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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原 □高杰

让文学与生命相伴
名家 热评

我们景仰中外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师、巨匠，
但不知是否想过，那些终生热爱文学的普通人，
同样也是可钦可敬的。文学写作对他们就像树
要开花，那仅仅是自己生命的需要。

在临近河南大学的旧惠济河西岸一处小小
院落里，我见到刘泉生先生。低矮的平房在绿
树环抱中，房间不大，清静温馨。泉生先生是
1934年出生的人，长我十多岁，依然身材魁梧、
精神矍铄。

泉生先生是开封文化教育界的人望，他虽
然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却比某些身居高位者
更受尊重。他的这个绿荫笼罩的小院里，常有
慕名来访者。其实，先生一辈子并没有做下什
么轰轰烈烈的业绩，无外乎读书、教书、写作。

我自幼偏爱宋元以来的“笔记文”、“小品
文”，一生治学深得益于兹。因此，我最喜欢泉
生先生的那些短小精悍的随笔与小品，这些文
字与作者的个体生命血肉相连，与作者的呼吸
节奏相伴，同时又透递出情绪记忆的印痕、岁月
风尘的沧桑。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8年河大师生为
躲避战火南下苏州，作者一家八口住在沧浪亭

后院两间破屋里，父亲为了孩子们能吃口饱饭
卖掉心爱的“鹰牌自行车”换回两石大米；时值
少年的作者每月要飞步跑到玄妙观将父母的

“法币”薪水兑换成硬通货，以免瞬间“缩水”。
心灵手巧的妈妈，不但自己下手打年糕、熬灶
糖、包汤圆，还给每个孩子织一件毛衣，让他们
兄妹六人穿上过年的新衣，不足千字的文章竟
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史料”与“情愫”！

我喜欢泉生先生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他
写到的一些人往往也是我熟识的。他曾写到他
的“大铁椎”叔叔苏金伞：五大三粗，面目黝黑，
不拘小节，却才华横溢，不但诗文上乘而且还是
一位气势磅礴的书法家。文中对于苏金伞青年
时代高涨的革命热情、中年以后倒霉的坎坷遭
际、晚年璀璨的再度复出，写得历历在目。读泉
生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苏金伞落难时能够到
河大体育系任教，原是泉生的父亲刘立亭老人
鼎力相助。

我结识苏老，已经是在他晚年花开二度时
期。当我看到苏老的短诗《小轿与村庄》时，一
下子就被诗中近乎玄幻的词句、近乎青春骚动
的气场震撼了。恰巧那天老诗人曾卓在我家做

客，我读给曾老听，曾老连说：妙品、极品！
泉生先生的文章里多篇写到张长弓、张一

弓父子。泉生与小名叫斑斑的一弓是童年时代
玩伴。长弓先生是河南大学名教授，辞世早，我
无缘拜识；一弓却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一弓
去世，我还为他撰写过一副挽联：八十年风雨兼
程，铁弓铮铮，肝胆照人秦时月；四百万锦绣文
章，碧血斑斑，柔情润物陌上云。

泉生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写到他在中山大学
的女同学饶芃子，说大学时她是“身材苗条、面
庞清秀的广东姑娘”，阔别50多年后再见，“苗条
的芃子姑娘已经变成贵妃模样的学者”。我和饶
教授都从事文艺理论教学，接触机会多，那一年
中国作协在北戴河开会，会后我和饶教授夫妇及
中国作协几位领导、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青年
评论家何向阳一起游览名胜“九门口”，在长城脚
下拍了许多合影。泉生先生说，他和饶芃子早年
都是怀着对文学的无限憧憬进到中山大学的，他
们的“文学梦”如今都已经圆满实现！

