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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峡想起老乔

当时的月亮

生命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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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稼生

38年前，我把镢头交给北湾林场，来到舞钢首府文
化单位，填报到表。表格中“个人特长”一栏使我犯难。
我把江南毛竹和平原泡桐引植北湾，北湾呈现出夺目的
园林气象，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其辑入科教片《绿化祖国》，
并在全国播映。但我若将种竹种树填入“个人特长”栏
中，接收单位会轻松而幽默地说：“此处不是大山，也没有
镢头，非你用武之地，请另高就。”那么我又不敢妄填什么

“文学创作”。我与文墨绝缘20多年，早已提笔忘字。而
我那个所谓“青年作家”的光环，其根底只是读一本《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又读一本《小二黑结婚》；古典和历史，一
知半解；也不知哲学美学为何物。我这等成色，让我来辅
导全市文学创作，能立身吗？

那时，我穿着林场工作服，戴一顶大草帽，在垭口街
心，歧路彷徨，不知去从。几天后，一个中午，我接到省文
联主席庞嘉季老师寄来一封信，还有一包书。信上说：

“稼生你还年富力强。山上风景，纸上文章，你可以在稿
纸上种竹种树……”信末告诉我：“下月《奔流》开笔会，拟
请你来。”这之后，陆续给我机会，到川陕、云贵、两广、湖
南湖北等地，增多见识，又参加各种笔会、文学讲习班，高
密度高强度促我文思复萌。我像是嘉季老师手中正在搓
捻尚未打结不敢松手的麻绳，他又亲自来到我家，促膝
谈，鼓励再鼓励，唯恐我畏难而退。

像当年接过林场韦福聚老场长的镢头，我又从嘉季
老师手中接过久别的笔。那时我已到了人生的“立秋”节
令了，该是收获季节了，而我还没有播种哩。不敢怠慢，
应当努力，应当十分努力!

自知时间不够，不能一一阅读中外巨著。就抄小路
走捷径。那时连环画小人书盛行，尤其车站随处可见，我
趁出差候车，掏两毛钱可以看半天，一部部长篇梗概，快
速地进入我的脑海。其间被画家省略的细事情感，将心
比心，用我个人情感融入其中，使我因感动而受益。这种
不完善的阅读为他人所不取，但对当时的我，还属最佳选
择。

我相信杜甫从“万卷”中提炼了纯属于杜甫自己的语
言。得空就大声朗诵唐诗宋词元散曲；唐诗宋词元散曲，
风神万种，在我口中发酵，量变质变，情理升华，酿出的，
必然是自己的语言，不会有“雷同”之苍白，更不会有“抄
袭”之污痕。写文章是教人懂的：口语亲切，口语恳切，口
语无隔，一听就懂，直抵人心。《论语》《孟子》《世说新语》，
尤其诗词散曲，其语言成分丰富，细心吸纳，可心合意，构
筑自己的风格，比起抓耳挠腮的做作，既快乐，又快捷。
没时间写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太繁琐，写来写去就那么个

“冤”字，也不写风花雪月。
只写“要紧”的。当我集够《海蓝海蓝的眼睛》书稿

时，嘉季老师审阅完剪报，为我作序《依旧是心田上的好
春色》。嘉季老师写下这个题目时，一定是一脸喜悦，是
种瓜得瓜的那种喜悦。

再回头说：38年前，如果没有嘉季老师那一封信，我
们便返回北湾了。女儿林杰在山中随俗成家，吃饭过日
子。儿子杨凯也许会有个女儿，但不会是今天这个能为
爷爷文章插图的田田，女儿也无从为我编辑《两岸书》《北
湾》《叩问童心》。

38年了，与海内外读者和编辑的情分越结越厚。女
儿在《北湾》的明亮处制了一枚红色篆刻“文学救赎了
我”。文学赋予我们这个家庭以新的生命。读者信函电
话不间断，春秋假日来家，穿堂过室，亲如家人。远在北
美的《世界日报》把《叩问童心》连载完毕，责任编辑桂文
亚成为我家的朋友，她退休10年了，仍有信函往来。林
杰称她为桂姊，田田称她桂阿姨。

