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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激越，澎湃你

刚刚在浔江的夜色中

横渡过生死。纹鳝鲜美，

将一个压惊红烧在它的细嫩中；

有回味，才有继续的可能。

如此，唯有垂钓者的猎获

比万物的本源更捷径。

时而悠扬，三支唢呐嘹亮你

仿佛在峥嵘的大鹏山中

刚刚刷新过天人合一；

每一只飞鸟，都解决过一个烦恼。

每一片竹影，都轻盈过一个深渊。

时而淋漓，一对铜镲铿锵你

在蔚蓝的背景中眺看过

大西山的灵性。白云下，

一旦唯心，渺小替浩渺节约过

多少已浪费掉的时间啊——

没错，有一扇门就这样

在扁鼓的敲击里缓缓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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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鸟的倦翅驮去暑意

蝉鸣，也收敛成一种沉思

霞光铺金，剪出

棕榈与椰树的飘逸身姿

光与色，在云海间，时时变幻

演绎着莫奈笔下的韵味……

远处的潮声，隐约如晚钟缥缈

有人追逐着浪花在拾贝

总想收到大海的明信片

暮霭中伫立的阳伞

撑起一片温馨

回响着那些甜甜的絮语

海滩的座椅上，谁在举目海天

在静静聆听湾里微波的荡漾

抑或聆听心中泛起的涟漪？

旁边的空位，在等待什么？

是熟悉的跫音？

是久违的气息？

是等待那盼望已久的花开情节

还是撩不开的无形惆怅？

哦夕阳，慢慢阖上倦意的眸光

而半湾晚风，仍在徐徐细说

那静谧与安宁的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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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曲折幽香的小径，

在淡蓝的湖边栖息，

以为鸿蒙之初

就这般寂静 日子

如不起涟漪的湖

可是啊，自那一缕清风拂过，

打破这宁静。

湖边弥漫草叶清香，

花儿重现笑颜，百灵

在婉转歌唱。

七彩的孔雀，

换斑斓羽衣。

春天的风景，

一帧帧变幻。

眺望世界的窗，

次第开启。

从风之径，

飘扬你的旗帜，

掠过花，

风吹了一季，未到下一季

匆匆隐于雾岚

为什么急着赶路？

在风之径奔跑？

花儿跟不上，你脚步轻快

长夜绾住你流浪的心，

却抓不住自由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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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沈从文的书又成
了我的案头书、枕边书。一九八九
年，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读的第一
本研究沈从文的学术专著就是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的《从边城走向世
界》，在沈从文研究领域，沈从文的
湖南老乡凌宇教授的这部著作，无
疑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从沈
从文的人生道路、人生观、艺术观以
及由小说、散文建构的文学世界诸
方面，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进行
了全面评价，揭示出沈从文传奇人
生的诗性特征及其文学创作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品格。从《边
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
等文学著作，到《中国丝绸图案》《龙
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
术专著，每每有业余时间，我总会拿
起沈从文的书来读，反反复复读了
三十几年，爱不释手，如痴如醉。

生命多元的乡村世界，与世浮沉
的乡村灵魂，自然天性与现代文明的
冲突，沈从文从亲身经历的两相对立
的经验世界里，发现了这种经济与
社会的矛盾。读他的书，很解渴，很
过瘾。探寻生命的庄严，传统与现
代、历史与现实，对沈从文建造的文
学世界，我一边细细地品读，一边慢
慢地思索。走心的情怀，不变的是
真诚，是品质，有时候，我觉得，沈从
文的著作，在品质和情怀上，是真诚
的，是一生只说真话的文本。他把
人生经验、世情感悟都写在了这些
如金石美玉般的文学作品里。除了
玉润珠圆的代表作《边城》外，沈从
文还发表了一批光彩夺目的短篇小
说，对生命进行多方艺术描绘，以寄
托自己的人生感慨和审美理想。乡
土题材在沈从文的早期小说创作中
占了主要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那
些描绘社会人生苦难，展示湘西健全
的生命形态的小说。这些作品展开
了一幅幅生气流溢的湘西生活画
面，在这里，秀丽的山水与惊人的贫
困相依相伴，勇敢纯朴的民风人性
与野蛮愚昧并存，歌与哭，善与恶，
美与丑相互纠缠难分难舍。这是一
个奇异又奇妙的世界，如今，湘西茶
峒古镇因《边城》名扬天下。沈从文
经由这一题材的开掘，为现代中国文
学提供了一个从未有前人描绘过的、
多彩多姿的湘西世界，极大地丰富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
学创作风格，并把现代抒情小说创作