泉生先生在文章里曾把我划进“学院派”文
化人行列，我颇有些不以为然。1963年我考进
河南大学，上到一半“文革”就开始了，我只能算

个“半拉子”大学生，作为“学院派”是不够格
的。泉生先生不同，他 1953至 1957年就读于
中山大学，正是新中国教育界难得的黄金时
期。指导他的老师王季思、容庚、董每戡、商承
祚都是公认的学术大师，泉生先生才是名正言
顺的“学院派”。不信，你读一读他对中国古代
诗词、歌舞、杂剧、话本的研究文章，读一读他关
于王蒙、余光中、阎连科、路遥、陈忠实、毕淑敏
以及范若丁、赵国栋、王不天等人的评论，虽然
语近清浅，却意蕴深含。确切说他应该是位拥
有学院派根底的杰出民间写作者。

泉生先生的女儿刘波曾对我说：“爸爸视文
学、写作为自己的生命，活一天就要写一天，不
让他写作那就等于要了他的命！”知父莫过女，
泉生先生的生命与文学结成纽带，他的一生将
注定与文学相伴。

我尊重这种生命的存在。
文学艺术是个体生命开出的精神花朵，德

国哲人海德格尔曾说：“玫瑰要开花，因为它是一
棵开花的树。”刘泉生先生就是这样一棵开花的
树，虽然历经风霜雨雪，依然枝繁叶茂，就像他
院子里那株繁花似锦、花香四溢的月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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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北方中原已有料峭寒
意。我从广州飞往郑州应邀参加青青新
书《落红记》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下了
飞机往出口处走去，凭感应，我与接机的
青青会心一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发觉青青身上有茫茫塬上如鹿般
飞趱的生命意趣。又有着从大自然中生
长出的柔韧而浪漫的想象力。隐忍收
紧、沉默，却阻遏不了那洋漾的内心飘
荡。

散会以后我们游览济源。进到山
里，但见山势巍峨连绵，林木繁茂而扶
疏。天气虽已初冬，树仍未全部凋零，那
深绿、老绿、浅杏、深褐色叶脉层层叠
叠。山风吹来了，飒飒作响。时而惊涛
拍岸，时而幽广散淡。这正是青青现在
这本《王屋山居手记》中记叙和描摹的一
切。

我在自然之美的陶醉中，有种震撼
感，可又直觉自己口笨手拙，难以摹其一
二。青青却是可以的，她有心到手到，刻
画人事山川景致历史全都生动鲜活，如
在目前的能耐。她下笔蘸着饱满浓郁色
泽，那钢蓝、靛紫、青灰、乌蒙、菊黄、浅
白，都闪着夺目之光。

《王屋山居手记》是她为自己在济源
的五年驻地记者生涯留下的一本纪念
册。山川河流花木兀自立于风中，若无
摹状，它会流于忘川。表达呈现，一切便
镌刻在记忆的史牍中了。是的，青青必
须为济源、为王屋山写些什么。这是内
心的召唤与应答。手记王屋山，这是触
及与打通。触及着灵魂深处最柔软的核
心，又将与自然亲近相偎的神秘暗道打
通。

王屋山承载了她太多生命的痛与
爱。

我读到青青写自己处于黑暗中的孤
独，止不住的眼泪。我何尝不理解？敏
慧的人，会体验很多疼痛与虚无。只有
借助文字，才可以托撑自己几近覆蹈的
沉舟。却又不想走到人声熙攘处去消磨
时光。我们比一般人幸运，是由于可以
书写，这让我们挨过许多似乎挨不过去
的日子。

实在难过了，厌烦了，就到山里走一
走。这翠玉般蜿蜒逶迤的群山，在缄默
中诉说着千古的传奇。那深埋在千万里
山岚云烟之中的，总是树。而树上树下
总有花，村庄掩映于青黛色之中。花树
与山峦的隐约处，有道观和庙宇。青青
看山、访树、莳园、种花，享受大自然的慷
慨馈赠。

王屋山的微风摇叶、轻露拂阶被她
写过；连翩飞蝶、初萼落木被她写过。她
写那黄栌枝，“树心是橘黄色的，像一个
尘世的诗人，心里藏着万千风云。”如果
夏天砍来黄栌树煮水染布，染好的布做
衣穿上，橘子的香气从身体里可以一缕
缕散发出来。

