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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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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虽已年过不惑，但是对生活始
终怀着一腔热忱。他无论做什么都非常
投入，对亲人和朋友更是怀着浓浓的爱
意。

一个初秋傍晚，朋友一个人穿过公
园回家，经过一个亭子的时候，看见一个
盲人在拉二胡，那苍凉沙哑的乐音像磁
石一样，深深地吸引了他。朋友坐在亭
子的一角，安静地听着。直至虫声四起，
如水的月光给整个亭子洒下了乳白色的
薄雾。盲人欲起身离去的时候，他才回
过神来，赶紧起身拜盲人为师。于是，整
个秋天的夜晚，朋友都跟这位盲人厮守
在一起，学习，交流，切磋。

几年过去了，朋友的技艺在整座城
市里都屈指可数。现在朋友有三把二
胡。一把放在家里，装着弱音器，只要关
上卧室门，就不会打扰到家人；一把放在
办公室，每天他都要早到单位半个小时，
如醉如痴地拉一会儿；还有一把花了上
万块钱，专用来参加各种比赛。我们嘲
笑他不就是个业余爱好，何必搞得如此
隆重铺排。朋友玩笑道：“这三把二胡，
让我有一种娶三房太太的老地主的感
觉，一房用来做饭，一房用来漂洗，一房
用来管账……”朋友的话把大家逗得前
仰后合，笑过之后都被朋友对二胡的执
着钟情所深深折服。

朋友干起工作来更是拼命三郎。去
年，领导安排他美化围墙。结果他在大

家下班后，一个人干到天亮，等大家第二
天早上到单位后，围墙上已经爬满了亭
亭玉立的竹子和藤萝缠绕的花树，绿意
葱茏，葳蕤盎然。体育器材旁边，还画上
了各种体育简笔画，墨涂得均匀，画面生
动活泼，栩栩如生。

大家震惊了，赞叹不已。领导也感
动地说：“如果找人做，花钱不说，最少得
一个礼拜，你慢慢干就是了，何必这样急
呢？”

朋友爽朗地笑：“我原本只想干一个
小时，结果干着干着就忘记时间了。不
经意间抬头，啊，天边已经出启明星了。
唉，索性一气呵成，于是就干到天光大亮
了。”

朋友对家人更是情深意重。他侍候
瘫痪在床八十岁的老母亲四年有余，每
天背进背出到院子里晒太阳。对太太更
是无微不至，每逢出去应酬，他必定先回
家给太太做好饭才放心地去。对儿子而
言，他更是一个慈父。无论工作多么繁
忙，每个周末，他必定要陪儿子去公园去
电影院或者图书馆。他说：“我珍惜与他
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因为总有一天我
们会离散，为了心中不留遗憾，唯有珍
惜。”朋友的话让我们汗颜，受他的影响，
我们中的很多喜欢在外面厮混的人都渐
渐回归了家庭。

前几天偶然读到一句话：在凉薄的
世界里深情地活着。顿时心有所动，这
句话分明是对朋友人生最好的注脚。是
的，深情地活着，全身心地投入，心无旁
骛地沉醉其间，才能尽享事业的芬芳和
亲情爱情的甜蜜；才能品出人生真滋味，
才能无怨无悔，了无遗憾。像一棵自由
生长的树，像一朵悠然盛开的花，坦坦荡
荡，从从容容。