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书信，

借助“书信”这一独特文体，品评世态
人生、艺苑文坛，表达着他的思想、看
法和感情。他的《湘行书简》，言简语
短，用情深沉，意蕴丰富，蕴藏着对爱
人、亲人和友人的深切关怀，有着人
生的智慧在里头。“我行过很多地方
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
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
龄的人。”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
就是两个人因一封封书信结缘，因沈
从文巨大的勇气和坚守而修成的正
果。1934 年初，沈从文因母病还
乡。行前，向夫人张兆和许约，每天
写信报告沿途见闻。这些信件及信
中所附插图，作者生前未公开发表。
1991年，才由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
整理编辑成《湘行书简》。“我们相爱
一生，还是太短。”遥想这位文学大
师，借助“书信”这一独特文体，表达
着他的思想、看法和感情，像一座高
山，巍峨壮丽，让人敬仰，望其项背，
爱屋及乌，从中我得到了大量的知识
和创作灵感。

人情世情不了情，其文达境也，
足以化世人之情。从文学创作到文
物研究，沈从文传奇人生的诗性特征
及其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的独特品格，处处闪耀着人生的智慧
之光。尽管如此，我在对比读了湖南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凌宇先生的《沈

从文传》和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辉的
《沈从文图传》这两本书后，还是多多
少少替他感到惋惜。晚年的沈从文，
因酷爱文物研究而终致搁笔，实为文
坛一大遗憾。事实上，沈从文对文物
的兴趣远早于文学，对文物的酷爱程
度也不亚于文学，文物研究功底深
厚。沈从文在18岁时，曾在民国湘
西巡防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
员。陈渠珍收藏的大量古董，都由沈
从文登记管理。上世纪30年代到北
京后，沈从文热衷于收藏各种文物，
鉴定文物并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是当
时颇有影响的文物鉴定学者。沈从
文自称“仅受小学教育，无任何学
位”，他是从图书馆起步的学者型作
家，依靠图书馆坚持自学，汲取知识，
才奠定了扎实的读写能力和学术功
底。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
1931年到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至
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改行从事博
物馆工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他先后
写了《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中
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与古
器物打交道，从图书馆汲取知识，晚
年的沈从文说：“美，不免令人心酸。”
说的仿佛是他自己的生涯，走过平凡
生活的艰辛，却始终有情，有美。
2018年出版的张新颖著作《沈从文
的后半生》，最令我感慨的，是这位文
坛无冕之王的泪。到了晚年，沈从文
越来越容易落泪。孙女在学校被顽
童欺负，他哭了；老友穆旦逝世，泣不
成声；回乡听傩堂戏，泪湿衣襟。他
心中的女神，喜欢他的文字，却不理
解他的内心，在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留下他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在黑夜
中痛苦地自噬。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时代的
发展，一切都无法逆转。拜读名家
大作，可造就雄辩之才。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痛苦，痛苦的方式都不同，
但痛苦的程度都是相同的。世间豪
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观其一
生，可谓是坎坷传奇，沈从文先生与
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作为
图书馆、博物馆的常客，沈从文先生
也从中得到了大量的知识和创作灵
感，从文学创作到文物研究，我们也
因此得以拜读其本真大作，洋洋洒
洒，滔滔不绝，字字千金，如临其境，
意切情深。

