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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令敏

今年 6月 23日，汪曾祺先生的女儿
汪朝女士打电话过来，询问汪先生给我
写的序言手稿是不是还在。她说，高邮
汪曾祺纪念馆落成了，正在搜集先生的
遗墨。

汪朝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三兄妹决
定将汪先生的故居清理一下，把先生的手
稿旧物全数捐赠给纪念馆。汪先生位于
北京虎坊桥附近的故居，原是科技日报社
分配给职工汪朗的住房，汪朗为了照顾年
迈的双亲，就与两位老人所居住的蒲黄榆
12楼的旧宅对换，没想到汪先生最后的
生命气息，就留在了这套普通的单元房
里。汪先生去世后，住房并不宽敞的三兄
妹，将旧居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连一张
纸、一支笔都没有挪过地方，就这样让光
阴停驻了 20余年，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的汪迷留存一个寻踪觅迹的地场儿。书
架、画案、茶几、桌椅，连杯子都静静地待
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让人觉得汪先生还在
屋里，喊一声就会出来……

可惜我没有先生的序言，因为先生没
来得及写。

1993年，为了给小报约稿，我得以与
汪先生相识。粗心又毛糙的我，在先生面
前出过很多洋相，终因师母施松卿先生的
认可，才得到先生的接纳，先后将《公治

长》《水蛇腰》等五六篇短篇小说赐我首
发，还为《平顶山日报》副刊题写了“落凫”
刊名。地市级小报，不能抄国家级大报
刊，我以实禀告，先生的每篇稿子都是等
小报副刊发过之后再给名头大的杂志，这
让我非常感动。

在之后几年的交往中，我与汪先生
情谊渐深。难以免俗，曾求他为我的第
二本书《消逝的田园》写序，为此打印了
十几篇文章送去，先生答应写，不料身体
不佳，疝气犯了，写序的事就被耽搁下
来。其间施先生曾打电话给我，说我送
的文章不知道放哪儿找不着了，先生让
再寄一份过去。我当时想，肯定是老先
生看不上那些“豆腐干儿”吧。不久又去
北京，就转请张中行先生写了序。还有
一个原因，也是我与汪先生的投缘处
——不想麻烦别人。先生正病着，我怎
能再劳烦老人家？私下盘算，等先生病
好了，再出书请他写也不迟。

世间许多事是等不得的。我最后
一次去看望汪先生是 1996年中秋节，施
先生已经病倒在床。我深知汪先生时
间宝贵，去先生家只能一年一次。记得
那个下午我是带着 4 岁的孩子一起去
的，先生很高兴，又是拿苹果又是递香
蕉，还让孩子坐在腿上，就像爷爷一样
亲。他笑说：“令敏，这孩子长得太像你
了，怪不得你总是说他。”不曾料到，那

次一别，竟成永诀……
哎，我为什么没有带个相机呢？
回想前尘旧事，我受益于先生良多。

若说第一本小册子是受了希梅内斯《小银
和我》的点悟，接下来写家乡风物的文字，
则是受汪曾祺先生的启迪。家乡的野菜，
家乡的树头菜，家乡的人物志，这些仿若
神助的清泉白水，无不源于汪先生，源于
他对故乡高邮深情不露、简淡迷人的讲
述。而先生于我最大的恩惠，是在柴米油
盐里日浸夜渍，难免烦躁抓狂时，我只要
坐下来，按住心头的坏情绪，一篇一篇读
先生的书。翻着翻着，人就安静下来，再
大的风，再大的浪，都不算什么了。

想先生名满天下，却喜欢买菜做饭，
过往的磨难与委屈，都被他淡然消解，这
得有多大的胸怀和眼界，岂止“随遇而安”
四个字能够道得？我想，凡不曾与汪先生
心灵相通的人，臧与否，终是隔靴！先生
的好，是生命独有的味道，是起自灵魂的
芳香。

汪朝随后在微信上转发给我一封不
曾寄出也没有落款的书信，那应该是汪先
生1995年前后写的。因为书信没有电话
快，信中的事儿，施先生曾打电话问过我，
我随即按剂量抓好药写明用法寄了去。
猛然看到汪先生写于 22年前的书信，有
种时空错位的感觉，仿若先生依然好好
的，在虎坊桥家中画画，写文章，接电话，

