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溪中

采访年逾百岁的老红军王志峰的时候，他异常激
动。提及长征往事，老人家眼里饱含着泪花。他动情
地讲述着自己亲历的长征故事，我怀着崇敬而沉重的
心情记录了他的每一句话——

1934年10月上旬，我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我们不仅要摆脱国民
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更要战胜无比恶劣的自然环
境。翻越雪山和穿越草地是红军战士面临的最大挑
战。我和身边的战士都结下了深情厚谊，其中，我们连
队的宣传员小刘和勤务员小韩是我最要好的两个战
友。遗憾的是，他们两个却没能走完长征路，永远留在
了雪山草地上！

在翻越几千米高的岷山时，小刘为了鼓舞战士们
战胜严寒和饥饿，一路演唱自编的快板，她甜美的声
音、优雅的舞姿给我们这支疲惫之师增添了力量。她
宛若一轮温暖而明媚的太阳，驱走了笼罩在战士们心
头的阴霾。可是，天气毕竟太寒冷了，一名战士突然倒
下了。小刘赶忙扑上去，将那个战士拉起，毫不犹豫地
脱下自己的棉背心，套在他的身上。这个战士得救了，
随队伍继续前行。当我们快要翻越岷山时，却发现小
刘不见了。我和连长赶紧沿原路返回寻找她。结果，
我们在一块冰雪覆盖的巨石上看见了一个冰雕人物形
象——是小刘！她坐在石头上活活被冻死了！一只僵

硬的手指着苍茫的北方。我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把
破手套摘下来，轻轻套到她冻僵的手上。我和连长挺
立在风雪中，目光注视着这座洁白的战士丰碑，久久不
肯离去。直到前面的队伍使劲儿催促，我们这才端端
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怀着沉痛的心情继续前行。

为了不让小韩难过，我一直谎称小刘去另一支连
队帮着做宣传工作，直到翻越岷山、即将进入草地时，我
才把真相告诉小韩。小韩蹲下身，狠狠扯着自己的头
发，哽咽了好半天没有哭出声来。我知道，他是悲痛到
了极点。我劝说小韩不要过度伤心：要革命就会有牺
牲，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逝者未竟的事业！在我
的劝慰下，小韩渐渐坚强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小韩和
小刘除了同志间的真挚友情外，还产生了深切的爱情。

小韩是我们连队的勤务兵，负责保管连队仅有的
几斤芝麻粉。小韩把这小半袋子芝麻粉系在腰间，即
便是睡觉，也紧紧抱着它。小韩饭量大，常常饿得头晕
眼花，但面对身上的芝麻粉，他顶多趴在面袋子上嗅
嗅。很多次，小韩夜里梦见自己偷吃芝麻粉，吓得惊叫
着醒来，捏捏芝麻粉还在，他这才长吁一口气，擦擦口
水，又沉沉睡去。

不幸的是，穿越草地走到大概一半路程的时候，小
韩因吃带毒的野菜上吐下泻。我们好不容易给他找了
一名大夫。大夫把了把小韩的脉搏，说：“如果他再不
吃东西，恐怕就没命了！”我赶紧央求连长让小韩吃口
芝麻粉。连长忙请示营长，营长同意了。可是，倔强的

小韩宁愿饿死也不肯吃一口芝麻粉！我急了，硬生生
掰开他干裂的嘴，将一把芝麻粉塞进他嘴里。然而，太
晚了！小韩已经精疲力尽，连吞咽东西的力气都没
了。他艰难地抬起右手，拳头紧紧攥着。我一下明白
了，赶忙掰开他瘦削的拳头，手心里是一挂银制长命
锁！小韩生前是预备党员，他经常对我说，等到他转成
正式党员后，这挂银锁就是他交给组织的第一笔党
费。这挂银锁是小韩参加红军时母亲套在他脖子上
的，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

我忍不住潸然泪下，周围哭声一片。
光阴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往事早已淡如

云烟，可唯有长征途中我这两位战友的举手投足、音容
笑貌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里。

长征是人类史上的壮举。长征途中，又有多少像
小刘、小韩那样的红军战士为革命牺牲了！在他们身
后，又有多少战士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为民族的独立
和国家的富强献出了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我们这些
幸存下来的人，不能忘记那些革命先烈，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把当年悲壮的革命故事讲给下一代听，让革命
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让年轻人听着
故事走好属于他们的长征路，为我们当下这个伟大时
代添砖加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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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