母亲没有文化，没上几天学就回
家放牛了。她不认字，也不懂普通
话，时常看电视还叫我当翻译。就是
这么个斗大的字不认识几升的农村
女人，待人却特真诚，尤其好客。

“吃碗稀饭解渴”是她的口头
禅。如果你来我们村，被我母亲看
见，她就会死拉硬拽把你带到我家吃
碗稀饭。母亲说吃碗稀饭解渴，而不
是充饥，是怕别人误以为这是施舍，
没有面子。她尊重别人的面子。

被母亲拉到家里吃稀饭的人，
排起队来，一定很壮观。这些人干
什么的都有：来办事的村委会干部、
家访的老师、看猪的猪客、算命的先
生、赤脚医生、阉鸡的、收破烂的
……甚至是乞丐，都曾有被母亲拉
来吃稀饭的经历。

听母亲说，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很多地方地瘦人穷，又逢干旱，粮
食颗粒无收。我们家就曾接纳过
一个乞丐，且长达半个月之久。那
时我们家也快揭不开锅了，为了让
乞丐每顿都能吃上一碗稀饭，母亲
不惜去借米。左邻右舍骂她傻，她
也就笑笑。乞丐初到我家时，瘦骨
嶙峋的，在我家待了半个月后，肚
腩竟是圆的了。离开我家时，母亲
送了乞丐一小包米，倚着门看他离
去，一边看一边喊：有闲就来吃碗
稀饭。

母亲请人吃稀饭时，会做几个
配菜。菜是家常的，很简单。多是
地瓜叶、咸菜、咸蛋、腌胡萝卜等，
最好的不过是一碟猪耳朵。母亲
把自己当成服务员：擦桌子、搬凳

子、端水、上菜、打饭，只是不会叫
人结账。时常有人吃免费饭不好
意思，又见我家房子简陋、日子清
贫，要塞钱给母亲，不过都没得逞，
母亲死活不收，任人怎样劝，她都
撅着嘴，像个淘气的孩子。

母亲这样热情，又这样好客，
自然会招来许多亲戚朋友。母亲
最注重亲戚感情，她的亲戚多得数
不清，我至今也没有认全。这些亲
戚有些是沾着血缘关系的，有些是
毛都没沾上，比如母亲叫的那位同
年，是她认的干姐妹。母亲和同年
不是同一年生，只是年纪相仿，便
以“同年”的叫法认了姐妹。认同
年的程序很简单，互挑一担椰子粑
往对方家即可，从此过后春节、军
坡节便互相往来了。

同年的生活过得很辛苦，田地
少，孩子多。以前在军坡节的时
候，她总是担着箩筐来我家，回去
时箩筐总装满了米，这都是母亲无
报酬的馈赠。奶奶时常因此埋怨
母亲：这白花花、银灿灿的米呦，怎
能说送人就送人！母亲听了也不
生气，只是不紧不慢地说：多一门
亲戚就多一条门路。

的确，这些年很多亲戚给了我们
很大的帮助。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
国辉舅。国辉舅和母亲没有血缘关
系，也是属于“认”的那一种亲戚。那
年，我要上大学，家里又要盖新房子，
两笔大开销使父母皱紧了眉头。母
亲找到国辉舅，国辉舅二话不说就借
了好几万块钱。此外，在我上大学的
这些年里，不会到银行寄钱的父亲，
每次都找国辉舅给我寄生活费。我
收到的生活费里，时常与父亲说的数
目不符，因为国辉舅偷偷给我加了两
百块钱。国辉舅对我家的帮助，我们
无以回报，只是每年炸完花生油和山
柚油都会送一点给他。

我想，良好的亲朋往来不就是这
样吗？彼此真诚、热心，互助互爱。
而往远了说，在所有待人之道里，只
要你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你所
遇见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你一定会有
所收获，并且感到幸福。