会亲友……冬中有春，温暖如昨，夏里有
秋，清凉沁人，又恍惚，又清晰，走来走去
的还是那个被儿女直呼“老头儿”的汪曾
祺……

我看着信，不由自主在屋里转了一
圈儿又一圈儿，书架、电脑桌和沙发茶
几，连同我的狗和猫，在我眼里心里瞬时
有了毛茸茸的光泽，就像春天最温柔的
植物茎叶……

书信也平常，都是家常话——

“令敏：

你委托平顶山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

的姓名我记在一张纸上，一时找不到了）

在电话里告诉我治疝气的方子，升麻、台

片各 5 克，水煎服，红糖水作引子。有两

点疑问：一、药铺售货员不知道“台片”为

何物，后一老店员说：即党参，因产于五台

山，故名台片，不知是否；二、剂量对不

对？5 克似乎太少了。也许是我听错了。

以上两点，请核对后打个电话告诉我。

听说你到北京来了？为啥不上我家

来坐坐？

你一切都好吗？”

先生，我一切都好。恕我不与您商
量，就将您的书信公之于世。我只愿终生
受教于先生，竭尽全力，诚实、谦卑、善良，
草木一样活过往后的日子。3

□非鱼

暖的风刚吹到虢国老城墙根，凃弦夫就摆着
细长的身子出来了。

瘦！太瘦了！谁见到他都这么说。可凃弦
夫摆一摆枯枝般的手：负担，胖了，都是负担。

凃弦夫刚从文联退休，退休前他是当地书
法家协会主席，除了搞一些展览，或者配合小城
重点活动写点应景的对联，其他时间，都在写
字。他在办公桌上放一整块高密度板，笔墨纸
砚就绪，写。从 20多岁开始学书法，柳体、颜体
都研究过，后来喜欢上了康有为，从此着了魔，
直到在全国小有名气，整天琢磨的还是康有为
的字。

退休后，凃弦夫有更多的时间写字了。人越写
越瘦，腰越写越弯，当然，那字是越来越纵横奇宕，干
脆遒劲了。这是见过他的字或者去过他的守黑斋
的人说的。

凃弦夫的守黑斋一般人去不了，除非要好友
人，或者接到邀请者，否则谁也别想进去。

写出一幅好字，凃弦夫会给他的几个朋友打
电话，兴奋。沏一壶好茶，站在门口巴巴等着他
召唤的那些朋友来。

去守黑斋次数最多的是吴一品。吴一品也
是虢国老城的名士，他不习书法，爱的是茶，有着
茶痴的名号。和凃弦夫在一起，吴一品结巴的毛
病似乎也少了，两个人赏字，品茶，论道，守黑斋
里墨香和茶香氤氲缭绕，别有一番雅趣。

天越来越暖，凃弦夫出来的次数慢慢多了。
每天早晚，人们会在城墙根看到他，左右手各两
枚油亮的山核桃，哗啦哗啦转着，绕着城墙散步。

那天晚上，转到南城门口，他发现有人在写
字，还有不少人围观。一个50多岁的老头，练的
是地书。一根木头棍，前面绑一块水滴型海绵，
水桶里蘸点水，在水泥地上龙飞凤舞，写的是《沁
园春·雪》，到了“数风流人物”，那个“风”字拐出
几个奇怪的弯，但却引来围观者的喝彩。

凃弦夫仔细看看，他发现这个老头还是有一
些书法功底，只可惜个别字的布局不合理。他拍
拍老头浑圆的后背说：这个“风”字不是这样写
的，应该这样……他边说边比划，甚至伸手想拿
过老头手里的“笔”示范一下。

