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品
人
忆
事

忘
年
情
愫
重
几
许

雁
鸣
湖
的
好

心
灵
感
悟

2016年11月3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冻凤秋 邮箱 hnrbzyf2016@163.com14│中原风

追

光

微
型
小
说

人
生
况
味

□王继兴

意外地接到这册手抄本，我一下子惊呆了！
忘年情愫重几许？千钧万钧难称量！
说来话长——
1976年初，我受河南日报社派遣，到北京大学新闻

研究班进修。甘惜分先生是我的恩师之一。学习结业
后的近 40年间，我们一直坚持书信来往，且因先生倡
导，我们还一直坚持用宣纸和毛笔写信。

先生给我的信，不仅随着我生活和工作的历程及
时地为我解惑释疑，满溢关爱后学的恩师浓情，而且
时时有舆论研究、办报要旨的精辟见解，以及治学经
验和写作感悟的悉心传授，所以我将其视作宝贵的精
神财富，一一编号收藏。从一封，到超越百封，到超越
二百封，到超越三百封……于是，我突然萌生一个动
念：将来应争取将其公开出版传诸后世，使之成为社
会的共同财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甘先生，他却大
不以为然地说：“我那些信，实在从未想到发表。”经我
反复恳请，他让步道，“要出书也要双方之信，相互衔
接”，“必须有来有往”，“而你的信，我还须大翻腾，这
在我目前的状况来说，似有困难。我的健康状况最怕
弯腰，弯下去，腰就疼”。后来，终有一天，甘先生托人
给我捎来一个纸箱，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我写给他的
信件。我清点了一下，共计 184 封。我出于敬重，珍
藏老师的信函，是必然的。而我的那些破信，老师竟
然还能保存恁多，实在令我大惊！甘先生出生于1916
年，大我 24岁，和我父亲同龄。一位年逾九旬的耄耋
老人，是怎样忍着弯腰的疼痛，翻箱倒柜将这些陈旧信
件寻找出来的？想想，我都不安！此后，甘先生对这些
书简的出版，依然表示犹豫，说：“我那些信件，既无理

论价值，又无文学价值，只有点人情价值，遇上一个多
情人珍藏者。我考虑，我生前你千万不动，我死后你怎
样处理，那就由你了。”于是，我绵绵怀着此愿，却一直
拖着……

非常感激海燕出版社的黄天奇社长！他得悉甘惜
分先生与我的忘年深交和长期的书简往来后，一直密切
关注着这件事，他认为甘先生的这批书简，有着重要的
新闻史料价值，有着难得的友情典范价值，有着宝贵的
书简文化价值，有着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这一精神财
富，应该让社会共享。

今年1月9日凌晨，北京突然传来噩耗：中国新闻学
界泰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
一级教授甘惜分先生于1月 8日 22时 55分去世，享年
100岁。

我在心碎中赋诗一首：
舆坛谁不仰先生？我拜门下实有幸。

著作泱泱笔似剑，风骨铮铮气若虹。

燕园岁月有竟日，翰墨书简无限情。

痛悼恩师向天哭，缘何百年恁匆匆？

对逝者最好的纪念，是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
承下去。于是，这批书简的出版，很快被海燕出版社列
入出版日程。此事得到了甘先生亲属的鼎力支持，特别
是甘先生的公子甘北林，他慨允出任主编，做了大量工
作。书名定为《南北飞鸿忘年情》，其编辑设计进行得紧
张而顺利！

就在书已经定稿、即将开机印刷时，甘北林给我发
来短信说：王老师，我在整理我爸爸的遗物和资料时，又
找到了您以前给我父亲写的一批来信，大部分是毛笔字
写的，如果您急需，我给您寄去。我即复：“非常感谢
你！拜托你麻烦你快递寄我，越快越好！”接到快件，清

