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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一间房屋 当今拍案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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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华歌

一
与一间坐了 30多年的房屋告别，其

不舍和疼痛可想而知。
当告别的这一天越来越迫近，我竟有

些六神无主，一颗心空落落的。那是一种
与知己相别离的伤悲……

旧年将尽时，告别来临。无论我做了
怎样的努力来克制，可还是不能不将这入
骨蚀心的痛带进新的一年。这样的“迎
新”自是不好，然而，“旧”真的就那么容易
辞去吗？时间的流程中，分明也清晰地标
注着昨天、今天和明天，这就是历史，历史
见证着世间万事万物啊！

许多时候，我站在风中，风吹起的总
是衣服，吹不走心里满满的沉重。

有一些栅栏，是无论如何也越不过
的，只是让人在其中若有所思。

二
几个月来，我抽空都在一点一点地整

理旧物，也一点点打捞旧时光里的那些记
忆。

这是温馨，也是折磨；是欢笑，亦是眼
泪。我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又活了一
回，在曾经滴落汗水的路上，我复原到一
棵植物的柔软……

曾经，只要不出差，没有别的事情，
几乎每个夜晚、星期天、节假日，我都在
这间房子里度过。或看书，或写作，或
约三五友朋相见，或静静地想一些什
么，或什么也不想任自己长久发呆……
这 12 平方米的领地，足以让我感到辽
阔，感到人外人、天外天的高远，这儿是
放牧我思想、情感、心志的草原，只有在
这里，在这间房屋的空荡里，才有天光
云霞、轻风细雨，便是星星草，也丛丛簇
簇，芳香摇曳……

房屋就是一个巨大的清浊过滤器，它
使一些清的东西节节生长，一些浊的东西
寸寸消亡。

三
这是一间最老旧最简陋的房屋，我习

惯叫它为小屋。30多年来从没做过任何
哪怕是一点点的装修。纵横裂缝的水泥
地，白墙壁早已发黄、因漏雨屋角东墙上
几道灰黑的水迹任性地胡乱涂抹着墙体，
吊顶的老式风扇、双管电棒，整整20年形
同虚设的分体式单温破空调，一个简陋的
只能烧开到 70摄氏度的热水器，两个放
在一起的油漆早已斑驳的黑色三屉桌，一
把用透明宽胶带缠了又缠、吱嘎作响的旧
藤椅！当然，在这小屋的任何一处，都有
我随手放下的书籍、报纸、杂志、稿纸、笔
墨、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稿子……

这间徒见四壁面朝北居于3楼也是最
顶层的房屋，是我安放心灵最宁静美好的
宫殿！唯有在这里，我才是最本真本色本
我的自己。房间里的每一样物什，都印有
我重重叠叠的指纹，墙壁上的每一处，都集
结着我的思绪；屋子里流动着我的体温我
生命的气息，我与房屋同呼吸，共呈现……
一万多个日子里，我与小屋相知相伴，心意
相通，它为我遮风挡雨，把安适、恬静、淡
定、温馨、阳光和星月给我，它以父亲的力
量和母亲的关爱，引领我走过荆丛林莽、雪
夜霜晨，直到光芒照亮伤痕累累的躯体，直
到房屋铸就了我生命中重要的部分。

四
春日里，开窗望去，那一树紫光流荡

的桐花，曾给过我多么温暖而深入的感
动。小鸟在紫红的雾光中鸣叫，有人在树
下走过，却心有旁骛，从不去想那盛放枝
头的花朵，只有我与这千花万朵心照不
宣，目光紧拥着它们，泪水明亮而澎湃，桐
花的语言直抵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深冬夜，下雪了。我一个人来到屋
内，不开灯，在半明半暗里，一边喝着茶
水，一边听狂风呼啸，陷入某种痛苦挣扎
中！当一切都做了安排，将要平静地离开
这个世界时，是不远处的射灯将窗外树枝