嘉季老师1979年第一封信是播种，种子播入田中。
而后，他必然是一个“守望”者，守望种子发芽生根、成长
抽穗，于是，他必然又是一个“收摘”者。“守望”和“收摘”，
尤其是“收摘”，一穗一穗地收摘我的剪报，他给我频频写
信，已不止200封。

2016年初，收到老师一个很大的邮包：内有两个大
袋，一袋是他收存我历年的剪报和别人的评介剪报，袋上
注明“稼生文稿”；一袋是田田的画作。还有一套6本新
购的散文名家经典著作。还有一个信封，内装一封信，字
迹工整，标点规范，对我们全家一一问询。

谁能知道这是老师最后的一封信。2016年 3月 5
日，由儿子杨凯驾车，全家去郑州经七路33号去看望嘉
季老师。到宠物市场堵车，过了 11点，车阵还稳如止
水。怕老师中午留饭，只好折回舞钢。两天后，田田哀哀
地给她奶奶打回电话：“我去看庞奶奶了。庞爷爷就在我
们堵车的那一天去世了。”那一天，阴阳两界，老师与我们
擦肩过，去到那个世界，永诀就发生在来不及流泪的时
刻。

如同赶路，老师行色匆匆，但安详，周到，事事妥帖有
序，脉脉痴情，声声嘱咐。

这消息，我不敢告诉远在温哥华的痖弦先生。嘉季
老师和痖弦先生未曾谋面却互相敬重。此岸彼岸两个
人：一个从《创世纪》《幼狮》《联合副刊》《联合文学》一路
走过50年，其文学版图庶几就是一部台湾文学史；一个
从《翻身文艺》《河南文艺》《奔流》《莽原》一路走过 50
年，成为共和国第一代编辑家；青鬓皓首为他人作嫁衣，
为文学人铸魂。两人同根、同源、同道、同守，何其相似
乃尔！

至今我们只见到嘉季老师一篇《山寂》。文章写得空
灵且凝重，从“寂”中释放出撼人心魄的音响和动感，气象
万千，让我们看到了寡言的老师胸中的丘壑。痖弦先生
以诗名世，然而只有80来首；其余的文字，为71位作家
画家梳妆，迎候他们一一出道。

后来，痖弦先生还是知道了。良久无声，继而感
叹：“老天无情……”然后又说：“不久前我还收到庞先
生特快国际专递，寄来西南联大的资料。”痖弦先生对
西南联大的历史很感兴趣，而嘉季老师又恰是当年西
南联大学生。

痖弦先生把他俩终生未能谋面，归咎为天意。而我，却
引咎自责，是我没能为他俩会面尽心，用赵富海在悼文《人
瑞在天》中的话说，是我没能为两位文学人铸魂……3

嘉季老师
□墨白

在河南文艺界，老乔、南丁是官称。
凡是有些文学情结和他们熟知的人，不论
男女长幼，均可出口直呼其名，足见其人
缘之好。

1957 年，28 岁的乔典运到《奔流》改
稿时和南丁相识，那一年，南丁 26 岁，两
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许是上苍
的安排，1969 年南丁下放到西峡县蛇尾
公社靠近蛇尾河边的村庄一住就是三年，
那地方距老乔的家乡五里桥只有 30 公
里，若现在走高速公路，开车不过 15 分
钟。1997 年元月上旬，为创作一部以红
旗渠为题材的电视剧，我随南丁到林县采
访时，老乔正因癌症晚期住在医院里，所
以我们的话题常常是老乔，没想一个月不
到，也就是 1997年的 2月 14日，老乔就离
开了他深深眷恋着的世界。关于老乔，前
后我读过南丁的《回望乔典运》等三篇文
章，乔典运生活中更多的轶事我是从大哥
那里听到的。1949年出生的孙方友整整
比老乔年少 20 岁，这两位成绩斐然的农
民作家从上世纪 80年代相识后就成了无
话不谈的忘年交。老乔生前，我无缘和他
见上一面，是我的遗憾。但我不仅因为老
乔，才开始关注西峡的，还是因为老乔，在
其去世 20 年后我才有缘来到西峡，同样
因为老乔，在 2017年 5月 4日下午我和冯
杰、赵大河、乔叶、王安琪一帮人来到西峡
地界时，我对渐渐进入视野的蓝天和土地

