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立

应散文评论家楚些兄邀约，晨7时从
珠海乘高铁出发，辗转信阳，酷暑中近夜
半到达大别山深处的黄檗山，当地写作黄
柏山。一路车马，到时夜深，山中停电，大
好。楚些兄有酒意，吆文友三人：杨永康、
黄土路、我，夜间去看唐朝银杏树。

山中一片漆黑，头顶一派星空的原
野，星宿海，古人的词语不欺负人，我们
借此重返了童年的故乡。

最使我惊讶的是，那满山谷的萤火
虫，有亿万只，在草丛，在毛竹林，在溪流
的淙淙声里，飘逸、荡出，这暗沉的、浓烈
的，如万古的长夜，如童话之夜，一切的
劳顿，只这一山谷的萤火就足以补偿。

我们走着，步步星宿步步萤火，好像
在我们行进的山道上前前后后挂着灯
笼。

山中两夜，夜间访问的银杏，我们四
人合围的唐朝的银杏，天明看，竟在法眼
寺的山门旁。

此寺名头大，就是无念禅师开山，袁
宏道写下《黄檗创建法眼寺记》的那座
寺，袁宏道说“余见天下衲子多矣，……
然求苦参密究，具宗门知见者，如吾友无
念禅师实近日海内之优昙也”“白棒藤条
明见性，萝卜白菜悟真经”。禅非一枝花
就取自黄檗无念禅师之说。明代四大高
僧之一憨山在《本住法颂寿念师八十》中
评价无念：“比来宗门寥落，野干乱鸣，殆
不堪听。所幸（无念）老师踞窟狮子，虽
全身未露而爪牙无敢撄者。”而万历二十

八年（1600）冬，李贽在麻城遭到封建卫
道士们的迫害，冬天骑一毛驴，避难黄檗
山法眼寺，在花潭书院讲学，这是李贽晚
年最快乐的日子。翌年春，李贽赴通州
时无念又派弟子常庸陪护，可惜卓吾老
人在狱中一把剃刀，为坚持真理自刎。
无念和尚痛否？在法眼寺旁，又想问，这
民族痛否？异质的李贽生前，哪片土收
留过他？我感恩这中原，这黄檗山，心里
说“谢谢了”。

黄檗山两夜，一夜萤火、银杏，再夜，
与友人谈话至夜半，从山下舍车步行回
李贽书院、法眼寺旁的花潭客舍，随行随
卧，卧则纵论山水文章，依稀记得一些：

山水散文，就是人与山水的相乘。山
水散文，就是以文字为媒介，模山范水，尊
重山水伦理，敬畏生命自然。

次日的散文论坛上，我从六个方面
梳理了山水传统在过去文本中的表现：
比德山水；移情山水，寄情山水；模山范
水；山水不在胸次外；文化山水；标签山
水。最后从纵的继承与横的借鉴来谈当
代山水散文的重建问题。

对一位写山水散文的当代作家来
说，在虔敬和专注的价值观之外，应从东
西方的各种思想资源中获得营养，以自
然为镜，敬畏生命、崇尚自然，以谦卑之
心，尊重自然，这样，当代山水散文才可
能真正有灵性有诗意有精神厚度地呈
现。

山中两夜三日，还得诗数首，算是写
给散文的注脚，算是为黄檗山之行留下
的逗号。3

□张晓雪

一
一个忙于变换句式的人，
试图以纸上的泱泱奇异
交换中牟的草莓、西瓜、大蒜，
交换雁鸣湖一哄而散的鸟雀
和螃蟹旁若无人的景象——
一只全力爬向另一只，一场危险的
欢喜心。
垂钓者静坐于青草之上，
声音微小且懂怜悯：错过了才好，
一个等待之人，才配得上被鱼祝福。
湿漉漉的果园是路过的，杏树
枝杈微凉，灌满了
月色、雨水
和耳语：还好吧？一切如从前？
隐蔽的情节大部分还是青的

二

一个忙于将纸上权利表现得
神迹起伏的人，试图以不同的跌宕
交换中牟的合欢树、江南巷子
和电影小镇。试图以克制的形容词，
交换“飞跃极限”和“梦幻王国”。
这里，云朵酣睡，我一朵一朵地数着，
兀自辨认与自己相遇的那一朵。
半日之内，我看着美丽的白杨、银杏
想象要等到何年何月，其根系才能穿透瓦壁，
小心探问故人？隐忧中，模拟室里的射灯熄灭，
我于瞬间飞起，飘溅于很远的世界，
如一株荒草、一缕光芒、一粒灰烬。
置身于这白昼之幻
仿佛人间，真的远离了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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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彦英