写到这里，忽有外人进村，是骑
摩托拉客的“搭客洪”，他往四叔家
运猪饲料，恰巧碰上了母亲。母亲
远远地招手唤他：来咯，来咯！吃碗
稀饭解渴！

现在出去吃饭，酒足饭饱后店家
端上一盘别致的五谷杂粮。用竹盘
子端上了，下面铺着一层香蕉叶。仔
细一看：盘子里郑重放着玉米、芋头
还有地瓜。什么时候开始，地瓜已
经成为餐桌的食物。同桌的前辈开
始感慨：小时候家里兄弟姐们多，没
有多余的粮食，一天到头都吃稀饭，
困难的时候没米下锅，有地瓜吃已
经很满足了。

我对地瓜的记忆是清甜的。
因为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带着土
腥气，地瓜是贫苦人民苦难时期的
救命瓜。小时候阿妈养了很多猪，
一只母猪带着十几只猪仔，每天睁
开眼睛嗷嗷叫要吃饭。猪食就是
煮熟的地瓜叶，海南方言叫“猪
喷”。因为猪吃饭的时候，水和地
瓜从嘴巴两边喷出来。阿妈在田
里种了很多地瓜，地瓜不矫情，浇
点水就疯长，很快就把藤四周伸
展，碧绿的瓜藤把土都覆盖完毕，
一眼望过去田里都是绿色的。我
和弟弟在上面嬉笑打闹，累了叼一
根草躺在地瓜叶上，翘着脚看天上
的白云朵朵。放学后，我扛着扁担
走向地瓜园，拉一根藤用镰刀割断，
一小把绑一捆，大概十多捆绑成两
大捆。小小的肩膀挑着两捆地瓜走
过田埂，说不重是不可能的，咬咬牙
就走到家门口，一下把它们扔在地
上，再用菜刀把地瓜藤一点点切成
一小块，把它们都装到桶里，我的
工作算是完成了。阿妈天还没有
亮就燃起了炊烟，把地瓜藤倒到大
锅里煮，直到地瓜叶变成酸菜色，
猪的主食就准备好了。这是猪的
佳肴，而我们的佳肴是地瓜汤。

地瓜汤制作很简单：阿妈把地
瓜削皮，露出白嫩的皮肤。切成一
小块，选老的椰子，把椰子肉磨成
丝。用井水和柴火慢炖，在圆滚的
开水中，放入地瓜，盖住锅盖。一会
儿放入椰子丝还有红糖。不到一会

儿，地瓜和椰子的清香透过锅盖弥
漫到整个院子，我们就知道可以开
吃啦。弟弟拿着椰子壳要吃两大碗
才罢休。都是最简单的食材，却是
童年记忆中最香甜的甜品。在那个
没有零食的年代，地瓜给生活增添
了多少滋味啊！

收获的日子很开心，拨开土露
出又大又长的地瓜，有红色、有白
色。白色的味道更酥软一些。拗
断藤之后丢到竹筐里，一筐筐地
挑回家。用水把它们身上的泥土
洗干净，削皮，切成丝，放在太阳
底下暴晒，直到晒成干为止。然
后放在舂米器里舂，变成一粒粒小
小的地瓜干。我们白天都吃稀饭，
早上煮稀饭放一把地瓜干，清甜解
暑。现在已经不种地瓜了，自然吃
不到地瓜稀饭。

地瓜叶做的菜可就多了，最常做
就是炒地瓜叶，沿海一带还可以加一
些虾酱，做成虾酱地瓜叶。黎族放在

“南朵”里煮南朵地瓜叶。田里捞一
些福寿螺可以和螺肉一起煮汤，非常
鲜嫩。

地瓜可以煮汤，可以吃地瓜干，
还可以烤着吃呢！小时候最开心的
是和小伙伴一起用土垒成土窑，拿
着锄头去找硬一些的土块，一块块
挖出来，然后在土里挖一个小灶，在
旁边用土块搭成圆山，在灶下面生
火，必须是小柴小叶子烧的。有时
候火灭了用嘴巴使劲儿吹，把小屁
股撅得高高的。吹完火，沾了一嘴
巴灰。土块烧得黑红，火候差不多
了马上把小小的地瓜丢进去。把烧
成红色的土块打倒，用棍子拍得碎
碎的，生怕躺在下面的地瓜熟的不
均匀，影响口感，有时候为了调味，
还加入一点捞叶。捞叶有一种天然
的清香。等了大概二十分钟，就可
以慢慢把地瓜挖出来享受美食啦。
地瓜烫得软软的，全身黑不溜秋，吃
在嘴里，嘴巴也黑不溜秋，大家互相
看一眼哈哈大笑，接着吃。稍微慢
一点怕是没有了。烤地瓜更清香，
带着土和炭的香气。