一般来说，作家比较敏感，自尊，内向。长期写作，使他们习惯了
进入自己的内心，日复一日地自己和自己对话，而不大愿意和别人对
话。偶尔说点儿家常话还可以，他们尤其不爱说关于文学方面的话
题，一提文学，好像触到了他们的隐私，顿时显得有些警惕，甚至有些
抵触，一句话都不愿多说。在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北京一家颇有
影响的报纸的记者，打算专访一下王安忆，让王安忆谈谈文学创作方
面的情况。记者大概担心会遭到王安忆的拒绝，没敢贸然直接和王
安忆联系。记者的父亲也是一位作家，记者知道他父亲跟我相熟，而
我和王安忆比较熟悉，就让他父亲找我，我再找王安忆，看看王安忆
能不能接受他的专访。这样拐弯抹角，有点“托关系”的意思，可见当
记者也不容易。

然而这事儿让我有些犹豫，首先我自己就不愿意接受采访。现
在多种形式各个层级的媒体那么多，人家让你说吧说吧，你不说有点
少，一开口便是多，得到的只能是不安和失落。每次答应接受采访，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心理负担，会让我紧张好几天。将心比心，我想王
安忆也是一样，为保持安静，她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
可朋友托到我，我不跟王安忆说说也不好，就打电话把朋友的意思对
王安忆说了。王安忆像是犹豫了一下，还是说：我看算了吧。

绕了一个弯子，现在该说到舒晋瑜的这部文学访谈录了。舒晋
瑜也是一位记者，她凭什么就采访到了这么多包括王安忆在内的重
量级作家呢？她的访谈为什么总是那么深入、丰富和精彩呢？我想
这不仅在于舒晋瑜所供职的媒体平台高一些，专业性强一些，关键还
是舒晋瑜以诚恳、尊重、虚心和学习的态度，赢得了作家的好感和信
任，作家们才向她敞开了心扉。当作家的大都不爱多说话，并不是他
们无话可说，相反，每一个勤学善思的作家都有一肚子两肋巴的话要
说。作家们也不是不会说话，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系统，不鸣
则已，一鸣即有独特的表达。饭端给饥人，话说给知人，他们在等待，
在选择，等待能倾听他们说话的人，选择能和他们双向交流的人。这
时，舒晋瑜走过来了，舒晋瑜微笑着走过来了。他们把舒晋瑜辨认了
一下，心说是她，就是她。以前，他们大都读过舒晋瑜所写的访谈，在
报纸上看见过舒晋瑜作为访谈栏目主持人的头像，也在口口相传中
听说过挑剔的作家们对舒晋瑜的认可，及至见到舒晋瑜，他们生出一
种终于对上号了的感觉，于是就坐下来，就访，就谈，不知不觉间，山
高水长，星光闪烁，他们一谈就谈远了。

千万不要以为舒晋瑜的访谈来得轻而易举，不费功夫，我宁可相
信，舒晋瑜做访谈也不容易，也遇到过困难，甚至付出了很大辛苦。
每访问一位作家，她都要事先把功课做足，把准备工作做充分。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话对舒晋瑜也适用。她让人家“从头说起”，
她读人家的作品也得从头读起。每访问一个作家，她起码要把那个
作家的全部作品读一遍。须知像张炜、贾平凹等勤奋的作家，他们著
作等身，作品的量都很大，舒晋瑜须一一读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对
谈时才不会掉底子。舒晋瑜的阅读，不是那种“完成任务”式的读法，
如沈从文所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舒晋瑜
通过阅读作家的大量作品，既深入到作品的内部世界，也贴近作家本
人的心灵世界，力求做到识了作品又识人，把作品和作家的真正个性
令人信服地呈现给读者。我注意到，在每一篇访谈录前面，舒晋瑜都
有一段“采访手记”，手记不长，却言简意赅，准确有力，颇有些“一剑
封喉”的效果。比如她记阿来，说阿来“有一股子拧劲儿”。比如她记
贾平凹：“写作前他要焚香，对于文学的虔诚使他始终保持敬畏之
心。”再比如她记方方：“离开写作的平台，方方的乐观豪爽和温和宽
厚让人如沐春风，可是当她写作，却成为悲观主义者。”一句话或几句
话，就勾勒出一位作家，朋友们看看，舒晋瑜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我很喜欢看舒晋瑜所做的访谈，只要见报纸上载有舒晋瑜和作
家的对谈，眼前一亮，定会把报纸留下来仔细拜读。自己写作四十多
年，我和我国的知名作家们差不多都认识，可我们见面时，开会、吃
饭、喝酒的时候多，很少深入地谈文学。是舒晋瑜让他们开金口，谈
文学，我想看看他们谈了些什么。文学目前的问题无非是生活、思
想、天赋、创新、走出去，还有青年与网络、梦想与现实、体制与自由、
长篇与短篇、小说和影视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看
法。我的私心是，想看看作家同行们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什么不一
样的地方。不是自吹，他们对诸多问题的观点和我基本一致。比如
阿来对网络文学的看法，不仅完全和我相同，连表述用语几乎都是一
样的，不免让人窃喜。有些访谈我不是看一遍就完了，还放在书柜里
保存下来。舒晋瑜对莫言和韩少功的访谈，我就作为资料一直保存
着。现在有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保存起来就更方便，也更全
面。我个人认为，不论是文学价值，还是文史价值，这本书都值得长
期珍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越来越高。