点发现，除了恩师积存我的87封旧信外，还有一册尚未
装订的手抄本，且附书简一封。

手抄本是特意买的竖写淡绿小格稿纸，开本如巴掌
大小，计13.2cm×19.2cm，共94页。先生用毛笔行楷，
抄录了古今 142首诗词。首页为序，特意说明所抄内
容，是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时毛主席亲自编选的有关
四川的诗词。手书落款于1974年，那时先生还未届花
甲，刚刚58岁。俗称很小的小字叫“蝇头小楷”，他的不
少字比蝇头还小，特别是行间加的朱红批注字体更小，
小到“如一颗芝麻”，但内蕴的老到骨力，外在的遒劲秀
美，作为书法艺术，其法、其意、其神、其韵，均堪称美轮
美奂！他精心书就后，自己悉心珍藏了整整36年，可见
他自己是多么自赏和心爱！但他年逾94岁后终于决定

“割爱”，将其赠给我了。
他在2010年 11月 27日给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毛

抄出古人写川诗者，诗情难得。我当时再抄出。今日我
再将我的原件送上，你有兴趣。我反复阅读，不觉忘
情。那时我那精神写那么小的字，最小者一字如一颗芝
麻，今日打死我已无此能力矣。能保持此物遗迹，最好
是你。有的字（红字）难认，也只有你能认。”

甘先生为我国培养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即童兵。接着，又培养了一批新闻学博士，他真正是“桃
李遍天下”！而我仅是他的一位不成器、不争气的学子，
他对我却如此深情！我的感激和激动，已无法用语言来
表达。读了先生的信，再细察细赏这册手抄本，蓦地，我
的双手像捧了一座大山！

这就是我的恩师！
这就是我恩师的情愫！
——所以我说：忘年情愫重几许？千钧万钧难称

量！3

□王若华

我伸出透明的指尖。细雨如织，在淡蓝色
的流光中空灵又真切。雨丝以一道道完美的
线条，精确地穿过光的烟雾，在沉寂的长空间
闪烁。

我感受不到一丝冰冷或潮湿。作为“造梦
人”，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虚拟现实
的“虚幻宇宙”。

依稀记得三万六千年前发生的那场颠覆性
的计算机革命：其一，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无限提
升，人类有能力创造强大的模拟环境，就连大脑
中的意象与感觉都可以真实重建，我们叫它：全
脑仿真；其二，人机接口如同大脑与计算机联系
的数据线，意识以程序的形式上传到网络空间，
人类可以脱离肉体以数据流的形式永恒存在，
我们称之为：意识上传。

为了追求绝对的舒适、幸福与自由，人进化
成了“信息生命”。而我，就是缔造这虚拟现实
的“造梦人”。

想到这儿，我不禁微笑：我可是亲手构建了
全人类三万六千年的幸福啊。

一个模糊人影的出现，打断了我充满自豪
的回忆。

我重新设置了自己的“墙”，降低我的隐私
权限，以便更好地获取他的位置与外貌。

一个约莫十岁的孩子，正费力地昂头仰
视我。我顿时放松下来，一个孩子而已。永
恒的生命中，交流已经不是必要的了，所以
他的出现还是为我带来了一丝淡淡的惊奇。

细雨逐渐变得稀疏。这个世界正按照精密
的程序运行，有条不紊。

我送给孩子一个“标准微笑”——角度、力
度、光效最佳的通用微笑程序。

“你好，造梦人叔叔。我想去一个时空看星
星，”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我，眼里满是渴望，“请
问，‘遂古之初’怎么去？”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遂古之初，谁传道
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我传输给他海量信
息，关于屈原《天问》，战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
等。只消一瞬，他便可学完这些知识并永久记
忆，然后回到幸福的虚拟现实中去。

孩子拉着我的衣角，依旧追问：“为什么我
们不去看星星？”

“这里没有星星。”我冷冷地说。他是
谁？我从未构建过这样的性格。这里的每
个人都应该享受永恒，没有必要发出“天
问”。

“没有星星？真的吗？”孩子喃喃自语。
我不耐烦了，在空中投影出人类探索太

空的历史，三百年，我们的足迹从未超越太阳
系，曾经的边疆基地空空荡荡。我让他看爆
炸的飞船的流光，荒凉到冰点的火星大漠，横
扫一切的电磁波木星红斑，翻滚着致命粒子
流的冷寂宇宙，以及地球上虚拟的永恒幸福。