投向窗玻璃上的影，在跳动变幻中，给我以
呼唤和抚摸，泪水就在这时汹涌而出，我和
小屋同时停顿于潮湿温润的细节……

3部长篇小说，2部诗集，12部散文
集，全都是在这间房屋完成的。对我而
言，它们是最重要的作品。

在这房间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放纵
自己的举止，可以穿最破旧过时的衣服，
可以毫无节制地放声大哭或大笑或大醉
一场，可以南腔北调胡乱哼唱……

小屋也让我慢慢学会了节制、舍弃和
惜福，学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学会隐
忍、宽容与退让，学会在苦难中咬牙挺住，
学会对人生世事想开、看淡和放下……

如此的房屋还仅仅只是房屋吗？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它一点点融化并

打开的，明媚的阳光涌进来，桃红柳绿，莺
飞草长，远方一天天葳蕤茂盛……

五
满屋子的东西被我一点点整理、捆

绑、搬走，房间立时空了起来……

我想，人生中有一间能够相处这么久
的房屋该是多么幸运，我不止一次想过，
如果没有这小屋 30多年的陪伴，我的生
活毫无疑问定会是另外的样子。

我不知道这间房屋未来的新主人是
谁，也想象不出我以后还能否再走进室内
与它相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再也不能
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地坐在里面，手捧一
杯热茶慢慢啜饮……

也许我会在或春水初生、或落叶如
蝶、或星月满空、或飞雪茫漫的白天和夜
晚，一个人来到小屋的不远处，悄然站立，
静静凝望，与小屋默默对视。我将把这份
思念和美好，在生命里用心保存。

此时此刻，阳光正在照耀着小屋和
我，在这金灿灿、暖洋洋的光芒里，我们也
一起披满身金黄，带着光的温热、明丽和
重负。我的心忽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温
润、舒展与静定，小屋和我同在阳光灿烂
的流里，我们依然还在一起，还灵犀在心
地一同行走……

有时候，所谓的告别，其实是永恒。3

□杨东明

当代的中国作家们在艺术探索之路上，每每留下了各
自的足迹。行走江湖，英雄原本不问出处，但也时或会遇
到自报师门者，或福克纳、萨特、海明威；或博尔赫斯、马尔
克斯、略萨……无不标榜了血统的高贵，宣示了门第的显
赫。而赵本夫，乃本土自生自长之夫，相形之下，他的小说
创作益发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学传承者的本色。

1981年赵本夫发表处女作《卖驴》，当年即斩获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奖。卖驴的孙三老汉熟睡中被大青驴拉到
了火葬场，神医王老尚一记“神鬼鞭”治好了掉胯的大青
驴……夸张传奇的细节和评书风格的语言，处处闪现着
宋元话本和明代“三言两拍”这类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
随后的名篇《天下无贼》以及系列长篇小说“地母三部
曲”，在深刻开掘主题的同时，在承继与发展中国古典小
说艺术方面，亦达至了新的高度。

2017年伊始，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赵本夫长篇新
作《天漏邑》，标示着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日臻炉火纯青。
堪称当今的拍案新惊奇。

构设尘世之外的虚境，以求生面别开，景物殊异，使思
绪之天马得以不羁，寓独到之灼见于言外，乃古来中国文
学的传统手法。西汉《山海经》中，此类怪境奇事比比皆
是。“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黑齿国在其北，为人
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东晋有《桃花源
记》，玄想世外乐土，暗抒愤世郁情。元代说经话本《大唐
三藏取经诗话》描写了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狮驼国、比
丘国……每处虚境及其故事皆蕴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家赵本夫则创设了一个当代新传说，一个千古恒在
的大村落——天漏邑。传说中的“天漏村是天的破绽”，女
娲当年没有把天补圆，这里漏雨透电，三千年来无数人曾
被雷劈火烧；传说中的天漏邑是恶之源，是历朝罪徒流放
迁徙之地；传说中的天漏邑是自由乐土，这里的人们不受
外界改朝换代的影响，顺应自然而活，也顺从着自然的惩
罚；传说中的天漏邑养育出宋源与千张子两个盖世英雄，
他们各自有着传奇式的人生经历；传说中的天漏邑有自存
自在的人伦道德和邑规法条，天然合理；