那是 1999年的最后几天，我在三门
峡日报任职，一大早，办公室同事就提醒
我，两个多月前，我约陈忠实先生年底来
三门峡看白天鹅，如果不践约，年就过了。

我知道这时候是看白天鹅的最佳时
机，一是元旦前后，是白天鹅在三门峡库
区最多的时候，二是世纪之交，更是千年
之交，这个时候请陈忠实来给报社的编辑
记者讲课，意义也不一样。

但是我把陈忠实的电话翻出来后，却
犹豫了。

三门峡地势高，在崤山群峰与秦岭余
脉的中间，风硬，冬天能吹得人走不动，还
像刀一般割人的脸，加上半个月前落的雪
似化不化的，地上是雪，坑洼处却是冰，稍
不小心就会摔成骨折。而且在库区看白
天鹅，岸边的水和冰结合得很模糊，多少
摄影爱好者在这里落水，救的人也弄得浑
身是泥水。万一陈先生一时兴起，走得急
慌，落了水咋办？就算是看白天鹅顺利，
硬风把脸割疼咋办？

办公室同事看出了我的担心，说这能
是问题吗？我们做行政的就是做保障的，
你请吧，请来后一切我们负责。

于是我给陈忠实打电话，没想到他欣
然同意，但是排了一下时间，放到了 1999
年的12月 31日下午。

陈先生到的时候是下午 5点多，天已
经擦黑，于是我们直接把他接到酒店，洗
漱完毕就吃饭。

吃饭期间，不断有白天鹅的叫声传过
来，而且是传递性的，由远及近或者由近
及远，陈忠实突然放下筷子，问我：“这是
不是白天鹅在叫？”

我说：“是的。”
他点点头说：“听着就是跟一般的鸟

叫不一样。”随着又问：“为啥还有间歇，而
且是一只一只叫，不是一群一群叫？”

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好在我叫了三
门峡市的林业局白天鹅专家来陪陈忠实，
他自然是有备而来，看着陈忠实，认真地
说：“白天鹅是以家庭为单位群居的动物，
一个家庭一个群落，一般十几只，也有几十
只上百只的家族式群落，现在天已经黑了，
白天鹅已经以家庭为单位居住在水上，可
惜天黑，看不见，否则一会儿去看一看。”

陈忠实听得很认真，又问：“能影影绰
绰看见就行。”

白天鹅专家笑笑：“影影绰绰肯定没
问题。”

于是我们决定，加紧吃饭，吃完饭去
库区看白天鹅。

晚上的风极其冷硬，陈忠实虽然穿着
鸭绒衣，而且有帽子，但我们还是让他又
加了一层军大衣，才坐车到了库区，到了
看白天鹅的最佳地点。

那里是三门峡库区一处稍微平坦的
水岸，库区蓄水前是一片黄豆地，农民在蓄
水前匆匆收割了，却撒落下许多豆子，由于
是比较平坦的斜坡，所以水淹上来，只有一
尺多深，白天鹅头勾下来到水里，就能吃到
豆子，自然是白天鹅最佳的栖居地。

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车停在大路
上，走了过去。

远远的，便看见水上一片一片的白，
陈忠实指着那片白：“肯定是白天鹅。”

白天鹅专家说：“是的，咱们要走慢
点，否则它会害怕。”

这时候响起了风的啸声，是不远处的
电线被风刮响的，陈忠实说：“这声好，这
是冬天的声。”

他的话还没有落音，水面上响起了一
声白天鹅的叫声，声很尖，似是报警。

白天鹅专家说：“白天鹅发现我们了，

已经报告其他群落了。”
果然，第二声鸣叫立即响起，然后是

第三声，一声一声传递下去，一直到很遥
远的库区深处。

陈忠实吸口气，感叹说：“天籁！这才
是天籁！”

白天鹅专家走在最前面，离水还有五
六十米远的地方，他停住了，这时候，离岸
最近的白天鹅群落开始往里面游。

白天鹅专家停下了，说：“只能走这么
近了，再往前走，它就往里面游了。”

我们便停下来，白天鹅也停下来。
由于我们经常来看，所以已经不觉得

新鲜，只要陈忠实看好了，就可以结束
了。因为实在太冷，电线在风里的呼啸声
不绝于耳。

十几分钟后，我走到陈忠实跟前，问：
“冷不冷？”