“去远方？大可不必。”我傲慢地说。
孩子沉思片刻，又抬起头，眸子里透着一束

炽热的光。
他发生了某种“变异”吗？我找不到看惯了

的安分的幸福微笑，人人都有的微笑。
他与我的意识相连。我瞬间感知到：曾

经，一颗高贵的灵魂饱蘸真情写下《九歌》，一
位白发夫子残烛之年笔削《春秋》，一个羸弱
的身躯在平沙莽莽间开拓西域之路，一颗不

屈的头颅在火刑柱的烈焰中仰望星空，一团
缜密的思维酝酿出相对论的疯狂，我们在基
因的螺旋中沉醉，在微小的时空中漫游，星船
舰队浩荡远征——他们，都在探索，探索心，
探索宇宙……

我有些灰心，但仍坚持：我创造了永恒的完
美的生命模式，再无生老病死、无情的命运，一
切的一切按部就班地演绎着最完美的模样，何
苦再回到苦闷的真实？

孩子继续问：“造梦人，你能造星星吗？”
我真的不知如何回答。我习惯了创造逼真

的生活，甜得发腻的幸福舒适，顺畅无阻地有着
精确轨迹的人生，却从不会造一个有星星的梦。

“对不起，我不会。”我尴尬地笑了笑。一种
前所未有的失落感涌起，将我淹没。

“为什么不去追呢？”他的目光中竟然透着
深邃。

……
两天后。地球。
我重获肉身。那一刻，真切的生命涌入我

的躯壳，带来厚实的生，不再称心如意，不再舒
适完美，充满磨难，也充满惊喜……

“该走了。”孩子拉着我的衣角，他指指那艘
通体晶莹的宇宙飞船。我们将是走出太阳系的
第一批人类。

发射场，灯火通明。细雨凝在指间，冰凉湿
润。

“夜如其何？夜未央。庭燎之光。”吟起《诗
经》中的句子，在脚下这片古老又年轻的热土
上，我热血沸腾。

“走吧，去追光！”孩子兴奋地喊道。
起航，出发！3

□陈炜

我的舅舅刚刚走过70岁，生命就戛然而止了。
他的死早在意料之中，又多少有些意外。十几年前，他

得了糖尿病。一个清贫的农民，却得了这样的富贵病，村里
人说，他这病“不理想”，那是城里人才得的病。

于是，曾经虎背熊腰的舅舅日渐消瘦，花白的胡须毫无
规矩地在他浮黄的脸上抢占地盘，他懒得清理，他想留点气
力去清除自己田里的杂草。他对田地的呵护超过了对妻儿
的关怀。只有来到田野，他的严肃的脸色才会缓和下来，眼
角还会出现细微的笑意，他一生从未哄过地皮，因此地皮也
没有哄过他的肚皮。田地是他的脸面，庄稼是他的子孙，他
用粗糙的大手抚摸丰收在望的麦穗和玉米的时候，脸上会
洋溢着骄傲和自豪，神情充满了怜爱、期望、嘉许、赞赏。自
田间回家的路上，碰到熟人或邻居，他就会开朗地招呼或
开几句玩笑，那是他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候。

舅舅的村子叫康寨，毗邻黄河，是中原腹地一个典型的
村落。那天下午，我赶到康寨舅舅家时，一帮人正在把他从

“水晶棺”移到棺木里。棺木金黄色，阔大沉雄，外面还有繁
复的雕花和装饰。表弟说，这是最体面的棺木了，找了好几
个棺材铺才选定，是俄罗斯进口的红松合制的。村里我叫姥
爷或舅舅的人就说，你舅舅生前没出过国，走时能睡上“进
口”棺材，也算值了。

如果节俭的舅舅还活着，他会阻止表弟这样做。但现在
他只能任由后代铺排了，他已经无能为力。他生前不浪费一
分钱，我们晚辈留给他买东西吃的钱，他都仔细地收好，然后
再一点点地存起来。临终前他说想吃个高炉烧饼，却也没来
得及吃上。这大概是他想了很久的东西，只是一直没说罢
了。