……
天漏邑是一个寓言，它寄寓了作家对人类生死、人性

善恶这类问题的哲理性思考。作品精勾密织，暗喻、象征、
它指、多义……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处处设伏，时时启迪，
引导着读者去探索怯懦与刚强、狭隘与旷达、正义与邪恶、
荒谬与合理等等涉及人类精神、道德伦理、社会架构、价值
评判等诸多方面的各种问题。

这个根大枝繁的寓言其义似无答案，而作者并无脚
注，甚或作者自己来解说亦不足以诠释其多向的蕴含。读
者需用自身的经验和观点参与认知，方能寻答求解。此种
效果的产生，或许正是这部长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中国传统文学向以塑造和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为其
特点，除通常的描写之外，每每采用夸张、传奇、成灵、作怪
等各种艺术手法。《山海经》中的夸父、后羿，《聊斋志异》中
的聂小倩，《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的庄子，甚至《三国演
义》里的诸葛亮也近神近仙了。在赵本夫的长篇小说《天
漏邑》中，有一对人物格外神奇而又凝重。其一是在娘胎
里就被雷劈成半黑半白，变成阴阳脸的宋源。其二则是秀
美似玉，如影随形，喜欢宋源的男孩千张子。两人日后都
成了天漏邑抗日队伍的英雄。宋源雄气十足，千张子则细
腻阴柔。宋源百战不殆，功成名就。千张子多难，被俘后
不敌刑痛，供出上级。他侥幸脱身，向日军复仇。匹马单
枪，救宋源，闹敌城，旋成威风八面，万人景仰的大英雄。
宋源追叛徒，千张子自供……这一对相映相成的人物，设
置上独具匠心。刻画处近神近鬼。作者借宋源与千张子
拷问人性，其味深含，需读者自嚼自品。

《天漏邑》承继着传统民间文学的叙事风格，外在虽无
章回小说的格式，内里却深得其精髓。伏笔巧设，悬念迭
生，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每到当紧处便骤然打住。似闻
作者在耳边笑言：且听下回分解。作者犹如一个练达老道
的说书人，驾轻就熟地掌握着叙事的节奏，让读者欲罢不
能，必欲看到所有包袱都抖开见底儿而后快。

《天漏邑》在文本结构上固然承继了中国传统小说的
诸多基因，但作品的当代风格亦非常鲜明。大学历史系教
授祢五常携工作室的弟子们来到天漏邑做田野考察，他们
在九龙洞里发现了记载着三千年史事的竹简；他们探索天
漏邑雷劈火烧的原由，但他们自己也遭遇了雷雨电劈和洪
水的袭击；他们研究天漏邑的“起源，演变，三千年来，这个
村庄是怎么管理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婚丧礼俗、竹简书
法，气象天文、人种繁衍”……

作者通过大学历史系教授祢五常、女弟子汪鱼儿和乔
惠、男弟子罗玄和柁嘉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他们各自不
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剖析了当代人不同的历史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罗玄遭雷击，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天漏邑人
没有现代观念，九龙洞竹简出版事宜无法沟通；在一山上
发生了灵异事件，众人听到了远古战场的人喊马嘶声……
作家特意设置的这一条叙事长线，提供了对天漏邑进行观
照的当代视角，也产生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它是天漏邑
那条叙事主线的和声，它是天漏邑众多历史事件的协奏，
它使得这部长篇小说有了多维的时空，也升华出与传统小
说不同的现代艺术特质。

