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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采访魏巍 □班永吉

我与黄河

感
悟
黄
河
□王剑

有翅膀的文字
□李佩甫

前几天整理书箱时，很意外在牛皮
纸大信封里翻到了 17年前我采访著名
作家魏巍时，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
章。在发黄的稿子上，看到魏巍同志密
密麻麻修订后的文字。

70年前，朝鲜爆发全面内战，美国
政府从其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武装干
涉朝鲜内政，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
峡，又悍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应朝
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作出
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派
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经过两年
零 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
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1950年到 1958年，魏巍曾先后3
次赴朝。在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时候，他
还写了《依依惜别的深情》等文章。这些
通讯后来被汇编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结
集出版，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魏巍长期在部队工作，他的长篇小
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
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
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的路
标”奖及人民文学奖。2008 年 8 月 24
日，88岁的魏巍同志与世长辞。

那次采访中，魏巍深情地回忆了当
年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50年 12月中旬，魏巍接到任务，
到朝鲜去了解美军战俘的思想动态。此

次与他共同执行任务的有新华社顾问、
英国共产党伦敦区书记夏庇若和新华社
的陈龙处长。他们在志愿军总部与政治
部主任杜平见面后，就前往碧潼战俘营
了解美军战俘情况。魏巍等 3人在那里
接触了许多美国士兵和军官，同他们进
行了谈话。这些俘虏中不少是参加过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官兵，多数表现出厌战
情绪，不愿远离故土，不理解也不愿意参
加朝鲜战争。

魏巍等人完成了调查美军战俘情况
的任务，给总政写了一份报告。可大家
都还想到前方阵地去采访。于是他们顶
着严冬的风雪，冒着敌人飞机、炮火的轰
炸奔赴汉江南岸。夏庇若等同志到了汉
城，魏巍到了前线部队。

在志愿军军营里，魏巍耳闻目睹了
许多撼人心魄的故事，他决心留下来继
续采访，挖掘更多感人故事。此次在部
队采访历时 3个月，他看到志愿军战士
在面临艰巨的任务和艰苦的环境时所表
现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这种英勇精
神的普遍性更是空前的。伤员随队作战
的人数比住院疗养的还多，这在世界战
争史上并不多见。

在朝鲜时，魏巍一直在想，我们的战
士为什么那么英勇？他们的英雄气概是
怎样产生的呢？他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
志愿军不同岗位上的同志。

魏巍老人回忆说：“他们由于岗位与
能力的不同，认识有些差异，但是都有着
共同的一点，即对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
人民深切的同情，都拥有做一个革命英雄
的荣誉心。于是，我明白了在党的教育下
这种伟大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
思想和感情，就是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的
最基本的动力。”

那次采访中，魏巍告诉我，为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50
周年，他应邀为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
念馆写了一幅字：抗美援朝的胜利，是
中华民族最辉煌的纪念碑。“严格地
说，应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
华民族近代史上最辉煌的纪念碑。”他
补充道。

谈起往事，魏巍老人有些激动。他
说：“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
久，还处在恢复经济的艰难时期，美帝国
主义打来了，你能够说，现在我们没有力
量，要先把经济搞上去，不去支援朝鲜？
唇亡齿寒呀，不能！所以，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 8个字成了全国人民的强大精神
动力。”

此时，我分明看得出魏巍老人眼神
里有一种对信仰的坚定和执着。

魏巍老人回忆：“记得杨得志司令员
和我谈话时说道：我们对军事形势要有
正确的估计。当前，美军攻下我们的阵

地是不可能的，上甘岭的战斗就是一个
例子。而我们志愿军却可以攻破敌人的
阵地，金城战役就是一个例子。所以美
国不能不同意停战。”

魏巍老人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志愿
军与朝鲜军民并肩奋战，粉碎了美帝国
主义的猖狂进攻，保卫了世界和平。抗
美援朝战争，空前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
主义，使这个当时最强大、最凶恶的帝国
主义遭受空前未有的失败。中国人民所
表现出的不怕帝国主义，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胆识与豪气，不仅向全世界宣告
了东方人民的新生及其不可战胜的力
量，同时它将永远鼓励我们中华儿女，牢
记历史，继承先辈精神，去建设我们的社
会主义国家，去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上
发生的种种事情，并百倍地提高警惕，以
防止和粉碎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发动的侵
略战争。”