都心怀好感。
在西峡的几天里，我处处能感受到这

片土地散发出的融合了中药、香菇、猕猴
桃等农业与工业交汇的时代气息，当我在
西峡恐龙遗迹园的恐龙化石博物馆里穿
过太阳系、走过漫长的地球生命演化厅之
后才明白，原来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一切
生物竟然来自微生物。微生物统治地球
达 30 亿年以上，也就是地球历史的三分
之二，科学家把地球的历史浓缩在 24 小
时里，最早的多细胞生物是在 21时 06分
出现的，接着，出现了鱼类、昆虫和爬行动
物，大约到了 22 时 50 分，才是我们在西
峡恐龙化石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统治地
球的时间，在 23 时 40 分，首批灵长类动
物出现，而我们人类是在地球的 24 小时
中的最后 30秒才出现的。生命的起源与
伟大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个体生命的短
暂与渺小。而在我们参观在建的体育馆、
游泳馆与“乔典运文学馆”的工地时，我对
西峡的未来充满了期盼。

西峡的地理位置有些像云南的腾
冲。因在抗日战争时修建的滇西公路和
著名的怒江阻击战、松山战役、腾冲战役
与龙陵战役等构成的壮烈的滇西抗战，地
处云南西南边陲的腾冲令你处处感受到
我们民族的刚毅与血性。巧合的是，因
1945年 3月日军发动的“老河口——西峡
口战役”，直到这一年的 8月 15日——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这天上午仍在
进行战斗，使西峡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

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战役的发生地。所以，
在西峡的几天里我处处能感受到散发着
混杂了恐龙、屈原与楚辞、菊花酒、重阳糕
与粽子等生命、历史与文化的气息。同
样，还有老乔，那迎面而来我们无法避开
的由老乔的文学世界所散发的气息，在西
峡这地界形成了巨大的磁场。

乔典运 1956 年出版的第一本书《霞
光万道》不是小说，而是曲艺集。这和孙
方友十分相像，孙方友也是凭着一篇山东
快书《找花镜》步入文坛的。2004年河南
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八卷本 300
万字的《南阳曲艺作品全集》，所收大调曲
子、三弦书、中长篇大书都来自民间，虽然
现在我们评价乔典运的文学成就出现在
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但青少年时期的
人生经历，还有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都是
不能忽视的。

老乔的根从他幼年时就已经扎进湿
润的土壤里，他就在这里生长，从来没有
离开过生他养他的家乡，他所做的就是把
三爷或者何老五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人对生活的恐惧与茫然从他的内心里剥
离出来，写进《问天》与《笑语满场》里；把
旋风或者火眼左三这样的流氓无产者的
投机心性从内心里识别出来，写进《旋风》
或者《气球》里；把何老七或者张老七这样
的对权力愚忠的盲从者从他的内心挖掘
出来，写进《村魂》与《满票》里。构成老乔
成熟小说里所有一切都和他的生命息息
相关，他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刻意体现的，

欢乐就是他的欢乐、痛苦就是他的痛苦、
恐惧就是他的恐惧、迷茫就是他的迷茫、
不安就是他的不安、仇恨就是他的仇恨、
忧愁就是他的忧愁，所有的一切都是他
的，生生死死、悲欢离合。老乔的生活是
经历，那是他的命，命运迎面而来，他无法
躲开。我们说他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
批判精神也好，说他是文学的良知也好，
这些都和他的命运密切相关。即便你不
以为老乔是新时期南阳作家群的开埠之
人，那么他至少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
不错，二十世纪的南阳文学真的是群星灿
烂，冯友兰、冯元君、姚雪垠、周梦蝶、痖
弦、李季、宗璞、张一弓、田中禾、二月河、
周大新、周同宾、马新朝、行者等等，个个
都能拿出在时间里摔打的作品，而老乔，
因为他对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叙事艺术
的贡献，声望会与日俱增。

5 月 6 日下午，离开西峡之前，我们
一行人在老乔的公子乔琰和散文家王俊
义的带领下前往老乔长眠的地方。在被
绿色的藤蔓遮盖的老乔坟前，评论家王
鸿生、小说家张宇和我为老乔各燃了一
炷香。那一刻，我想天堂里老乔、南丁和
大哥，他们正坐在月桂树下静静地看着
我们。