元人有曲词：“千古兴亡费讨论，总一段渔樵话本。”相
信《天漏邑》会给文坛带来新的话题。3

□刘文华

一

一开始，我只是把喝过的残茶积攒起来，意
欲积攒到一定分量了，做一个茶叶芯的枕头。
我在一本台历上看到一条生活小常识，说在枕
套里填上茶叶，温软，舒适，芳香，既有助于睡
眠，又安神补脑，是典型的变废为宝。那时我正
饱受神经衰弱之苦，常常为睡不好觉而痛不欲
生，故深以为然。忙找来筐子筛子等器具，准备
开启生活新篇章。

一旦明确了目标，茶便喝得格外起劲，也不
管是毛尖普洱铁观音，还是茉莉苦丁竹叶青，逮
住什么喝什么。仿佛喝茶已成为形式，积累残
茶才是目的。我天天伺候着这些残茶，晾干，摊
晒，通风，小心翼翼。残茶的色泽本就不好，又
苦于没有区别晾晒，结果攒了大半年，好容易初
具规模了，却花花绿绿，斑斑驳驳，叶片大小不
匀称不说，还香气全无，怪味杂陈。尤为不堪的
是，不知哪次没晾透彻，有一部分还发霉长毛
了。拿给妻子让她做枕头，她看了看又摸了摸，
径自笑了说，你枕上这种枕头，怕是更睡不好
哩。

茶叶枕头是做不成了，但把满满一竹筐的
茶叶倒掉，即便是残茶，我也于心不忍。妻子见
我舍不得，又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让我把这些
茶叶发酵，给阳台上的花草施肥。我上网一查，
发现废茶中含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有机碳
等，将茶叶渣堆沤后，是良好的有机肥料。我一
颗失落的心由此得到莫大的慰藉，在远离农事
多少年后，又兴冲冲地干起积肥沤肥的活儿。
几个花盆太小了，根本用不了多少肥料，索性一

不做二不休，把余下的装箱打包，在回老家的路
上，顺道把它们撒到了庄稼地里。

二

接下来，我发现生活中能够变废为宝的东
西太多了，且大都随手可为。比起残茶来，花生
壳、核桃壳、松子壳、瓜子壳，以及苹果皮、香蕉
皮、橘子皮、红薯皮，乃至腐烂的菜叶和带着泥
巴的菜根等，更富于循环利用价值。只要把它
们分门别类地积攒起来，在凑巧外出的时候，顺
便拿到田野里去就行。一位从事农林工作的朋
友说，这些原本来自泥土的物质，根本不用发
酵，可直接撒到泥土里，大地有更强的消化吸收
能力。比如森林里的落叶，山坡上一岁一枯荣
的花草，庄稼地里还田的秸秆，莫不生于大地，
到头来又营养大地。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他
的话给我贸然的行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再
干起这活儿来，更加得心应手，乐此不疲。我
想，一个人位卑言轻如我，虽不能像位高权重者
那样人尽其才，但把来自泥土的东西再随手送
还泥土，也算物尽其用了吧。

再后来，我们开始用淘米的水洗菜，用洗了
菜的水涮拖把拖地，然后再根据其色泽和质地，
用以浇花或冲马桶。有一次我下夜班回家，刚
进小区门口，看见几只流浪的猫狗围着一只垃
圾桶兜圈子、打转转，像是嗅到了什么美味。垃
圾桶是那种可移动的塑制品，可能没放稳，它们
在上蹿下跳中，硬是合力把垃圾桶弄翻了。垃
圾飞溅一地，落得它们头上也是，身上也是。这
时哪还有什么美味，倒是各种难闻的气息充斥，
令人掩鼻。不知它们找没找到好吃的东西，听
到动静的保安就晃着贼亮的手电筒赶来了，一

通棒喝，把它们惊得四下逃逸。那以后我便有
了新的心得，即便吃剩下的鱼刺鸡骨头，也不是
一点用没有，只要不跟其他的垃圾混装，就可以
拿给那些四处觅食的流浪的猫狗。望着它们一
边大快朵颐地进食一边冲你赞许地颔首，乃至
于撒娇邀宠地围着你转，温情脉脉地嗅你的裤
管舔你的手，你会心生暖意，会觉得这些随手可
为的小事，一桩比一桩有趣儿。