她写那红色的果实：“它总是最招
鸟。抱着大柿树用力摇晃，小灯笼乘着
风，一一落地，有的碎成红泥，有的完好
无损。这像在厄运面前的人，有的自尽，
有的苟且偷安。我们扑向苟且偷安的，
放进嘴里，又凉又甜，简直就是青春期恋
人月光下的嘴唇一样性感又纯洁。”青青
的这些句子，也是又性感又纯洁。

青青笔致跌宕，全部的感官都恣意
开放，一切的气息和味道，色泽和光线，
都在她的文字抚摸中，无限传递和盛放，
弥漫天穹和宇宙。

刚开始我有些纳闷：青青是记者，为
人因侠气而友朋相拥。但她却总是会
退转身来，面向那个薄寒禅意的世界。
她有着执拗地对自然的偏爱，对出世之
法的体察。后来我才明白，空溟与实
在，无形和有形，超验和经验之间，本无
横亘的绝对阻力；能打通者，才更有张
力，更有自由裕如腾挪跌宕的纵横飞拔
之张力。就比如青青的爱美、时尚，与
她质朴、笃厚的性格形成反差的张力一
样。

青青说，我写作，是自己需要，让日
子不那么荒芜。一棵树上，总有分叉，这
奇异一枝，不要求土壤和水分，似乎什么
都可以化为养料，包括贫穷、疼痛与伤
害，都是滋养。

青青身上有种矛盾的和谐，她时尚
懂美，却又质朴无华；她对大自然有种出
世般的敏感热爱，却又入世老到洒脱干
练。这是有差异的两极，而能将极端品
格融为一体的，越张力、越阔大。在无限
的空间，才能生长出一个丰富而趣味盎
然的灵魂。

这是我脱口而出的心里话。
青青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以后，总

能迅速摒弃嘈杂而入致远。她能创造一
种虚白清空的语境。她的文字典雅清
丽，拈花微笑中如坐佛龛。

许多人都说青青的文字深情而唯
美。实在说，美学比历史更重要更永
恒。只是在差强人意的生存中，必须先
要廓清常识的地盘，先要将美学放一放。

我生长，我挣扎，我描述，这足够
了。 5

青青如画

百天之内，母亲走了，父亲也随着去了。
母亲走得刚毅、冷峻，父亲随得自然、安详。
跪在父母坟墓前，看着倔犟长出的嫩草，兄

妹们犹有剜心之痛：心中的高山倒下了，身边的
河水断流了！

母亲1937年出生于沙颍河南岸的项城水寨
镇，父亲1931年出生在贾鲁河边的扶沟顾家村，
两地相距近二百里。相濡以沫的六十七年里，他
们自始至终得像山环水、水绕山那般和谐。

日本鬼子入侵时，我的姥爷和爷爷在外谋
生时结为好友，还给两个孩子订了“娃娃亲”。
1940年春上，他们在贩盐时被汉奸保甲队查获，
日本鬼子活埋了我的爷爷，姥爷侥幸脱逃，从此
杳无音讯。那时，我父亲九岁，母亲三岁。

1949 年后，父亲逃荒回家，入了互助组。
1956年春上，他正在地里忙活，忽听有人叫他：

“选（父亲叫顾尚选），你媳妇来了。”父亲扛起锄
头，回到家里，见到了一个又矮又瘦、穿着补丁
衣裳的女孩。从那时起，我们兄妹五人有了山
一样的母亲，水一般的父亲。

父母都没上过一天学，但他们形容人、比
喻事相当贴切。父亲常说，恁妈做人做事像座
大山，有棱有角！母亲对我们评价父亲，恁爹从
小没人管教，像河里的水，流到哪儿是哪儿。她
是指父亲随性温和，不争不抢。父亲一生脏活
累活干得最多，也不见他有怨言。正是父母山