深情地活着，是人生的智慧，更是做
人的境界。

静静地流在三月的乡间，留映着岸边
的青翠；浮跃于六月的金光，喧嚣着村童
的野趣，浸洗着村妇的笑语———那是我
梦中故乡已远去的小溪。

小溪两岸是参差不齐的柏树及髙耸
的紫皮桉，绿叶如洗，莹莹欲滴。五月时
分，浓烈的桉树花香扑鼻而来，甜甜的略
带桉叶味，小时候的我便爬上那高高的树
端，折丛花儿，贪婪地吮吸着，弄得满嘴沾
满了那细细的、白白的花丝。台湾相思树
开着绒绒的黄花，更有的枝桠横落河面；
仲夏，闪亮的欢声笑语时时从那繁枝茂叶
间窜蹦而出，我们光着身子从河水中翻跃
到枝桠上，再跳进小溪中，溅起孩童嘎嘎
的欢乐，偶尔呛着鼻子，酸酸的、辣辣的，
平添几番情趣。树上鸟儿群鸣枝头，或隐
或飞，更显山村的静寂。远远一望，那如带
的小溪，曲曲弯弯，在田野上蜿蜒缠绕。大
山深处，有人会在溪岸边种上黄瓜、南瓜
等植物，顺岸搭上一个个竹架。那时，一眼
就可望见攀援的、翠绿的瓜藤在一天天拉
长，叶子硕大，细丝缠绕。季节到了，它们
就开出一些黄色的小花，嫩嫩的，仿佛一
张张微笑的脸孔，争奇斗艳地展露容颜，
在微微挑逗着路人。结果时，吊在藤上的
果实惹人怜爱，青绿色的，有一些纹理，一
片生机勃勃；冬日万物萧瑟，原野上便有
了一股跳荡着的生机，小河的银光闪烁着
天籁的静谧，电线上停落着冬日的音符，
那是候鸟的身姿。

小溪很浅，所以显得较窄。薄薄的水
面下遍布着溜光滚圆或奇形怪状的石子，

水流漫过，清晰可见指头大小的螃蟹在爬
走或静养，小鱼小虾在尽情地戏水。似乎
这河里的鱼虾总不曾长大，我们捉来玩
玩，大半又放了，喂猫的很少，更不见有人
吃过。倒是肥美的毛蟹时常让小伙伴们忍
痛叫呼。记得有年初夏，不知从哪里跑来
一头发情的公牛，面目狰狞，不停地向岸
边奔来，小伙伴惊慌失措，情急之下，在我
的带领下全部跳进小溪，才躲开了那次危
险。从那以后，我觉得小溪好像冥冥之中
护佑着乡亲。

小溪里装满了我的童年、少年的时
光。念小学时，我曾在作文中说她像小姐
姐的手臂，细嫩白净，很美很柔顺；像妹妹
的眼睛，洁净无瑕；又像我们这些调皮的
孩子，无忧无虑，快乐地钻来跑去，嘻嘻哈
哈地过着一年四季。老师说写得好，笔下
有股灵气，我不以为然，它本来就是这样
的嘛，那是小溪的灵气。

随着岁月的流逝，故乡的小溪，连同
故乡的炊烟，成群的牛羊，故乡的灯火，故
乡的明月……都离我远去，多少年过去
了，在远离故乡的日子，总也忘不了那条
小溪，每每在梦中浮现。

耳旁传来我珍藏的《弯弯的月亮》，在
二胡如泣如诉的伴奏中，歌词格外柔婉动
人，沁人肺腑。歌声中，故乡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仿佛就在眼前。情不自禁淌出的
泪，真的像那弯弯的河水，流进我的心田。
在世俗的时代，我希望，故乡“还唱着过去
的歌谣”，我的小溪，还淌着我孩提的时
光。

十八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全
村六百多口人，近两百户家庭，被一条狭
长的古巷串了起来。古巷贯通南北，弯弯
曲曲，石头铺地，土坯房高低错落。深巷
两侧，还有三十六道小巷，巷巷相通，家家
相连，鸡犬相闻。

于我而言，记忆最深的是古巷里有许
多能工巧匠。父亲回忆说：“咱们巷里能
人辈出，主要有十八名匠。”所谓的“十八
名匠”，指的是：木匠、篾匠、花匠、石匠、琴
匠、书匠、画匠、鞋匠、医匠、剃头匠……用
现在的目光来看，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手艺
人，靠着自己的真本事吃饭。