陈忠实这才似乎想到寒冷，身子动了
一下。“就是，这儿冷。”却没有走的意思，

“看着白天鹅，就忘了冷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陈忠实把棉大衣往

身上裹了裹，才说：“不虚此行，回。”
到了宾馆，暖气一下子把人烘热了，

我们便各自回到房间洗热水澡。
过了大概半小时，我去了陈忠实房

间，他刚刚洗完，穿着长长的白色睡衣，正
在揉头发。

我便打开了电视。
这时候，电视上正在直播全世界迎接

千禧年的活动，大概是大洋洲一个什么国
家最先迎接到了千禧年的日出，群众正在
载歌载舞地庆祝，陈忠实站在那里，看着
看着，把擦头的毛巾在手里晃着，说：“彦
英，这是个大日子，多大多大的大日子，咋
能没有酒！”

我一下子愣住了，顿时觉得自己和陈
忠实相差遥远，他的气质，是真正的诗人

气质，若李白，若苏东坡，一激动就要饮
酒，而我，怎么一丁点没想起来呢？

我说：“好，你等着。”
但是，这时候夜已经深了，三门峡已

经没有饭店开门了，宾馆的厨师也已经下
班了，万般无奈，我让我们报社的一个同
事回家，让他夫人做了几个菜，拿了报社
当时的招待酒。

那两年三门峡人吃酒席，几乎都是用
的老白汾酒，是那种半斤坛装的，两个半
斤，正好一个小箱子，很好看。

陈忠实一闻到酒味，就问：“是啥酒？”
我说：“是老白汾。”
陈忠实端起来，往我面前一举，我便

伸杯子过去碰了。
陈忠实说：“为白天鹅。”一饮而尽。
我自然也干了，问：“这酒咋样？”
陈忠实吃了一口菜：“好，是男人的

酒。”
不知不觉，我们两个人，把一斤酒喝

光了。
我已经微醺了，走路摇晃，陈忠实脸

也红了，说：“你去睡吧，我再看一会儿。”
第二天早晨，我被闹钟叫醒，便去叫

陈忠实吃早餐。
我轻轻地敲门，想着他如果还在睡，

就过一会儿再叫。没想到他过来开了门。
“你没睡？”我问。
他看着我，说：“这大的日子，咋能睡

着！”
我叫他去吃早餐，他说：“吃完再去看

看白天鹅么，晚上没看清，想了。”
那天早晨，陈忠实踏着薄冰在库区边

看白天鹅的情景，我一直记到现在，因为
他呼出的气，在面前成了一团白雾，片刻
消散，又呼一口，又一团白雾。

我想：那白雾里面，应该有老白汾的
味道。3

世纪之交约忠实

□何弘

赵 红 都 是 我 的 师 兄 。
1982年，他从河南邓县（现为
邓州市）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两年
后，我从河南新野考去，读的
是相同的专业，这样，我们在
南开大学的校园里共同度过
了两年的时光，而且住在同一
层楼。

新野和邓县是邻县，同属
南阳管辖。但邓县是大县，很
多年前人口就有一百多万，据
说曾是全国第一大县。国家
建南水北调工程，中线的渠首
陶岔原本就属邓县，而且是邓

县人牵头建的，但因为丹江口水库淹没了淅川的大量耕地，所
以国家把包括渠首所在的两个乡划给了淅川。尽管如此，邓
县的人口还过百万。焦枝铁路修建的时候，本来从南阳到襄
阳过新野是直线，结果特意划个弧走了邓县。红都的老家构
林在邓县东南部，离新野不远，这个弧一划，焦枝铁路就经过
了他的家乡，他在一篇叫《柳枫镇的童话故事》的小说里专门
写到了这条铁路的修建。

我和红都读大学的时候，正值文学热，而更热的是西方现
代主义的各种思潮。今天看红都的小说，还会发现受当年影
响的痕迹清晰依然，其重要的特点是对作品形式的重视和对
作品内在意义的追求。但当时红都似乎并不写小说，他写字，
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学校的书法展上时时可以看到他
的书法作品。我那时的字写得极差，于是决定练字，临过颜真
卿的《勤礼碑》等，但始终拿不出手。这让我对红都益发崇
拜，觉得他是大大的才子。很多年之后，我负责省文学院的
日常工作，经常出去参加一些活动，主办者也许觉得文人就
应该写得一笔好字，总是非常热情地铺上案子。我这时字
还是写得很差，于是重新开始练字，临《集王圣教序》。而红都
这时也开始重拾旧好，日日临池不辍，我们因此又多一项共同
的爱好。