那天下午，我们回郑州的途中要路过
当年南丁下放的那个名叫蛇尾的地方，但
如今在地图上你已经无法找到这个地名，
因为 1996 年，也就是在老乔去世的前一
年，那里已经被更名为双龙镇。3

□冻凤秋

一

那晚，秋空明净，遥望一轮皓月，
我们情不自禁发出一声声慨叹。

彼时，我和剑冰老师、乔叶老师挤
在出租车后座，温厚的潘松安先生坐
在副驾驶位置。

要去哪里，去见谁呢？
夜已深。刚刚在瓦库成都店吃过

晚餐，舌尖上还留着那道空灵罗汉斋
淡淡的清香味，喝了点黄酒，微微的醉
意。

车行了很久，像是穿越大半个城
市。

终于，看到一排排木窗雕花、挑檐
垂柱的中式建筑，一楼商铺大抵闭店
了，也许是道路两旁树木蓊郁的缘故，
灯光暗暗的。

一个女子就站在街角处的暗影
里。

我还是一眼看到了她，叫道：娟！
她欢喜地迎过来，手里提着四个

点心袋子，一一分给我们，笑着说：这
是成都很有名气的宫廷桃酥，我刚排
队买的，你们尝尝。

五个人前前后后，踩着青石板路，
慢悠悠地逛着。街上很安静，一颗心
也似乎安静下来。

二

想起日间，从郑州飞抵成都，正午
十分，在瓦库见到牛放、蒋蓝等成都文
学界的朋友。川豫两地名家相聚，谈
地域文化论文学创作，气氛热烈的一
席谈中时有智慧火花飞溅。

一抬头，看到小青瓦。
它们似乎睡足了午觉，在茶香袅

袅里醒来，微笑着，面容柔和。
怎么中原质朴厚实的瓦，到了天

府之国，竟平添了几分翩然优雅的风
度！

手拿一片瓦，心咚咚地急跳起来，
颤抖着，歪歪斜斜地写下：听见瓦的心
跳，它在呼唤我！

它呼唤我，从紧张疲惫的状态离
开，到一方清凉幽雅的世界来，哪怕只
是浮生半日闲；

它呼唤我，从眼前的琐屑芜杂抬
头，与光影中的浮尘交换心事，哪怕只
是讲给自己听；

它呼唤我，从冷漠麻木的惯性逃
逸，看见青箬笠绿蓑衣的诗意，哪怕只
是田园的幻梦；

或许，它只是知道我们在人潮中
孤独地行走，带着对所谓亲密无间的
疑惑，带着对所谓肝胆相照的失望，它
唤我来！

或许，它只是知道我们在欢声笑
语中硬撑着，带着对生活不过如此的
喟叹，带着对你还能怎么样的无奈，它
唤我来!

或许,它只是知道我们在心底藏

着一份渴望，带着对乡村生活最初的
惦念，带着对生命底色频频的回望，它
唤我来!

三

和娟挽着胳膊慢慢走，听她断断
续续地讲自己这一两年的经历。

因为承受不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她辞掉了让很多人羡慕的媒体工作。
身体不好也是原因，一年中做了两次
手术。

淡淡的话语间，我听得惊心动魄。
我们算不得多么熟悉的朋友，只

是在采风活动中同行，谈天说地，甚
是欢畅。分别后，在微信朋友圈里偶
然瞥见彼此的日常分享，也没有热烈
的互动。

只是，都还记着有这么一个远方
的友人。

我到成都，发短信给她，她迅速地
回：来看看我这个下岗妇女吧！

人到中年，放弃、中断、离开，无
论是工作、婚姻还是一种生活状态，
都需要无比的决心吧，那也许是痛
楚，也许是痛快，但痛过之后会有释
然和轻松。

她依旧爽朗开心，清亮的眼睛，明
媚的笑容，像是一阵温柔的风，能抚慰
所有跌宕的心。

我们就这样走着，直到看见文殊
坊高大的牌楼。挥手说再见时，心里
总觉得忘了些什么，是什么，终归也没
想起来。

四

那个夜晚似乎无限漫长，返回的路
上，不知谁先提议K歌，大家都响应着。

嗓音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当你
开口，它便不属于你，它独自在夜空中
盘旋、飞翔，另一个世界打开了。