……
一晃十几年过去，魏巍同志已经离

开我们 12年了。每次回忆采访他的往
事，感觉仍历历在目。今天，我们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
年，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瞻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无
比坚定，无比自信。

我在想，如果魏巍同志今天仍健在，
他一定会无比自豪，无比欣慰。10

一

第一次与黄河相遇，纯属偶然。
那年，我还在镇里读初中。学校坐落在黄鹿山

下，一条小溪从峡谷里流出，在学校前面折了个弯
儿，然后缓缓地流向远方。

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我们几个少年坐在溪边
的鹅卵石上，读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读着读着，
我突然冒出一句：咱们顺着小溪往前走，看看溪水的
尽头是什么，好不好？我的提议立即得到了热烈回
应。

我们顺着溪流前行。溪水贴着山石幽幽地流，
欢欢地溅。在清亮的溪水里，随处可见各色卵石在
水中闪亮，如稀疏的花儿盛开在原野。偶尔能听到
一两声鸟鸣，如圆润的露珠滴落下来。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在小溪的尽头，看见了一条
大河。渡口的船夫告诉我们，这就是黄河。说真的，
看到黄河的那一瞬间，我们都被彻彻底底地震住了：
河水那么宽，一眼都望不到对岸；河水那么浑浊，根
本就看不出深浅；明明风平浪静，但我们的耳朵里，
却充斥着水流沉闷的轰响……

那天，我们在黄河边站了很久，看两岸青山如黛，看水鸟在河面上
飞翔，看船夫一趟一趟地穿梭。船夫把横渡称作“冲船”，他先是逆着水
流把船划向渡口上游三四百米的地方，然后斜着向对岸驶去，不偏不
倚，正好到达目的地。船夫古铜色的肌肤，以及搏击风浪的沉稳，给我
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十几年后，我们脚下的土地竟成了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一部分。我
们当年赤脚走过的黄鹿山谷，也成了黄河的一部分。高峡平湖，大河安
澜，如此沧桑巨变，恐怕连神仙都想不到。

2001年，小浪底水库建成蓄水，黄河水顺着黄鹿山谷回流，滞洪区
内的一座座煤矿湮没，一个个村庄搬迁。我母校镇中学消失了，故乡也
换了名字叫“小浪底”，搬迁后故乡百姓的生活也变了样。

黄鹿山成了远近闻名的休闲旅游区。成群的野鸡、野兔出没其
间，多年不见的松鼠、黄鼠狼也回来了。有一年，省里的一个摩托车
越野赛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山路上举行。比赛那几天，十里八村
的乡亲们穿着新衣服，像过年走亲戚一样，到现场看热闹。头脑灵活
的人家，早早地备下家庭旅馆。地里的野菜捋几箩筐，找几个厨艺好
的妇女擀几笸箩手工面，地地道道的农家饭就成了。一碗手工捞面
十元钱，便宜又实惠。几辈子土里刨食的乡亲们竟然不出家门，就把
赚钱的生意给做了。

连绵的大山，清澈的库水，悦耳的鸟音，幸福的欢笑，这一切，都是
黄河带来的红利。

二

仰慕晋陕边境的壶口已久，终于成行。
老远就听见涛声如雷，走进峡谷细看，终于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原

来，几百米宽的黄河奔流至此，被两岸青山一夹，骤然收束成几十米。
飞流直下，跌落龙槽，如壶注水。“万里黄河一壶装”，这是对壶口瀑布最
恰当的形容。

站在岸边的岩石上，看水。我感觉眼前的黄河已经不是黄河，倒像
是奔赴战场的万千勇士，在呐喊，在拼杀。面对突然凹下的深沟，他们
没有犹豫，没有恐惧，纵身一跃，便完成了生命的绝响。面对两侧兀立
的石壁，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以雷霆万钧之势撞上去，哪怕碎成堆
堆白雪。前面的河水倒下了，后面的河水又排排涌来，心中只有一个念
头，就是冲进去，再冲进去。整个河谷，看上去像一片沸腾的花海，一朵
压着一朵，一层叠着一层，一簇挨着一簇，连成片，组成阵，形成瀑，最终
汇聚成凝重而雄壮的黄河大合唱。