多年前，红都写过一篇小说，叫《鼻孔里的子弹》，以打麻
将开篇，以打麻将结束。我知道红都雅好此道。别人打牌基
本就是消遣，红都却通过打麻将观察人、了解人，按当下的说
法，算是“深入生活”吧。收入本集的《红口白牙》，红都透过麻
将众生相，把人性的丰富、幽微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有趣；叙
事幽默滑稽、酣畅淋漓，极具反讽意味。就像这样，红都不经
意间透过对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写出了一篇篇富有生活气
息和生动细节的小说，对人物的刻画生动饱满，非常到位，令
人过目难忘，充分体现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敏锐感知能力。

红都不唯有才，还不流俗，对那些水平不怎么样又爱张扬
之人，以及处事庸俗猥琐之人，他的一张嘴巴可不饶人。我觉
得能让他青眼相加之人实在不多。红都有才，自然有些自负，
但他自负却不恃才傲物，实际也是人情练达之人。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和红都正好在大学读书。那时，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深入人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
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当时活
跃在文坛的那批作家至今无法摆脱的创作手法，“寻根文学”
等红极一时。文学观念形成于那个时期的作家，通常都对西
方文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偏爱，对叙事、对表达形式特别重视，
同时对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深入的追求，这是这批生于20
世纪60年代的作家与之前和之后作家的显著不同，相当容易
辨认。红都就是这样的作家。

正因如此，红都对小说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来自于欧美文
学，而且主要并非古典主义的传统而是现代主义的观念。有
一段时间，红都对东欧文学极为热衷，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
并以此为参照，反思自己的创作，写出了一些叙事密度极高的
小说。《红口白牙》《英式下午茶》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作品。
这两篇作品都以主人公不间断的言说展开叙事，一段写到底，
叙事密度极大，形式探索的意味非常明显。这种对形式的注
重，20世纪 80年代盛极一时，此后渐渐退潮。这么说，似乎
红都和当年的先锋作家走的是同样的路子，其实不然。红都
早期的写作并没有赶形式实验的时髦，他注重的还是作品的
内容和意义。

自“新写实”兴起以来，大量中国小说似乎除了简单复制现
实和讲故事之外再没有其他内涵，文学性、思想性大大减弱。红
都在先锋文学热时并没有表现出对形式探索的热衷，此时重新
关注表达问题，其实是他长期对文学思考的结果，是他对当下小
说写作流于故事的简单讲述、内容单薄无力的批判与反正。

最近，红都的写作更多关注到了他的故乡。自中国新文学
发端以来，红都的家乡邓州便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作家。比如姚
雪垠，为大家熟知的是历史小说《李自成》，其实远在新中国成
立前，他就创作有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少讲述的都是他家
乡邓县的故事，《长夜》就是一部带有姚雪垠自传性质的长篇
小说。近来如梁鸿，以写“梁庄”闻名，她写到的“穰”，古称穰
县，是现邓州市的一部分。又如周大新，他和红都的家乡都是
邓州市构林镇，其很多作品写的都是家乡的事。这个构林，在
红都的笔下，成了“柳枫镇”，像《柳枫镇的童话故事》《槐叶如
琴》《像狼叼一样孝顺》等写的都是柳枫镇的故事。而《红口白
牙》《英式下午茶》虽然没直接写家乡，但仍然写到了“表哥”，表
明今天发生在城市的故事依然与家乡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红都书写故乡，与传统的乡土文学其实是大异其趣
的。比如，《柳枫镇的童话故事》采用儿童视角展开叙事，却与
儿童文学根本不同。作品通过一个有些残忍的故事揭示了
20世纪 70年代农村的生活现实和人性现实。《槐叶如琴》是
以多视角展开的叙事，对比了历史与现实。这表明红都对叙
事一以贯之的重视。但与此同时，红都在小说中又引入了侦
探小说元素。包括前面提到的几部作品，也包括叙事中规中
矩的《非洲木雕》等，都带有传奇或悬疑色彩，有一些侦探小说
的意味，作品可读性因而大大增强。但是，红都又绝不是在写
通俗侦探小说，说他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倒更贴切。他要使
作品既可读又能借此完成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入表达。这说
明红都对作品有明确意义追求的初心始终未变。