以我家为例，在村里称得上“木匠世
家”，曾祖、祖父、父亲、叔叔连同四个姑
父、五位堂兄，全是做木工活的好手。盖
房做梁，嫁娶祭祀，打棺造坟，样样精通，
在村里威望很高。爷爷说：“做好木工活
是安身立命之本。”然而，在那样一个年
代，每当给四邻五舍做完活，绝不会收一
分钱。皆因，大家都生活在同一条巷子
里，地相近，人相亲，抬头不见低头见。

那年，曾祖母患痢疾，数日不起，只得
找到医匠赵一针求助。赵一针抓了几味
中药让其服下，曾祖母次日便下地干活去
了。全家感念赵一针的恩德，却无钱财相
赠，只得将那匹小马驹牵到了赵一针家。

不料，赵一针坚决不收，又将马驹送了回
来。无奈之下，曾祖只得寻找机会以表谢
意。转年，赵一针的儿子结婚，曾祖带领
全家青壮男女到赵一针家，男人帮着赵一
针打家具、造新房，女人帮着做饭、缝衣
被，将婚事办得热热闹闹，圆圆满满。

因此，生活在古巷里的人们，形成了
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邻里的事，就是自己
的事，谁家有难，决不袖手旁观。那年，冯
剃头的老伴去世了，家家出人又出钱，帮
其料理后事。大伙都说，冯剃头年年月月
给大伙剃头，没收过钱，他家人丁稀薄，遇
到白事，谁都会帮衬一把。

今年开春，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古巷，
眼前却是一幅人去巷空的寂寥场景。原
来，人们都搬到村外的楼房里了。“十八名
匠”及其后人，连同他们的手艺，不知去向
何方。

站在古巷的尽头环望，一幢幢楼房拔
地而起，现代化的设施鳞次栉比。只有这
条古巷显得那样的孤寂，犹如一位风烛残
年的老人，似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情不自禁中，一丝丝莫名的愁绪涌上
心头。但愿，古巷不被外面的世界所蚕
食。这条古巷，诉说着“十八名匠”的故
事，镌刻着古老农村的影像，还有那悠悠
的乡愁……

站在山里看小镇，小镇迷幻，
恍如星辰；

站在小镇望大山，大山巍然，
横亘苍天。

爬过绵延青山，眼望壁立千
仞，走过纵横的沟壑，到河岸乘
一叶小舟，在“欸乃一声山水
绿”中，划进桨撸声声、山歌悠
远的梦里水乡，小镇倒映在我惊
喜的眼眸里。爬上河岸，一步步
踩踏在经年的石梯上，感触历经
沧桑的岁月足迹。从此，故乡的
小镇装进我心里。

走进小镇，我稚嫩的思绪开始
萌芽，长成梦寐以求的向往。

小镇不大，三两条窄窄的街
道，曲曲弯弯，狭长幽深，青石板路
面，被时光打磨得光滑圆润；一色
的黛瓦木楼，已烙上岁月烟尘熏染
的黝黑；几条小巷梯步陡峭，蜿蜒
通向河边；爬上吊脚楼，吱吱嘎嘎
的声音吟咏着小镇久远的情思。
商店里，堆满货柜的商品吸引着奢
侈的目光；酒馆中，飘香的美味菜
肴诱惑着渴求的味蕾。一条公路
穿街而过，延伸到遐想无际的远
方。

平日里，小镇安静悠闲，像一
个睡眼惺忪慵懒的少妇。

几条大街小巷空寂无声，三两
个人闲散转悠，从上街漫步下街，
足以让人一口气跑完通场。狗儿

懒懒地蜷缩在街门前，不时伸头
狂吠两声，便又缩回假寐；只有
那只大红公鸡，站立街中间，抖
动红羽凤冠，引吭高歌。农人头
戴斗笠，肩扛犁头，挽起裤腿，
赶着哞哞叫的牛儿，穿街而过。
商店、门市大门敞开，鲜有人光
顾，女店员体态丰盈，倚在竹椅
上渐入梦乡，在微鼾中梦呓明日
赶集的繁忙。