一样秉性，水一般性格，才滋润了我们兄弟姊妹
的人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在乌鲁木齐西山挖
煤，第一个月挣了三十块钱，寄给母亲二十五
块。捏着写有地址的汇款底联，母亲带着两岁
的大女儿涉水两天步行到许昌，坐上闷罐子车
去新疆找到父亲。她在矿上砸石子，每月挣十
二块钱寄给项城老家，补贴姥姥。过了一年多，
因姥姥生病，母亲又携女儿回项城伺候她。那
时的母亲二十刚出头，漂亮能干，因长住娘家，
有好事者说，新疆离这几千里地，还不知道她丈
夫会不会回来，不如再找一家吧。母亲厉声呵
斥，俺妮她爹从小没爹没娘，俺决不能再让俺孩
儿没爹没娘。山之峻冷，赫然显现！

后来，姥姥偷偷求人给父亲写信请求他回
来。没出半年，父亲拉着铺着麦秸的架子车来
到了项城。母亲既无欣喜也无怨怒，淡淡地说，
咱回扶沟顾家村吧！父母拉着架子车，步行两
天一夜，回到了仅剩一间半茅草屋的老家。

因为去过新疆，当过挖煤工人，父老乡亲推
举父亲当了生产队长。他带着全队百十口人把
庄稼种得支支棱棱。因为母亲告诉他，当队长
就是带大伙往好日子上过嘛。

在工作单位，有同事评价我：平时大大咧
咧，遇到原则性问题刚得很、认得真！父母辞世
后，我才意识到，这是继承了父母的脾气禀性。

父亲的宽以待人、温良顺从，母亲的刚毅果敢、
嫉恶如仇，都已渗透到我的血脉。

说到读书，除大姐因小时候颠沛流离仅小学
毕业外，剩下四兄妹（我居长，一弟两妹）都算是
结了好果，上了大学或中专，有了工作。母亲回
忆说，如果小时候不逼着你们上学，能有今天？

我读初中时，正逢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
我的很多同龄人都辍学种地，我也向母亲提出
回家帮农活。母亲顺手操起一根木棍说，只要
学校让你上，就得好好学，地里的活累不死爹
娘！

母亲的话激励了我，1980年高考，16岁的
我在村办中学考出了全县第六名，考上了大
学。报到头天晚上，母亲杀了家里一只下蛋鸡，
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围坐院内大槐树下，趁着月
亮，母亲郑重扯下鸡头，说“过去，咱家祖祖辈辈
不知道大学是啥，现在恁大哥考上大学了，你们
几个跟他学都当文化人。鸡头给恁哥吃，带个
好头！”月光下，父亲闷头抽烟，但我分明看到了
他双眼噙着泪花。

时光推移，我们兄弟姊妹都立了业成了家，
但父亲母亲，仍在田地里劳作着。直到母亲七十
岁时，才让出了责任田。她又有了新活儿干，因
为明事理善乡邻，哪家有事总是请母亲调解。渐
渐地，母亲活成了村里人心中的一杆秤。父亲天
天在村里转悠，活成了小河流水，滋润细淌。二

老金婚时，我们商议请戏班子唱大戏，母亲不允，
父亲嘿嘿地笑。母亲说，要是依你那水漂西瓜
皮，漂到哪里是哪里的脾气，孩子们不知道成了
啥样！父亲回嘴说，“你是山，孩子们都围着你
转！”停了一会儿，又说，“转得好！”末了，又慢悠
悠一句，“我不也是围着你转！”

2021 年 2月 7日一大早，我给在老家的母
亲打电话聊天，她说正给我们剥花生。我回答
说，别剥了，超市多得很！母亲说，还得掏钱买，
过日子长串着哪！没想到，这是母亲留给我的
最后一句话。两个多小时后，我接到弟弟的电
话，那一头，他焦急地喊：“哥，咱妈病倒了！”我
顿觉五雷轰顶。之后二十天里，经过三次手术，
母亲还是撇我们去了，我们心中的一座大山轰
然倒塌了！