红都有才，对文学有自己深入的见解，在繁忙工作之余，
能多年坚持文学阅读，并不断实践，以完成对自己熟悉生活的
表达；他熟练运用多种叙事技巧，又能大胆将现代小说的表现
形式和侦探小说的元素融为一体，这样的写作值得关注，值得
期待。3

□李俊瑶

暮春时节，随省杂文名家采风
团到禹州，感觉进入了古镇古村的

“窝儿里”。禹州我去过多次，但熟
悉的只是它作为钧都、药都、夏都的
符号，“这里有很多古村”倒是第一
次听说。

车从禹州喧闹市区进入西部山
区，我们走访了几处静谧的古村，如
张家庄、李金寨、天垌村等。静，是
它们共同的状态；慢，是它们共同的
节奏。“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
诗情与遐思，在我心中悄然滋生。

张家庄村路边一幢石头建筑吸
引了我。正房和东西厢房构成完整
院落，红石砌就，敦实规整，只是室
无长物。一个念头冒出：我退休后
租住这里怎样？附近要不要开个菜
园，再养几只鸡？身为音乐发烧友
的我，如果搬来顶级音响，和当地电
压兼容吗？还有，它的WIFI信号咋
样？

行走在张家庄村里，我们发现，
有多处空置的房屋。屋主人听闻是

去外面闯世界了。城镇化进程中，
有想法的青壮年不是随家乡小河漂
泊向东，就是沿绵延山路一路向
南。古村空巢越来越多，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成为普遍现象。有点特色
的古村落，正在这种人去楼空的销
蚀中渐渐衰败。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中国每
天都有近百个古村在消失。”如果古
村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有方便的挣
钱门路，有独特的文化基因、产业基
因，我想很多人并不愿意背井离
乡。那么如何让人们“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古村落保护，应该就是重拾乡
愁的有效载体。有学者感叹，保护
古村落比保护故宫还难！因为古村
落保护不仅涉及建筑、文化、观念等
方方面面，还涉及智力投入、财力支
撑，更因为是“活态”保护，必须让古
老景观与现代产业共生，民俗传承
与时代精神共鸣，这样，新的发展才
不会割断旧的根脉。

张家庄村就是重视古村保护的
典型。

张家庄村村口的老槐树，诉说
着这里的古老。这里物产丰富，民
风淳朴，有红叶谷、白龙潭等秀丽风
光，但因交通闭塞，一度成为贫困
村。

近年来，扶贫攻坚的助力中，张
家庄村靠山吃山，采取“合作社+贫
困户”模式，发展核桃、中药材种植
和牛羊、蜜蜂等特色饲养业。修建
白龙潭水库，打深水井，建提灌站，
引水上山。水来了，灵气也来了。
柏油路修好后，旅游业火了起来。
鲜槐花、山泉水，被旅游者抢购。老
宅院等民间建筑，秋天的红叶等自
然景观，更让此地游人如织。2018
年，张家庄村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
特色村。古村的经济发展与根脉保
护达到了微妙平衡。

时下还流行着一种搬迁模式，
比如山西一些老宅院、古建筑，正采
用外地商家购买的方式，精细拆除，
整体“搬迁”到外地甚至外省，原样
复建，重获生机。鄢陵县花木产业
园，也有类似搬来的老宅院，已成旅
游热点。

这种模式提供了一条思路：对
于中西部的古村而言，如果自然环
境已经恶化，如果古村已失去产业
依托和人气支撑，整体搬迁，精细搬
迁，原物搬迁，原样重建，不失为古
村“复活”的有效模式。

禹州李金寨村，就是因为煤矿
下陷，整体搬迁的一个村庄，“树挪
死，人挪活”，李金寨因搬得福。

搬迁后的李金寨新村，由一排
排别墅组成，供水、供电、街道绿化、
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系统等，都达到
了城镇化的高水平。

美中不足的是，该村搬迁时没
有进行原村“复古”，现代化味儿较
浓，原村那种“林梢烟似带，村外水
如环”的乡情乡景淡了些。

大胆设想一下，今后那些生机
流失、不得不搬的古村古镇，若采取
精细拆除、原样复原的搬迁模式，古
村，将不会因人气下降而衰落，反因
易地“复活”而重生。那鸡鸣犬吠、
青山绿水的乡景乡愁，那炊烟如岚、
粉墙黛瓦的古村画卷，一定会在时
代发展中重新焕发光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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