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之所以成为《中华读书报》的一个名牌栏目，
不仅在于她是一位好记者，还是一位好作家。也就是说，她不仅是一
位记录者，还是一位创作者。除了这部访谈录，今年她还整理出版了
与军旅作家对话的《以笔为旗》，据悉还有一部文学访谈录正在梳理
之中。此前她还出版过散文集《旭光晨韵》，写过诸多文学评论。更
让人欣喜的是，她今年还给济南出版社主编了一套“麒麟中国新文学
少年读本”丛书，丛书包括汪曾祺、宗璞、肖复兴、赵丽宏、黄蓓佳的作
品集，还有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红围巾》。我也当过二十多年编辑、
记者，知道“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从
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世界上许多东西，我们听说了，看见了，知道了，
并不等于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有在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又在
实践中解决了，才会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不难预期，谦逊纯朴、知
行合一的舒晋瑜，一定会写出、编出更多的好书。3

□李玉梅

故乡回郭镇的水煎包一直在我的记忆中飘香，
恒久不散。

那天，我又在梦中看到了金黄的水煎包。便在
日记上写道：“我将顺着河流，逆流而上——回故乡，
回郭镇。”

进村回家的路，是月芽儿形的，因此我的村庄叫
南河湾。在村庄通往镇上的河道里，我踩过每一块
鹅卵石，扳扶过我父亲和村民种植的每一棵小榆树。

镇上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每一座学校，每一张笑
脸，池塘，宗庙，祠堂，粮库，我都耳熟能详。但是，最
吸引我的是各色美食。狗碰烧鸡、卤猪头肉夹火烧，
迷醉了几代人。尤其水煎包，是全镇人的心头好。
年前，我和弟弟、弟媳通电话，谈起镇上的水煎包，仿
佛能看到他们立马从沙发上跳起来，两眼放光，说起
来滔滔不绝，感慨万千。

水煎包，是一部回郭镇人的生活史，是十万人的
故事大全，是方圆几十里的美食“地标”，是我们生命
中记忆的一部分。

说起来，水煎包的做法并不复杂。用的是发面，
牛肉、羊肉萝卜馅，包好后放在一个特制的大平底锅
里煎。先是往锅里放油，把生包子压成扁圆或者椭
圆，整齐地放进平底锅，将调好的稀面汁顺时针倒进
包子缝隙间。稀面水像小溪一样流向包子四周，这
时盖上木锅盖。打下手的人开始拉风箱，继而加速，
把火势扇旺到四面窜火苗。听到满锅“呲啦啦”煎声
响起，热气“噗噗噗”地向高空蒸腾时，掀起锅盖把包
子翻个个儿，然后抡起特制的小油壶，在包子上滴几
滴小磨芝麻香油，再煎。大约五六分钟，一锅内软外
焦、皮脆透明、香气扑鼻的水煎包就可以出锅了。

一盘水煎包子端到桌上，远看满眼是香，近看香
气扑鼻，吃到嘴里，香到舌根，低头一闻，直觉得肠胃
都激动都流口水，恨不得马上跳出来咬上一口。小
孩子吃水煎包的第一个动作，首先是吃皮儿。不管
你买几个，师傅都会在盘子里，给你加上两块儿硬币
大小金灿灿的黄脆皮。别看这小小几块香脆皮，那
是全镇孩子们的最爱。

过去，各家经济收入微薄，吃水煎包是极其奢侈
的事。大多数人一年能吃上一次水煎包，也不容
易。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吃水煎包的记忆终生储存
在脑子里，深藏在思乡的情结里，根植在生命的最深
处。

回郭镇，丁字形集市。南北一条通商大道。北
通嵩山脚下，南抵伊洛河十里长堤，其间穿镇而过，
下面是河道，与大道并驾齐驱。在丁字路口下一道
缓慢小坡，往东走百十米，依次排列着回郭镇名吃。
第二食堂的焦黄小炒面、粉芡油炸羊肉片汤、狗碰烧
鸡、梅豆角三刀等各式糕点铺，与街口南北的羊肉水