三

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一个人一件事坚持
做 21天就会养成习惯。从随手积攒残茶算下
来，至今已过去 21个月不止。不免浸淫其间，
积习成癖，老是想着拓宽随手可为的空间和领
域。日久天长，我更吃惊地发现，就像随手可为
的事儿越来越多一样，随手可不为的事儿也遍
布生活的角角落落。尽管限塑令已颁布多年，
但在民间的买卖市场上，塑料袋仍大行其道，招
摇过市。每当看到树上墙上电线杆上悬挂的塑
料袋，我都忧心忡忡，不知这些飘来荡去的塑料
袋，何时才能风化，何时才能降解。

现在，我外出购物的时候，通常会提一个篮
子去；要是在没篮子可提的下班途中捎带水果
或蔬菜，就直接放到车筐里。只不过一两个小
小的塑料袋，也能见证世态人情。除了极个别
的人视你行为怪诞，不屑一顾，更多的人则心存
感激，跟你交流的目光或说话的口吻，明显变得
亲切和客气。碰上特别实在的，还会追着撵着
往你的车筐里再添一两个水果、一两棵青菜！

2017年，我仍旧骑着我骑了12个年头的宝
贝自行车穿街走巷，一抬头或一转眼，又惊喜地
看见更多随手可为的事。3

□岳杰

1

一城宋韵，八朝的开封

我发现你天生就住在宋韵里

宋韵就是开封韵

我发现你天生就住在皇朝里

皇朝就是开封朝

天地间与你不相负的

是你的一城韵你的一世朝

七角八巷藏着的故事

金池夜雨湿了的云烟

如千年的琴弦

弹与不弹

都让人在你的光阴里

久久的蜿蜒起伏

原想三步两步走完开封

却发现可以放下自己，

却放不下你的爱恨歌哭

住在你的城堡

一城宋韵韵满眉头

八朝风云激荡心头

我是你宋词里最优雅的句子

徘徊在汴水的码头

我是你天下最美的画卷

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在我心口蔓发

我放下过悲喜无常

却从未放下过你的灯火五更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

才能和城摞城的你

有遥遥相望的机会

你脚下的朝代

从未睡去从未走远

我时时能听到你美丽的倾诉

密风斜雨从不迷茫

满腹经纶从不自大

2

我终于明白

世间有一个地方

为了开，才一次次地封了下来

原本不想开

可还是开了

开的是开放

因为不开比开还艰难

为了封，才一次次地开了起来

原本不想封

可还是封了

封出的是坚守

因为不封比封还熬煎

多想向傲骨的菊花

借我一寸菊心

让菊的心事菊的从容

在开与封之间

任凭绚丽的菊纹纵横天下

我的手在你的心里

手心里的传奇

一片新绿

3

我用尽世间所有的呼唤

想去唤你一缕宋词里的月华

却不知你的回光返照

让我的呼唤瞬间黯然失色

你曾经从贵族没落

没落得你骨头越来越硬

我突然才明白千年中轴线

千年不移的秘密

你依然光彩照人

不离不弃

从未被自己的故事用旧

我想用一幅画卷重温我们的前生

用一朵菊花商量我们的来世

你给我留下余地

我走了千年

也走不出你的骨血

4

点文成金梦想绽放的你

春风吹来 初心归来

今夜我泅渡你的御河

泅渡你的西湖

感受上河的源头素描而来

你在新理念里欣欣向荣

站在你崛起的中央

我看到你集聚的效应

正呼啸而来

风起云涌

今夜我还想落难

顺从你的一城宋韵逐流

在你八朝的更迭里芬芳

任凭幻影重重

直到化作你风华绝代的容貌

在低于相恋的位置

与你幸福度过一生３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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