有一次在北京，走在清华的大
街上，烤地瓜的香气弥漫，买了一
个，很大，用纸包着冒着烟，一边走
一边吃。酥软清香又烫口，吃得慢
一点儿就怕味儿跑了。但这样的
地瓜很贵，一块要五块钱不止。无
论在何时何地，一路闻着这样的味
道，童年的日子历历在目，忆苦思
甜也许就是如此。

白发，最近有点燎原的趋势。
满头发丝究竟有多少根无从计

算，大半生里伴随我们的都是如乌云
般的黑发。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
后排的女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你有
一根白头发，我帮你薅下来吧。”疼痛
如细针轻快地刺了一下，白发飘然落
下。晚上回家和母亲说起这事时一
脸沮丧，母亲却笑呵呵地说：“别担
心，那根头发生病了而已，其他的不
是还好好的吗，也许是学习太累了，
明天给你增加营养。”

如今想想之所以耿耿于怀那根
白发，大概是因为对“时光”的不满、
失落时的矫情吧，给我青春年少、万
般风景就好，何必让白发来告诉我珍
惜嘉年华？

大约五年前，再发现白发就不是
一根一根的了，每次都能除掉个五七
六根的，且都是从头白到尾，在密匝
匝的黑发中甚是刺目。岂能让这白
发扰了心情、坏了我的美，于是手起
发落，连根拔掉。

时间之残酷，在于它的不可逆，
可它还是博爱的公平者，和平对待每
个人。人到中年，身边罕见无白发的
人，或多或少而已，见了面相互询问，
只要还不需要靠染发来遮盖，无形中
就成了被羡慕的对象。

说来有趣，年轻时特别讨厌自
己茁壮浓密的头发，披散开不好看，
剪短不好看，只能长年扎个马尾，单
调无味，现在却恰恰相反，感谢这一
头浓密的头发！为何？因为发量基
数高啊，薅下来几根几十根白发不
影响大局，不像我一位老同学，打小
头发就稀少，如今更是金贵，连一根
白发都不舍得薅下来，无可奈何地
说：“苍蝇腿也是肉啊，染染还是不
错的。”

现代人面对脱贫、脱单、脱发的
困扰，我却与白发斗智斗勇。凌晨两
点醒来，忽然想起黑豆还没泡，于是
披衣下床，量出一杯黑豆，洗净，泡
水，等早餐起床打豆浆；遇见黑芝麻
就想买，芝麻糊时常喝，对“黑五类”
食品情有独钟；洗发水必定要用生
姜、何首乌、黑芝麻的。

从第一根白发到如今白发燎原，
许多人和事在二十几年间烟消云
散。任凭我倾心拯救这一头乌发，折
腾一圈下来，乌黑的头发依然不管我
感受，渐渐变成了棕色，还夹杂着白
发。白发和肥厚的臂膀一起，让我变
成了油腻的中年妇女，与此同时，我
美丽的皱纹也开始如晕开的水波布
满脸庞。

仔细看，此刻在我眼中看不到当
初的焦躁不安，目光炯炯中读到的是

“活得坦然”。当然这是一个渐渐接
受的过程，就像曾经记恨一个人，从
前不肯原谅他，特别是打照面的时
候，更是恨得牙痒痒。后来慢慢发现
无法阻止他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自己
反而被“恨”折磨得苦不堪言，才惊觉
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得不偿失。

从此关上青丝缠绕之门，从此开
启白发新生之路，不惧，不伤，不念过
往，只看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