赶集日，小镇热闹喧哗，像一
个充满蓬勃生机的年轻人。

乡亲们起早赶路，爬了几坡
山，渡过一河水，走在晨雾迷蒙中，
一路说说笑笑，吆喝着撒欢的猪牛
羊，去赶心目中的“首府”。古朴的
街道，赶集的人挨肩擦背，挤得大
汗淋漓，有人惊呼挤掉了帽子、鞋
子；人们一脸嬉笑，挤在摊子前、店
门口，掏出浸满汗渍的一张张钞
票，把生活的希冀与笑声装进背篓
里；赶过几条街，摸摸兜里的票儿，
跨进溢香的小酒馆“过午”，切上一
盘烧腊肉，喝上二两老白干，再吃
个包子吃碗面，抹着满嘴油腻，扬
起一脸红光，打着几声愉悦满足的
酒嗝，把一串串笑声洒落在乡间的
小路上。

新年临近，小镇到了喧嚣的高
峰，像一个稳健的中年人。

勤劳朴实的乡亲们，或背挑土
特产，或置办过年货，从四方八面

云集小镇，把一年满满的期盼托付
乡场。小镇挤满了人流，从上街挤
到下街，几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到
了一年最拥挤的时候！人们在愉
悦的笑声中，换取了一迭迭崭新的
钞票，购得了新衣新帽，买一块诱
人的猪头肉，拎上两瓶醉人的老
酒，再买几挂鞭炮，顺便给孙儿捎
上好玩的“地老鼠”，一同把新年的
祝福和欢乐带回家。嗨！再折身
买几幅鲜艳的红春联，回家贴在门
楣上，让新年的欢笑和对生活的憧
憬一直弥漫下去。

欣逢好时代，小镇焕发了青
春，更像一个婀娜多姿的美少女。

不经意间，小镇那一片片低矮
的木楼消失了，随之一幢幢漂亮的
高楼拔地而起，新建了几条宽广的
大街；两排齐崭崭的路灯躬身矗
立，红艳的刀旗猎猎招展；各种现
代元素注入小镇，仿若置身都市的
繁华。徜徉在一条条整洁亮丽的
街道，看一张张洋溢幸福生活的笑
脸，听一声声熟稔而亲切的乡音，
心中油然升起一片浓浓的乡情。
走进热闹的农贸市场，品尝家乡系
列风味小吃，找回记忆中难忘的味
道；跨进物质充盈的超市，感悟一
个划时代的富庶；看那一辆辆沿街
停放的小车，装扮成一道鲜亮的风
景。小镇演绎了一幅幅生动的乡
村生活画卷。

收到周堪先生长篇小说《风
尘》之后，我用了三天时间读完它，
并在精彩之处作了些记号，有时还
读得眼泪汪汪的。这是本人阅读
生活中并不多见的。《风尘》，给了
我这样的感动。

或许，因为自己与作者是朋
友；或许，因为小说的创作背景与
自己同龄；或许，因为故事的主人
翁似曾相识……总之，它离自己很
近。《风尘》里故事不时出现在思绪
里，时而甜美，时而忧伤，时而梦
里，时而梦外。

《风尘》向我们交待了一个困
苦的背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民族稚嫩肌肤上
划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饥饿与恐
慌成为童年生活的主色调。可奇
怪的是大多数人不觉得苦涩，见不
到挣扎的痕迹，听不到抱怨的声
音，甚至人们以为童年本该如此，
包括江山，也包括薜梅。对于刚学
会走路或刚懂事的我们而言，一顿
饱饭，一颗水果糖，一次骑马马儿，
就是一种幸福。

