作，都是从诗人

的心底自然而然汩汩流淌出来
的，因为真诚而引人共鸣，令人
喝彩。黛玉之美，不仅表现在
其诗作上，更表现在其诗化的
生活上。在大观园成群的美女
中，可以说，只有黛玉是一个

“诗意的存在”。曹雪芹借宝玉
之口用“超逸”二字来品评黛
玉，可以说，这两个字恰如其分
地概括了黛玉的灵性之美、至
情至性之美。

在大观园中，还有一个爱
诗如命的“诗魔”——香菱。她
本是薛蟠的侍妾。以薛蟠之
俗，自然是不懂吟诗作赋这种
雅事的，却偏偏要附庸风雅，所
以他只能吟出“女儿悲，嫁了个
男人是乌龟”之类的令人喷饭

的所谓诗句了。而香菱，作为
一个下人，完全没有必要爱诗
和学诗。她之所以如此，并不
是为了讨好他人，而是为了不
辜负自己，不辜负上天赋予她
的珍惜美和追求美的天性。

作诗对于一个封建淑女来
说，更不要说对于一个女仆来
说，不仅是无益的，简直是有害
的。黛玉往往将心中的悲苦转
化为凄婉的诗篇，加之其多病
之身和多愁之心，更加快了她
走向毁灭的进程。香菱也没有
因为诗而活得更好。实用主义
者不会明白，一个黛玉，一个香
菱，何以在这种“无用”的事情
上耗费时间和心力。他们不明
白，因为他们并不懂得美。

石克生先生的新著《春夏
秋冬都是歌》是其人生的记录
和生命的歌吟，也可以视为关
于一段历史的个人化书写。

展卷细读《春夏秋冬都是
歌》，感触最深的是书中蕴含的
充盈情感。书中呈现的人与
事，展现了作者人生的轨迹，参
与了作者生命的塑造和人格的
完善。《姥姥》一文写了作者自
己慈爱的姥姥在艰苦年代对生
活和家庭的守护；《父亲的悔》，
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不甘农
事、努力工作、力争上游、严于
律己的父亲形象。柳青曾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
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
的时候。”作者在书中多次感念
孙心田老师对自己的帮助和支
持，尤其是孙老师及时提醒并
大力支持作者参加高考一事，
可谓是作者人生道路的“紧要

处”。作者出身农家，书中记述
了作者青年时期在村里备受群
众信任的事，充满了对以老支
书为代表的村民的敬重之情。

《春夏秋冬都是歌》是石克
生先生个体人生的记录，同时
也映现着时代的影子。作者是
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因
此作者的这部《春夏秋冬都是
歌》完全可以视为一部个人化
的《史记》。作者在序言《写在
前面》一文中写道：“《春夏秋冬
都是歌》或许成为一本草根族
镶嵌在人生历史坐标点上的

‘资治微鉴’。”“草根族”的话无
疑是自谦了，但“资治微鉴”的
定位应该说是准确的，也是可
以期许的。

和作者人生成长轨迹一
致，《春夏秋冬都是歌》记录的
事情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现
在，时间跨度五十余年，作者的

个人经历也印证着国家社会的
发展进程。

《春夏秋冬都是歌》在“资
治微鉴”方面的追求上，也自觉
体现出对人事的思考和探索，
而且在书写的方式上也承续了
古代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
直笔传统。在《通天奇才》《异
人厉君》等文章中，作者对于政
治投机者的嘴脸进行了穷形尽
相的刻画，对其言行进行了辛
辣的讽刺，对其结局也进行了
极为到位的评论。

昔者司马迁作《史记》，曾
抒怀表达了三大抱负：“究天人
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石克生先生也希望自己的
这部《春夏秋冬都是歌》“收一
箭三雕之效”——多彩平生总
结，收立言之效；启迪共勉世
人，收正能量之效；播撒人间正
道，收后学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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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家新寨“瓦几瓦”
□李培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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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杂记

六十岁的秘密

大观园里的“诗魔”

朝花夕拾

□周同宾（河南南阳）

直笔写春秋 □龚立新（河南信阳）

□刘福智(河南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