老头拿“笔”的手朝后一缩，瞪了他一眼：咋
写？你说咋写？你能，你是王羲之啊？

凃弦夫被老头抢白一顿，讪讪离去。往回走
的路上，他还有点愤愤不平：怎么可以那样写？
简直是糟蹋字嘛。

凃弦夫把吴一品叫来，茶没泡，先跟他讨论
那个老头：太恶劣了，怎么可以那样写？鄙俗！

吴一品一言不发，看着凃弦夫在守黑斋里转
圈，义愤填膺。末了，他微微一笑，把凃弦夫拉到
书房门口，指着门上“守黑斋”三个字让他看，吴
一品说：知白守黑，对吧？

凃弦夫当初给书房取名的时候，叫守墨斋，叫
了没两天，吴一品来了，看见守墨斋三个字，摇摇头：
守墨斋，好，但不如去了土，叫守黑斋。凃弦夫问为
什么？吴一品说：看过《道德经》吧？凃弦夫说：知其
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可是这个？吴一品一拍手：
对，对，对了。于是，守墨斋便成了守黑斋。

看着守黑斋三个字，凃弦夫哈哈一笑：老兄，
还是你高啊。知白守黑，得有容人之心啊。走，
喝茶。

春天慢慢悠悠催开了各色花朵，蝉一叫，就
到了夏天。

凃弦夫突然觉得嗓子不舒服，咽东西有点
疼。去医院一检查，是食道癌，还好是早期，做了
手术，凃弦夫在家里养着。

吴一品去看他，带来一盒15年陈普洱，凃弦夫
摇摇头：喝不了了，果然都成了身外物，不能享用了。

吴一品用茶针和茶刀把茶饼撬下一块，用紫
砂壶泡上，倒出一杯，茶汤红亮。他递给凃弦夫：
这么好的茶，观其色，闻其香，不一定都要喝到肚
子里啊，各是各的享受啊。

凃弦夫的身体一天天恢复过来，又开始写
字。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预知了生命的期
限，他变得更加通达，那字，自然又上了一个台
阶。吴一品说：这就对，对，对了！

秋凉时，再从南门口经过，凃弦夫看到那个
微胖的老头还在那儿锲而不舍地写，依然是《沁
园春·雪》，那个风字依然拐出好几个奇怪的弯。

写完，老头得意地看看围观的人群，凃弦夫
喊了一声：好！

老头看到他，似乎还记得。老头说：老仙儿，
这回不挑刺了，来两笔？

凃弦夫摆摆枯瘦手：免了，免了。
老头不依不饶：怕丢丑？
凃弦夫说：怕丢丑。
老头哈哈大笑：我天天练，总会有进步。你

要记得，不懂就不要乱说啊。
凃弦夫点点头：是，是，大有进步。
老头活动活动肩膀手臂，提了桶换个地方接

着写，凃弦夫看着自得其乐的他，觉得这也是一种
境界。3

□李民

仲夏晨醒，难得微微凉。连日
心里颇不安宁，且享这天色微阴
的清凉，湖边走一走去。

树，蔽日参天，草，翠润丰茂，
满眼的青绿拥抱着我，萱草金色
的喇叭朵尚有余韵，玉簪雪白浅
紫的花却已凋残，应季的八月菊，
在草丛中灌木后闪着笑靥，红黄
粉绛自有一番清丽。小路蜿蜒，
地砖润泽而红，得益于这几年城
市道路、公园等相继进行海绵化
工程。鲜艳的红绿色彩对比，让
我忽然忆起大观园中题匾“怡红
快绿”的情节，颇合心境。

前有堆土而成的小山，几十
米高。丘上遍植红桃翠柳，春日
倒也略有苏堤况味，眼前早谢了
红桃，有累累绿实坠枝，绿色小桃
绒毛上凝结了晶晶亮的小珠。沿
着小路，缓缓登上土丘，眼前有斜
斜的雨丝飘过，扬手迎一迎，水汽

蒙蒙。
沿着曲曲折折的林间小路，

绕过密密丛生的修竹，一池夏莲
惊艳。翠盖朱华，亭亭净植，这
奇异的水生花，本就不沾染一些
儿淤泥尘埃，和风微雨中，翠绿
的莲叶上几粒珍珠轻轻滚动，珠
落玉盘，相映生姿；粉色的莲花
蒙了雨水滋润，平添了几分明
艳，那个江南涉江采芙蓉的女
子，也当有着一样明艳的面容
吧；一只莹蓝的蜻蜓俏立在莲花
蕾尖，三两只莺雀藏身池边低垂
的柳条里，嘀哩嘀哩地吟唱，也
算是“莲深闻鹧鸪”了。微笑着，
望着一池莲花，心里渐渐生出一
份澄明喜悦。