《风尘》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暗
淡的画面。读书年龄刚到那会儿，
天空是灰暗的，远山是青涩的——
其实，这样的感觉我们也是后来才
知道的。细细想来，江山和薜梅，
还有我们，算是幸运的。当然，我
比他们俩更幸运，至少我们那个庙
堂式的学校没有垮塌的危险。老
一辈人把丢命于校舍垮塌归结于
天灾，天灾的唯一好处就是人们可
以心安理得地毫无疑问地哭几天，
几天过后，屋檐下那块生铁片再次
敲响，一切都过去了，似乎什么也

不曾发生。
《风尘》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挣

扎的经历。江山和薜梅读书的成
绩，似乎比“五类分子”子女还要
好，那是一定会招来一些人的羡慕
和忌妒的，只不过他们听到的都是
好听的，那些不好听的甚至极其难
听的言论被山村的善良所阻。在
那个年代，特别是农村，家庭成分
好成绩又好的人实在不多，高考制
度恢复后，要是能考上个大学或者
中专，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足
可使整个山村沸腾起来。江山这
个农村娃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消
息迅速传遍十里八乡，此时，荣誉
不再属于个人和家庭，属于学校、
公社和家族，以及那一方的人，从
未留意过或关心江山的那些人也
跟着一起沾光，这是中国农村独有
的裙带亲情和感染效应。左邻右
舍来了，三亲六戚来了，公社的领
导来了，带着鸡蛋和面条，带着祝
愿和好奇。这时，人们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是你们家几辈人积攒
下来的德啊！”“是不是你们家的哪
座祖坟开了裂哟？”那天晚上，江山
失眠了，江薜两家所有的人失眠
了，沉寂千年的大山也失眠了，这
样的失眠不过就是人和大山的一
种苏醒方式而已。放下江山可以
预期的前途不说，单凭他带给山村
的快乐这一点，就会让我们感动许
久。然而，江山却没有想象中的忘
乎所以，他知道自己肩上使命和责
任的重量，他把内心的惶恐和不安
以阳光的方式掩盖着，我们只能隐
隐约约感受超负荷压力带给两个
年轻人的尴尬和无奈。我们知道，

承受这一切，需要毅力，更需要勇
气。

因为爱情，薜梅放弃了自己的
前途，把两个家庭的重担挑在自己
并不坚实的肩膀上，为老人们删减
责任，为弟妹们拓展视野。而她的
固执与脆弱，或许只有鹰嘴岩可以
感知。因为爱情，她又离乡背井南
下广州，放下老人的牵挂，放下孩
子的哭声，而唯一的理由则是兑现
一个过时的承诺。她在挥洒青春
和透支生命的奋斗过程中，讲述的
不仅是故事的情节，更有大爱这样
一个高尚的主题。显然，她出去打
工的动因与众不同，因为她心里有
一个与众不同的支点；她为人处事
的方式与众不同，因为她骨子里有
一种与众不同的纯洁；她活着的意
义与众不同，因为她在用爱情搅拌
生命后重塑真情。她在获得成功
后为家人和家乡所做的那些事，被
人们记着和传颂着，似乎曾经的苦
和委屈已经不再重要了。一个人
如果活到这个份上，我们还能说些
什么呢？

敬畏之余，无不感叹江山的英
年早逝，无不惋惜薜梅的过早香
殒，莫非，世间的法则真正是人们
常说的“好人命不长”吗？读过《风
尘》之后，我拾掇起许多的记忆残
片，并在繁茂的叶片里享受泪水之
外的味道。

深情地活着

□

张
燕
峰

深情地活着，全身心地投
入，心无旁骛地沉醉其间，才能
尽享事业的芬芳和亲情爱情的
甜蜜，才能品出人生真滋味。深
情地活着，是人生的智慧，更是
做人的境界。

小溪里的童年

□

伍
平
均

古巷十八匠

□

江
志
强

小镇风情

□

杨
祚
华

《风尘》读后感

□

王
崇
地

大汖古村——太行山里的布达拉宫
（白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