他本可以生存更长一段时间，却因为眼睛失明而跌下
床，摔断了腿。雪上加霜，病情急转直下，终于不治。

舅舅一生坎坷不幸，吃了很多苦。年少时，他曾是公家
的人，十几岁就给县长当通信员，后来去了邮电局电报间，
拍发和接收电报。几十年后，他与我谈起往事，还骄傲地说
他现在还能记住一些摩尔斯电码，他说接收和拍发了那么
多电报，从未出过错。他很鄙视那些好吃懒做不敬业的人，
哪怕后来回乡种地，看见谁的地里长满草，他就会冷落人
家，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也许正是他的悲剧吧。

50多年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满20岁的舅舅
被“下放”农村，从此成为一个农民。

他年轻的时候，黄河水大，防汛任务吃紧。他就每年夏天
到百里之外的山区拉石头送上黄河大堤，动辄两千多斤，全靠
他拉着加长加宽的架子车、凭一己之力完成。写到这里，我似
乎又看见了那阵势：一群皮肤黝黑的青壮年汉子，拉着装满石
头的架子车，艰难行走在通往黄河的乡间公路上，弓腰低头，
挥汗如雨……后来，他又外出打过工，在乡里帮人盖房子，红
白喜事时为人窜忙做饭，干过一个普通中原农民所能干的很
多的事。然后，伴着病魔，垂垂老去。

但他又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农民。他读书、看报、
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称得上“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身
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每次见我，他都要和我交换对时
局的看法，弄得我有些哭笑不得，以至于见他时得先做一点
小功课，以免他对这个外甥失望。交谈时，他每每有惊人之
语：“我看卡扎菲要完蛋了。”“美国要是耍赖不还中国的债，
咋弄？”一个月前我去看望他，他用几近失明的眼睛看着我，
问：“你说美国人民真的会选一个女人当总统吗？”我的母亲
就批评他：先顾好自己的眼睛吧，操那闲心顶啥用！这时，
他就沉默，我能看出他有落寞的神情……

没想到，那是我们甥舅俩最后一次探讨天下大事。
担心他在另一个世界信息闭塞，我的表弟特地把一台

收音机放入棺木，放在他父亲的枕边。
一生心头寂寞，我的舅父大人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他的

死竟然惊动了这么多的人，甚至让沉寂许久的村庄重新焕
发了生机。送他上路的那天早上，自村子周边的各条道路，
从村子的各个角落，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源源不断地向
他家汇集。人头攒动，炮声阵阵，哭声不绝。乡间的丧事程
序繁琐而严格，但过程和细节却又粗糙而敷衍，刚才还伏地
痛哭、拉都拉不起来的人，转脸雨过天晴，谈笑如常。也许，
乡村人对生死看得更透彻，对生活本质的理解比城里的人
更深刻。不然，他们如何能像过节一样对待一个人的葬礼？

这“节日”是繁忙而热闹的。男人们身着廉价的西服，或
者是从不同年代遗留下来的服装，用牙咬着烟屁股，眯眼忍
受着袅袅升腾的青烟，热烈探讨着即将进行的某个程式，接
引着远道而来的吊客。女人们则穿着早年在城市流行的“前
朝”时装，站在附近偷偷观察着来客，悄悄指点着、小声评论
着，交头接耳，若即若离。孩子们一身似是而非的世界名牌，
在人群中穿梭，和狗儿嬉戏。一切都似曾相识，却又恍若隔
世。

响器头天晚上就吹起来了。夜幕下，当街扎营的唢呐
班轰轰烈烈地演奏着各个时期的音乐，背景幕布上，放映着
喜剧电影，银幕上的专业演员表演夸张，银幕下的乡村演员
表演更夸张，他们迎合着、挑逗着观众，偶尔会做出一些大
胆而露骨的动作。老人、妇女、儿童坐在三轮里、凳子上，津
津有味地欣赏着、品味着，时而发出开心的笑声。

此刻，热闹是他们的，我的舅父大人似乎是个局外人，他
什么也没有。在寂静的灵棚里，我和他的遗像静静地对视，
什么都想说，什么都没有说。我知道，对于身后的哀荣，他不
以为然。