雨大起来了。栾树与樱花连
理覆盖的枝叶再遮挡不住，雨滴
接连落到白衣上，洇出一朵一朵
的花。海绵化的人行路不会积
雨，路边植草沟渐渐有了一小洼
一小洼的水。雨水从帽檐开始不

断凝结、滴落，衣衫上雨的花朵隐
去了，连成一片。怎么不能去路
两边的店铺躲雨？是心中有了被
雨抱着又抱着雨的欣喜罢了，今
幸淋雨，今且淋雨。想起东坡居
士“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洒脱坦
荡，想起毛泽东主席迎着风雨跑
向岳麓山巅的壮怀豪迈……我，
许多年了，未曾抱雨，究竟是失去
了淋雨的能力，还是迷失了淋雨
的勇气？

夏雨忽至而易散，不知不觉
雨停了，太阳又露出云层，映得标
牌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几个大字闪闪发亮。立足平凡脚
踏实地，一草一莲都是胜景，心怀
天下仰望星空，一风一雨皆为历
练。如果人囿于墙角蜗名微利，
人生没有格局，自然经不得风雨；
如果人融入社会国家，心怀民生
天下，当然会拥抱风雨，有一番大
自在。

一起来吧，且淋雨去！3

□冯建珍

穿行在秋色里的雨

没来得及看行程表

我还在蝉鸣的余音里叹吟

叶片裹挟住凉意就落在我的梦里

看不清风的方向，眸子里

石榴籽粒满满的清香，伴着

大雁最后的身影，太阳的余晖

远去了，云蔓延过来

柿子火红的色彩燃烧着枝桠

我的步伐开始行走在叶脉深处

风景凋零于马尔克斯的墨渍里

聆听一首百年孤独唯美的旋律

不老的时光摇摇晃晃走过来

此时，土地翻种了

雨丝垂下来

清洗浮尘也清洗自己，视野里

万物，热的依然很热

而冷的依然很冷

秋思

踩着秋色行走在时光里

心绪随风摇摆着

一丝凉意

吟唱叶脉飘零的色泽

疾走的音符于发梢蔓延

脚步碎了一地

另一种落寞

陨落于字里行间的旷野

塔里木寺的钟声响了

听见心跳的呻吟

双颊的暮色丰盈着

一场秋雨的降临

缠绵雁去雁归的旋律

氤氲着袅绕

时针划过心脏的时候

一颗豆红破整个秋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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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志慧

翻开范鹤鹏先生的自传体小说《凡人日记》，就像打开
了一幅豫北乡村风情画卷。

这幅画卷以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改革开放初期为时代
底色，以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薛家村、封丘县为构图中心，
重点着墨于其幼年到青年的成长故事，还原了当年那里人
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读这本书，我脑海里会时不时闪现出张择端的《清明
上河图》。它描画的宋代东京市井生活图景，是研究宋代
历史的珍贵史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本书具有相
似的价值。

范鹤鹏先生大量使用方言来描写地方风情，语言与内
容相得益彰，自然和谐。这些方言作为封丘话的活化石，
带着深深的历史感。在方言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势下，这是
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

中国正在向工业化、城市化快速迈进。而养育我们几
千年的农耕文明，包含了祖祖辈辈的生存智慧和价值追
求，值得珍视、保护、传承。虽然国家实施了民间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但是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如颗颗珍珠散落乡野，
再浩大的保护工程也难免有遗漏。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
遗珠的光芒。

豫北是产粮大省河南的小麦主产区。农耕文明时代，
祖先摸索出了从种到收犁耧锄耙扬场放磙等多种技艺。
随着机械化的普及，这些传统生产技艺成了越来越少人知
道的稀罕物。作者以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扶耧、扬场等技
巧秘籍，你不得不感叹大自然和劳动教会人太多东西。