煎包、牛肉水煎包、肚包肉、羊杂饸、猪杂肺片汤、豆
腐丸子汤、饺子等名吃集中荟萃，在这两条丁字形集
市上交相辉映。其中属各色水煎包卖得最火爆。

临近年底，人们南来北往，熙熙攘攘。本地的白
菜大葱香菜，来自玄奘故里的洁白清脆的银条，来自
九朝古都洛阳关林的灯花、烟火、鞭炮、蜡烛、门神、
老灶爷、花布、花衣裳，来自嵩山脚下小相、后林、鲁
庄、北侯、南侯、东侯、西侯、安头等村的羊肚子毛巾、
核桃红枣干山货。人们物物交换，把过年的气氛推
向高潮。热气腾腾的空气里交织着乡村的酸甜苦辣
香。乡村日子长，既然来到回郭镇，无论男女老少，
都会坐下来，美美地吃上几个水煎包，喝碗杂饸汤，
更不会忘记买一摞水煎包，带回家给亲人尝。

一代代小孩子盼着过节过年，盼着赶集，盼着家
里来客人。外婆舅舅，表叔姨妈来家，不是他们带来
一手巾兜水煎包，就是家人到街上买回水煎包款待
他们。

水煎包到底有多好？在我的记忆里，街头巷尾
七八家水煎包子铺，一天到晚都热气腾腾，人头攒
动。人们还没有走到大街上，还未来得及看到摊位，
那直透肺腑的香味就远远飘来，使人不由自主地流
口水。孩子们如果一年不在集市上吃一次水煎包，
这一年就觉得白过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一路踏着经济社会发展
的鼓点走出来的乡村人，对家乡美食的记忆，尤难忘
怀。每次回家，穿镇而过，无论冬夏，水煎包依然是
我们的最爱。后来有人把回郭镇水煎包开到巩义
市，引进郑州市的大酒店，带到省内外，我亲眼看到
杜岭街上的回郭镇水煎包子店。但是很少有记忆中
那样的美味。一是吃水煎包的年代已经远去。那时
物资匮乏，身体缺少营养，当地人吃水煎包如同吃大
鱼大肉般过瘾。如今各种美食花样翻新美不胜收，
水煎包只能成为人们可点可不点的一道主食；二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煎包属于回郭镇特色小吃，
深扎在地域性很强的传统饮食文化沃土之上。经营
者为了竞争，舍得下好肉好料，不惜成本调出好味
道，绝不会在面馅里做手脚。因经济实惠口感好，人
人爱之食之。

水煎包虽然好吃，不是人人都能做。回郭镇能
婆婆巧媳妇多，十之八九都尝试过做水煎包，可是都
无法和镇上各姓饭铺的爷们比“手艺”，他们是真正
的美食高手，举手投足间，已把古镇千年的文化底蕴
演绎到极致。据说当年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班
师回朝，途经回郭镇，不仅刀斩了祸害生民涂炭百姓
的遏风洞黑龙，还吃过当地百姓做的水煎包。

现在，如果我的父母仍安在，也该是我们携子
孙回家团聚的好时光。当全家途经镇上时，我一定
会告诉亲人们：“都坐下来，今天我请大家吃水煎
包。”3

□化长河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又是个受人尊敬的木
匠。他一辈子与大山为伴，与土地和木料打交道，几
乎没有走出过大山，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

他走完81岁的人生旅程、告别这个世界时，十里
八村的乡亲闻讯赶来，要送这个为他们打过房梁、做
过嫁妆、钉过门窗的老木匠最后一程——这是山里
人对一个人表达尊敬最深沉的方式。

父亲一生坎坷，像一把厚重的大锯，用生命开辟
生活，不断将齿磨平，将身磨细，直到在劳作中訇然
折断。父亲养育了四儿一女，因分家、外迁、返迁先
后亲手盖过三座新房，其难度，不亚于城市工薪阶层
的人先后购买了三套房。父亲木工活干得漂亮，是
方圆百里闻名的师傅。他的五个儿女中，出了三个
大学生，其中一位还考上了北大。这是他最为骄傲
的事情，他看着出息的儿女，就像欣赏自己打下的得
意的家具，有一种特别的满足和自豪。

父亲常说：“吃点苦怕啥？没有苦，哪有甜哪！”
父亲从小帮人放牛放羊，后来学会了做木工活，整天
早出晚归，在嗡嗡嘤嘤的拉锯声和丁丁当当的敲打
声中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不识字，但
家具的长短高低、农具的方圆曲直，他都成竹在胸。