上午十点钟的光景，一阵铁炮响过，在亲人的恸哭声
中，躺在棺木里的舅舅上路了。

在孝子贤孙的簇拥下，他老人家缓缓地“行走”在他无
数次走过的去往村西的路上。此刻，他种下的麦子正茁壮
成长，碧绿如洗。在那片他一生劳作的田野，他的肉体将归
依于大地，与庄稼为伍，与青草相伴。要不了多久，他的坟
茔也会被麦子遮掩，在麦浪中逐渐消失于泥土。

唢呐手正吹奏那首《敢问路在何方》，曲调迟缓、深沉，
如一只大鸟盘旋在冬日的田野，久久不去。这是他老人家
喜欢的意象。生前，他思考着的心灵是寂寞孤单的，没有人
为他挑担，更没有人替他牵马；在他身后，也还会是这样。
我执拗地认为，他的孤独的灵魂早已摆脱肉体牢笼的羁绊，
行进在去往他一直向往的、没有纷扰和烦恼的世界……○5

舅父的哀与荣

□乔叶

我经常想象，如果不开车，从郑州一步一步
走到雁鸣湖去，那会是如何一幅情境。我一定会
邂逅了一个又一个亲切的村名儿：杜庄、刘集、盆
窑、穆楼、朱塘池，还有那些个密集的岗：郑岗、彦
岗、杨岗、芦岗……这些村子因为没有邻着车水
马龙的郑开大道，所以还可以看到很多空旷的土
地。这些土地，还没有来得及盖成房子，她们的
面貌还是可爱的田野，田野里还长着大片大片的
庄稼。若是时值盛夏，我沿着玉米地中间的小路
慢慢前行，过人高的玉米像两排翠绿的城墙，密
不透风。除了玉米地，还有棉花地。在宽展展的
叶子衬托下，粉红、玫红和雪白的花朵正在绽放，
圆润坚挺的棉桃也已经一个个鼓起，低头去嗅，
便可以嗅到一丝丝淡淡的甜香。

当然，玉米地还是最多的。走着走着，玉米
地似乎成了帷幕，一道，又一道。每次拉开最后
一道幕布，不期然就会看到另一种东西。有时

候是苗圃，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小树苗。更多时
候，那些东西都能吃：花生、红薯、西瓜、葡萄。
花生和红薯用手刨其实很容易。花生仁的衣有
的浅粉，有的大红。花生仁一律都是白生生
的。红薯肉呢，有的白，有的黄。白的就只是
白，黄的有黄色深，有的黄色浅。生花生和生红
薯看着是那么不一样，吃起来的口感却有一点
儿相通：都有一种鲜奶的甜腥。

……
体会着这些个好，渐渐的，你看见了汪汪润

润的稻田，又看见了洋洋洒洒的蒲苇，你就知
道，雁鸣湖快到了。及至走进雁鸣湖，你就会顺
理成章地抵达到雁鸣湖本尊的好。如今雁鸣湖
的美誉度已经很高了，可是走进去你就会觉得，
这怎么那么不像一个声名显赫的景区呢？它还
有着原生态的天然。天然有丽质，也有拙朴。
湖边的树就那么长着，疏疏密密。湖水就那么
静着，安安恬恬。鱼就那么游着，悠悠畅畅。风
就那么吹着，爽爽朗朗。鸟就那么叫着，清清脆

脆。游人不多，商家也不多，没有人要热情地给
你推销什么，也没有人要鼓噪你娱乐什么。所
以你不喧闹，你喧闹不起来。你就只管走，纯粹
地走。你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默默地站一会
儿，就还想走下去。再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没有
路了。路就那么到此为止，颇有点儿出其不意
的野趣，那么，就这么野一些，也是挺好的吧。
你甚至想，就是到了深冬，这里也是好的。下了
雪，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到了初春，
这里也是好的。下了雨，就是“落花人独立，微
雨燕双飞”。

——说到底，有关雁鸣湖的好，就是乡村的
好，田园的好，是你以往记忆里留存而当下生活
里日稀的好，是让你不由得感伤嗟叹却又无语
沉默的好，也是你日趋远离时蓦然间又朝花夕
拾的好。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个好，我很愿意去雁鸣
湖。一想到去的地方是雁鸣湖，我的心就很松
弛，那感觉，简直就是要回家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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