下午，我们在壶口瀑布景区，有幸现场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
一边是怒吼的壶口瀑布，一边是激昂的大合唱，真的是太震撼了！当
年，诗人光未然途经壶口，他见黄河奔腾，气势磅礴，想到正当民族危亡
之际，不由得心潮澎湃，很快写出了长篇组诗《黄河吟》。后经作曲家冼
星海谱曲，完成了大型史诗《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
哮……”铿锵的旋律，奏出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最强音。

我突然觉得，壶口的黄河，理应被视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象
征。

三

2009年，我从青海湖下来，前往贵德。
从车窗望出去，沿途都是苍茫逶迤的朱红岩石。没有树木，没有花

草，甚至没有绿色，只是一味地红，宛如红霞。这令我想起了火焰山。
快到山脚的时候，红霞间出现了一条弯弯绕绕随山势游动的绿色

丝带。导游说，那是黄河！
我们都愣住了。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的都是夹带泥沙的浑浊的黄

河，而那一天，若非亲眼所见，谁会想到如此清澈的水，竟然是黄河之
水？

我们跑到河边，惊喜地查看。午后的阳光下，一湾清澈见底的河
水，被朱红的堤岸托举着，宛如一条绿色的绸带。岸边是茂密的树林，
树林的后边是赭色的丹霞地貌，更远处是被白雪覆盖的巍巍山峦。这
一切，就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写意山水画。

在水清如玉的黄河之滨，我看到了面容姣美的“黄河少女”，端坐在
浪花之上。半裸的上身饱满挺拔，垂落的衣裙绰约婀娜。在蓝天白云
的映衬下，她是那样的端庄文静，眉宇间还有一丝的羞涩。

我悄悄拿出笔记本，写下心中激动的诗行：“只有当你来到贵德，你
才能见证眼前的奇迹:伟大的黄河母亲，竟又回到了她的少女时代！只
有你追逐梦想，你才能创造黄河清一样的奇迹。”10

一

我常常觉得，文字是有翅膀的。
小时候没有书读。寻寻觅觅找到一本书，

每当忘乎所以之时，就仿佛是跟着书上的文字，
一次次凌空飞翔。那些文字，带我从瓦岗寨到
梁山泊，从太虚空境的青埂峰下的顽石到西天
取经的漫漫长路。更有那些从未听过、更不可
能到过的异乡他国……在那些有书读的幸福时
刻，我懂得了，好的文字，是可以带领一个人飞
翔的文字。

……
我面前是杨伟利的书稿，这位女作者的名

字，与我国第一个飞向太空的航天员很接近。
很坚强的一个名字，是不是？我看过她在作家
出版社出的《穿越黄昏小巷》，此作是她的又一
部集子。

一个小女子，幼年离开父母，跟姥姥生活在
乡下。十四岁参加工作，历经复杂的职业生涯，
每一步走来都是很不容易的。那是怎样的烟熏
火燎、坎坷艰辛的路途呢？

可是，杨伟利的文字，却听不到呻吟。她在
写作中体悟、检视过去的岁月，讲述童年岁月的
孤独和温馨，讲述对离异亲人纠结的情感，讲述

对周遭乡邻无法释怀的记忆。我注意到，她文
章中有一个特别的词语叫“细筛”。说的是一位
乡村长辈教导女孩子要“过细筛”，意指女孩子
要爱惜、精致自己。我感觉，杨伟利的写作过程
也像“过细筛”。她在一篇篇文章中淘洗着日子
的泥沙，留下了生活的云母、贝壳、吉光片羽。
这样的文字，让杨伟利从具象的、琐碎的、泥沙
俱下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在文学的天空飞翔。