母亲走后，父亲像掉了魂，每天早晨起床后
第一件事就是到老屋后母亲坟前独坐，嘴里喃
喃自语。母亲辞世八十天，父亲到母亲坟前六
十八次。母亲逝后第八十天的早晨，他对围绕
着他的孩子们说，今儿早上，我到恁妈坟前对她
说，我想你啦，她也不给回个话。中午时分，父
亲躺在床上溘然长逝，表情安详自然。

母亲山一样的高峻，山一样的厚重，为子孙
后代树立起了人生的标杆；父亲水一般的宽容，
水一般的顺流，为我们划出了一道人生的规
范。5

山水·父母

□鲁枢元

□艾云

□顾孝乾

白天似有似无打湿衣裳，夜晚时断时续淋在心上
——这便是连绵的秋雨！

经过秋雨的洗礼，一切都变得清净淡雅起来：空气清
新，大地湿润，草木油酥，众生安然。

但在往昔，连绵秋雨是让人叫苦不迭的。
那个年代，遭遇连绵秋雨，第一苦是断了做饭的烧

柴。连阴雨把堆垛在屋外的柴草弄得湿漉漉的。不仅找
不到可燃烧柴，连引火柴草都难找到。柴火填在灶内任
你怎样都燃不着，一顿饭划掉多根火柴，让人心疼。日子
久了，床上的稿荐、床笆会一点一点被抽得不像样子。倘
若连阴久了，还会“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 为此，家
人总在刚做好饭后，便急忙找湿草青柴送入灶内趁热烘
炕。炕柴也非易事，炕得晚，湿柴草炕不干，炕早了，热灶
会将其一烧而光。

往昔遭遇连绵秋雨，第二苦是怕薯干儿霉烂。以往
每年秋季收罢稻谷，各家各户开始切晒薯干儿。村庄房
前屋后、田间坡头甚或屋顶树杈，到处都有成片成片薯干
晾晒着。天晴时很好看，雪白的一片片，远望去像飞旋着
的群群白鸽。

若是遭遇连秋雨，成片成片的薯干儿被浸泡得“血
色”全无，一如干河床上的小鱼。日子一久，会渐次烂
掉。家家户户的住房、牛屋、灶台、桌椅甚或床铺上，都是
晾着的薯片。每个窗户的每根窗棂间都被薯片插得满满
的。家家户户一边想尽办法晾晒，一边一日三顿蒸着、煮
着当饭吃，淋湿的薯片，还是一片片霉烂。先由每片中心
烂开，之后成了没镜片的眼镜圈，再后是坏掉，让人心疼
和无奈。

往昔遭遇连绵秋雨，多数人外出是冒雨紧走，行走雨
地较久的，大多披上条麻袋（从一角顶起，头身半遮），淋
久了湿漉漉沉甸甸的，浑身上下精湿。出村小路泥泞不
堪，村人常甩掉鞋子光脚来往。光脚久了，脚趾间沤得稀
烂又奇痒，难受了就用熟烫（搓烂）的荆茅填塞……

往事悠悠，上述追忆，皆是儿时内心深深的烙印，如
今，对于绵绵秋雨，别说厌恶，简直是许多人的期盼呢。
国富民安，人们做饭不再依赖柴草，连早年间稀罕的煤
炭，都弃之不用了，都用上了电、气。出行呢，除了车来车
往，即便小段步行，也都有各式雨具。村里的道路修得如
同镜面一般。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天气预报，现在极为准
确，而种粮收粮晒粮，几乎都实现机械化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绵绵秋雨，是上苍在收获季后安排
给人们的悟思时光。旧时的秋雨一如我的忧伤，如今的
秋雨是我美好的向往！5

秋雨
□翟传海

风光无限南太行。 裴振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