从前，农村盖瓦房需要“汇木料”，就是把准备的木材
堆在一起，由木匠来分类定位。这是一项技术活，既
要保证房子坚固美观，又要材尽其用。父亲经常被
邀请做“汇木料”的把式。后来他年纪大了，不能亲
自动手干活了，盖房的人家还是要请他去：“只要您
到场看着，我们心里就踏实。”

父亲是大家公认的细木匠。我至今记得父亲
做的一个脸盆架，五条腿呈星状分布，前面三条腿
顶端分别雕刻着荷花、牡丹、猴子，后面两条腿的横
梁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与凤，整个盆架就像一
件工艺品。他一闲下来，就拿铅笔和曲尺在纸上画
来画去。有一次我带他去参观一座庙宇，他对门楣
上方的一块木质镂空雕花着了迷，盯了许久，才不
舍地离去。

农忙时，父亲犁地、播种，锄草、收割、打场，没日
没夜地忙；农闲时，别人都在叼着烟袋聊天、打牌、看
风景，父亲却在挥斧拉锯打家具。他干活不偷懒，更
不会偷工减料，经他手做的东西，又结实又漂亮。所
以来请他做活儿的人就多，要做的东西也多，经常忙
活到深夜，他从没叫过苦，喊过累。父亲63岁那年，
我们弟兄几个从外地回来，商定按月给父亲养老钱，
让他把地包出去，把木工家什收起来，安享晚年。父
亲答应得好好的，但我们一走，他又下地了。他舍不

得那耕种了多年的十来亩承包地，也离不开伴他一
辈子的木工活。在他的心目中，把土地和锯刨丢了，
就等于丢了魂魄，咋能活得安生！

那年夏天，他大中午到地里拔草，因中暑被送进
医院，我赶去看望，有些生气地问他：“我们又不缺你
的钱花，为什么还要这么舍命干？”他说：“我干了一
辈子活，现在要叫我啥活都不干，吃饱坐饿，我做不
到啊！”直到他离世，我家的院子里还有一大堆他没
有加工完的木料。

父亲逢事看得开，是个乐观的人。“水再大也淹
不过鸭子背！”这是他挂在嘴边的话。记得九岁那
年，我收拾全家的饭碗往灶房里端时，被门槛绊了一
下，碗全都碎了。我头低脚高地趴在台阶上大哭起
来，怕挨打。谁知父亲闻声出来，一把拉我起来，替
我拍掉身上的泥土，安慰我说：“别哭了，碎了算了。
你想啊，要是各家的碗都不碎的话，那卖碗的不都饿
死了！”一句话让我破涕为笑。父亲面对无法改变的
现实时幽默处置的方式，一直影响着我，让我笑看人
生，看淡得失。

父爱如山，厚重深沉。他不夸我们，更没有说
过疼我们的话，而是用他特殊的方式表达对我们的
爱。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手被割了个口
子，流血不止。刚好父亲从我们身旁经过，我把手

给他看，他说：“找你妈包扎一下，以后小心点。”就
只顾往前走去。我很委屈，哭着对小伙伴说：“我爹
不管我了。”一个小伙伴说：“我不信，他到拐角的地
方，一定会回头看你。”果然，父亲到了拐角处，回过
头来，用目光找寻着自己的儿子。我疼在手上，他
疼在心里。

每到开学，五个孩子都要交学杂费，父亲总是东
拼西借，保证我们上学。妹妹心疼父亲，不想去上学
了，父亲严肃地说：“上学是正道。只要你们愿意上，
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要供你们！”

起初，我们三个在外工作的兄弟，给他的养老钱
少，近些年条件好了，给他的钱多起来。但他依旧吃
得简单，穿得朴素，给他买的新衣服也没见他怎么
穿。有一年春节回家，我忍不住问他：“我们给你的
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他听了很生气：“钱你们给我
了，就该我当家吧？我爱花哪里花哪里，你们管不
着！”后来，我从乡亲们那里得知，村里修路，他捐款；
谁家孩子考上大学，学费不够，他帮补；村里的孤寡
老人过年缺年货，他买些送过去。有一次，我发现我
送给他的那双军用棉靴，穿在了一个“五保”老人的
脚上……

那天，父亲葬礼完毕，村里的街坊感慨地对我
说：“你爹，好人啊！”1

作家的知音
——读舒晋瑜文学访谈录《说吧，从头说起》

战友啊，战友!

回郭镇的水煎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