二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的语言行走方式不
是文字本身，它是一种视角，与她的人生经历和
世界观、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说，
杨伟利的文字是主观的，纯个人化的，是意识的
抽身之外，仿佛是从空中俯瞰大地，就像长在时
光树叶上的第三只眼睛。

这就要说到“感觉”了。有没有文学“感
觉”，这几乎是一个作家的先天了。通过她的文

字可以看出，杨伟利的文学感觉很好。她的生
命体验通过独有的文字形态表达出来，就显现
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蕴和个性色彩。如：在《冬日
阳光下的父亲》中，她开笔写道：“对父亲的记
忆，像珍珠，少而又少，是一粒一粒的。”这开篇
的文字是多么好啊！首先，这是过来式的，是俯
视的，是对人生岁月的大穿越。可以看出，正因
为短暂，才如此珍贵。正因为缺失，才是“一粒
一粒的。”这里边埋藏着一个小女孩儿童年里的
呼喊，埋藏着陷在日子里的怨恨与不舍以及岁
月磨损后的原宥……在《花祭》中，杨伟利把少
女的初潮用花的形状来表达：“花开了，我却毫
无准备……”而后，“花”开“花”谢，由此延伸到
姥姥、母亲、女儿三代女性的命运。首先这是女
性独有的一种表达方式，选取的又是一种纯个
性化的角度，与生命体紧密相连的，时光与爱意
深浸在文字的字里行间。

文字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在时间中，杨伟利
一直用文字给自我照镜子。像这样极具个性化

的表述方式，可以说，在杨伟利的散文里比比皆
是。如《焦渴的午后以及夜晚》，以蝈蝈的死亡
喻人生的“心狱”。如《水事》以干旱的水库暗喻
精神的“干涸”……是字背后面还有字的。

三

散文是以情动人的。
在杨伟利的文字里，我读到了两个字：呼唤。
带着丝丝缕缕的忧伤，她的“呼唤”是女性

特有的，诗化的，充满爱意的，她呼唤的是人类
的善意和真情。

在下雪的日子里，她以“酒”呼唤；在西去的
列车上，她以一个小姑娘温柔的眼神呼唤；在姥
姥的小院里，她以“树”的思念在呼唤；在父亲出
走的日子里，她以猜“圆”猜“方”来呼唤……杨
伟利的文字里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和诗意。在她
的文字里，情感演变了一种低声呼唤，她在呼唤
亲情，同时也在唤醒自己。无论是姥姥小院里

的一棵树，还是大西北的黄土地，火车上的小女
孩，一花一草一情一景都能激发出她内心对爱
意和亲情的渴望，这渴望久藏在她内心深处，在
写作中得到宣泄。也可以说，她的写作是一次
次“疗伤”和“治愈”的过程。

杨伟利乘着自己的文字起飞，这就像一
个“我”在高空俯视另一个“我”。她的表达，
是现代女性个性化的表达。女性意识在杨伟
利的文字中显得极为鲜明。杨伟利的作品呈
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现代意识，或者也可以
称之为“第三只眼睛”。这里面有叛逆也有超
越，有呼唤也有检索，有回溯也有忏释，有具
象细节也有抽象的人生思考。比如，她能嗅
到阳光里的“霉味”，比如，她能听到“露珠”在
尖叫，比如，她会给“发卡”做一次“祭祀”，比
如，她会留意遗忘在抽屉里的一张便笺……
这一枝一叶，在《胭脂黄昏》《西北札记》《能饮
一杯无》《在外婆膝下的日子》《风景区里的小
村庄》《白事》《大杂院儿里的艺术人生》中都
有精彩独到的描写。

杨伟利的文字是长出了翅膀的文字，虽然
这翅膀的羽翼还不够宽广。她凭借文学，为自
己开启了一条人生航线。文学的翅膀引领她挣
脱了具象生活的羁绊，在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了
精神上的慰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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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