当千篇一律的机器制造产品充斥生活时，很多人对
手工制造的个性化和其包含的诚意充满怀念和向往。中
国的柳编工艺，南北方甚至同一个省份不同地方都会有
不小差异，这种差异反映的是心灵的丰富多彩和审美的
地域特色。具体到作者身上，柳编元宝篮还有更深一层
的情感色彩，寄托着姥爷的疼爱。穿烦了成衣，现在，私
人定制成了时尚。书中学徒出身的乡村裁缝对待乡亲的
厚道和对技艺的追求，让人咂摸出某种回归的意味。还
有乡村木匠的心灵手巧、说书艺人的伶牙俐齿等等，让人
对当年豫北乡村人生存状态有了多方位的了解。

原（阳）延（津）封（丘）酒文化远近闻名。作者以自己与
酒结缘的故事，阐释了这种酒文化的经济、社会成因，反映出
其蕴含的淳厚朴实的民风以及当地群众的智慧和幽默。

当农村教学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农村孩子到城市、
县城读书时，我们似乎忘记了乡村教师的模样。作者带领
我们重温了乡村教师的风采。范老师一年四季衣着都是
规规矩矩，再热的天也没见他穿过短袖衫，脖子下的扣子
永远扣得严严实实。要求学生站有站相，坐有坐样。何老
师对学生要求更高，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他要求高
一的学生作文必须逐渐写长，从 1500字到 3500字，目的
是让学生开阔思路。一个星期改30多篇作文，字斟句酌，
连标点符号都有修改，还要写出恰如其分的评语和修改意
见。这种教育理念无疑与应试教育大不一样。

虽然是田野村夫，邻居全信叔在作者因出身当兵无
望、心灰意冷时，用“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来鼓励安慰他。传统文化的精华和
乡风的淳朴旷达，就是这样润物无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人。全信叔是所谓老高中生，他的素养对当时乡村教育的
质量做了无声而有力的注解，那是一种人的教育而非单纯
知识的教育。

在这本书里，作者重点描写了对其成长有重要影响的
两位女性，一位是其祖母，一位是其母亲。尤其是祖母，她
的教导、她的为人处世方式，对作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起了重要作用。像“能忍心自安，人有好心天不昧”“人活
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类似的
言传身教，我小时候也曾从我的姥姥那儿听到过、见到
过。这些思想，我竟然在《论语》中找到了原话！正如台湾
学者蒋勋所说，儒家经典历经千百年口口相传已经渗透到
中国人的血液里。事实上，这些被代代相传的经典也正是
来源于生活。

与政府组织或专家学者搞的民间文化抢救工作相
比，作者笔下一个个鲜活本真的人物，一幕幕带着泥土香
的场景，以及亲历的种种豫北乡村故事，更民间更亲和，
是一种有血有肉的文化呈现。《凡人日记》是豫北大地上
土生土长的一棵大树，民间智慧的阳光雨露滋养了它，注
定根深叶茂。

由此，你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千百年来，一代代中国
人正是这样被养育，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正是这样沉淀、
传承。

范鹤鹏先生为这种传承默默地尽一己之力。退休赋
闲，可以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了，他还密切关注着社会的
变化、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想在中国由农耕文明向工业
文明迈进的大变革中，把一些该留下的东西留给后人。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种生活养育一类心灵。每个人
的成长都有其时代与环境烙印。由于所处的时代、所出生
的家庭、所生长的环境，作者经历了不少的苦难、彷徨，有
过不甘命运摆布的奋斗、抗争，更有被亲人、乡亲呵护关心
的温暖，有最终自身价值被认可的喜悦。这是一份意味丰
厚的生命体验。

百炼成钢。没有轰轰烈烈，作者交上的是一份平凡而
不平庸、既脚踏实地又积极向上的人生答卷。

感谢时代。感谢生活。3

中国正在向工业化、城市化快速迈

进。而养育我们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包

含了祖祖辈辈的生存智慧和价值追求，

值得珍视、保护、传承。虽然国家实施了

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但是几千年的

灿烂文明如颗颗珍珠散落乡野，再浩大

的保护工程也难免有遗漏。在这本书

里，我看到了遗珠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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