于是，那个嗓音甜美清脆的乔叶
不见了，取而代之是田震般的低沉、磁
性，绵密厚实，带着内敛的深情，像是
瓦的吟唱！

于是，那个爱笑的略显疲惫的潘
松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颗心还
留在青春岁月里的大男孩，带着一份
温暖，几许惆怅。

像是奇迹般，从来缄默的王剑冰
先生也拿起了话筒，天边飘过故乡的
云，那声音悠悠、颤颤，丝弦般，竟弹奏
出江南的烟雨和诗意。

是的，烟雨和诗意！
即便在这遍地都是茶馆的成都，

当我们走过繁华的街区，走过熙熙攘
攘的人群，走过散落着瓜子壳的茶摊，
走过芭蕉叶掩映的铁像寺，我们依然
渴望有一个地方，存放心底的烟雨和
诗意。

那或许是一份淡如水的友情，或
许是虽天涯之遥却时在念中的牵挂，
又或许只是一个记忆中那样的夜，那
样的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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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小米

渐醒人，是相对于渐冻人而言的。
渐冻人发现自身的功能一点一点消退

时有多少沮丧，渐醒人发现自身的功能一点
一点苏醒时，就有多少喜悦。

这喜悦是隐秘不为人知的，因为他只
能感知而无法描述出来，等他能够描述
时，那一段渐醒的伟大历程，他已经全部
忘光了。

彼时，他尚处于完全的黑暗混沌之中，
就像种子埋在土里，虽然已经有了将来长成
参天大树的一切基因，但他还在沉睡。

他的听觉、视觉、触觉、味觉……渐次醒
来。自不知起始的远方，一步步走近。比如
视觉，起初他只看见黑白两色，这足以令他
凝神。发现世界加入了鲜亮的红色，他高兴
得手舞足蹈。当移动的物体进入视线，最初
的好奇心随之产生。

继而，他的手和脚，头和臀，渐渐听从自
己，探索开始了……

渐醒人很努力，当他意识到自己总是仰
视天花板无聊至极时，就想翻天覆地。他左
右反侧看看究竟朝那一边更有把握，然后就
开始“强攻”：一次，两次，第三次把小腿甩得
更用劲，几乎要翻转又跌回，他借着倒下时
的弹力立即再发力，成功！

渐醒人很聪明，当他学习爬行时，你仔
细看，他的双手和双腿总是交替前行，移动
一只胳膊和另一侧的腿，绝不是同脚同手。
教过吗？怎么教？那些学会直立行走的人，
早已忘了当初是怎样爬行的，你让他再爬一

次试试，他多半是同脚同手。在渐醒的阶
段，人人都是天才，无师自通。

渐醒人亟须鼓励嘉许。他完成了某项
探索，必会四下寻找观众，如果有人给他微
笑，给他喝彩，他会不知疲倦再接再厉。

但渐醒人也会发懒。一件事当他学会
了，有把握了，便不似当初勤谨，懒懒地趴会
儿吮吮手指享受享受，诡谲地朝你笑，反正
我会了，想做就做。

晴好的日子，渐醒人和渐冻人的轮椅在
湖畔相遇了。

渐冻人80岁，渐醒人8个月。
老婆婆中风后又患老年痴呆，不属医

学意义上的渐冻人，从渐渐丧失能力的角
度说，也是一种渐冻吧。渐冻是退出世界
的前奏。

老婆婆看到人，伸出唯一能动弹的手，
“啊啊啊”地喊，声音有些恐怖，加之口鼻歪
斜，游人都避之不及。有人好奇地握了下她
伸出的手，她立即紧拽不放，那人脸色都变
了。

只有渐醒人——小婴儿朝老婆婆咯咯
地笑。

老婆婆伸出手，“啊啊啊”地召唤，小婴
儿伸出粉嫩的小手，被老婆婆一把拽住，大
家都愣住了。

没想到老婆婆轻轻托起小手，贴了一下
自己的脸，一滴泪从眼角流出。小婴儿仍然
笑着。

看呆了。渐冻人和渐醒人，在生命的隧
道里迎面相遇，似乎彼此懂得。难不成，他
们竟有密码相通？3

渐醒人

记忆深处

心灵感悟

品人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