夏草青青暑气平，
追寻大河听涛声。
天高水阔孤帆过，
无尽乡愁入梦中。

白露

露从今夜白如霜，
故乡酥梨送清香。
遥忆果园儿时戏，
迢迢明月寄衷肠。

寒露

晨觉凉意到前窗，
秋叶无霜草木黄。
莫道人间缺秀色，
独看菊韵满庭芳。10

秋 思

见了驻村第一书记
握着他笑眯眯的样子
我握住了一个村的诗意

“俺村最好吃的是小米，最甜的是蜂蜜……
“俺村的小米和蜜蜂，都是喝山泉水吸负氧

离子生长的……
“皮定均司令员抗日时还吃过俺村的小

米……”
他一句一个“俺”
很自然很得意
我望着他

他的那双眼睛已笑成了小米与蜂蜜
到农家乐吃野菜与小米
主人捧出一盘向日葵
不，是一个硕大的蜂巢
想着吃着，吃着想着
那一粒粒小米的词语
撒入巢穴酿造
让蜜蜂唱给你听10

(注：南岭，位于巩义市小关镇南的一个山
区贫困村，2018年脱贫。)

走进南岭
那些裸露的
石凳，石桌，石盘，石磨，石磙，石臼
与隐秘的一眼石井一孔石窑
听鸟飞过风吹过雨洒过
留下的愁绪
穿过旧石器新石器
穿透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名片
它们没有走失
敲一敲最早的石磨

竟敲出了沧桑的泪珠
不知杜甫是否来过
也不知康百万是否到过
今天，我们来了
深秋舞动的枫叶
飘来丁丁当当的节奏
大石匠挥动的手臂
正以古韵新风的姿势
雕刻南岭群众的幸福生活10

□清风

南岭石雕(外一首) □孔祥敬

小米与蜂蜜

在我所居住的江南小镇，有三家烩
面馆。烩面，是河南著名传统小吃，萃
荤、素于一碗，汇汤、菜、面于一体，精华
在于汤。在冷飕飕的冬日，来一碗，浑身
暖和；在热腾腾的夏天，喝一碗，汗淋漓，
解了暑气，倍儿爽。

美食在根子上是游子的乡愁。我和
先生都是河南人，不可避免地会每隔一
段时间去烩面馆解解馋。

中秋假日里的一天，我们去了名为
郑州高汤烩面的馆子。羊骨汤白亮如牛
乳，面则宽而薄，却像乡情一样无比筋
道。晚上七八点钟，竟然满座，好在一个
大圆桌有人走了，我们就凑着挨边儿坐

下。
我在选菜时，偶然看到玻璃柜上搁着

一筐圆饼，心头一热，问服务员：“这是啥？”
“这个嘛……这个……我们老家叫……”
“焦馍吧。”我见她如此不好意思，干脆替
她答了，用河南话。她笑了起来。

焦馍，老家中秋节常做的食物。有歌
谣曰：“白月亮，明晃晃，人行千里思故乡；

玉米熟，大豆黄，故乡焦馍香又香……”
吃着饭，我听到同桌的一个壮汉跟他

对面的同伴用河南口音说：“看见这个小
孩，我就想起了俺家的妞。”这个小孩，就
是我女儿。“想得慌了就回家看看呗。”同
伴对他说。男人没吭声，饭来了。同伴又
问：“你几年没回家了。”“三年多了。”男子
咬了口大蒜，低头吃面。突然，两滴眼泪

蝌蚪一样顺着他赤铜色的脸颊游了下来。
吃完面，俩汉子出门后在门口的那

个铁树盆前站了站，其中一个还弯腰闻
了闻。铁树已经死了，里面种的是别的
植物，天黑，看不清。“薄荷吧！”我出门时
也禁不住瞅了两眼。立在门口的老板娘
一听，忙道：“不是薄荷，这是俺们从老家
挖来的石香菜。你们可能不认识？”我用
手抚了一把，一股熟悉的浓香扑面而来。

“我认识的，只是没想到。”我对她
说，“我也种。”

石香菜，有个别音小名，叫思乡菜。
这个中秋夜，它在异乡的烩面馆门口婆
娑着。10

异乡烩面馆
□桑飞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