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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一个被老舍先生赞誉为

“ 中国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他通

俗文学的起点从上饶开始，最终走向

文坛的金顶宝座———成为中国二十

世纪通俗文学大师。近日，择一时机，

我在三江口与大师来了一次“ 遇见”。

信江与丰溪河， 摆脱了重重山

峦，急匆匆来三江口彼此象互相倾慕

已久的一对恋人，相拥合抱。 这是一

个瞭望口，新近，这个观景台又刷新

了一笔———落成了国内第一个敞开

式“ 张恨水主题公园”。

仲秋时分，公园依旧鲜活如春。

在公园南面正中位点，一眼就可

以看见灰白大气的张恨水巨幅花岗

岩雕像。 驻足仰望这墩

5

米高的雕

像，感觉脸带和善、目秀有神的张恨

水静静地向我们走来。 确实，作为游

子、才子的他，理应回归这个原点，让

缱绻的心植入家乡的土地，让外溢的

才情幻化成他脚下这弘柔柔的清水。

光绪二十一年， 也就是

1895

年

5

月

18

日， 张恨水出生在江西广信

府的“ 河街”，即现在的信州区信江东

路夜市街。 他的原名叫心远。“ 恨水”

是他

1914

年启用且最常用的笔名，

取自李煜词《 相见欢》“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东”中“ 恨水”两字。 他的童年和

少年都留在了上饶。即使是作为税务

公职人员的父亲几次调任外埠，张恨

水仍然留在上饶旧式学堂学 《 三字

经》《 百家姓》《 千字文》以及“ 四书五

经”。

1912

年，在其作为广信府参将

的爷爷病故和父亲因急病相继去世

后， 才随母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上

饶，回到了原籍地安徽潜山。

在雕像的东侧，矗立着一蹲工艺

品一般的花岗岩石碑，碑上雕刻了描

黑的遒劲碑文，还饰有张恨水的头像。

碑文就是张恨水所写的散文 《 我与上

饶》。该文发表在

1939

年

9

月的《 前线

日报》。 通篇跳跃的都是他儿时的脉

动，都是桑梓因缘。正如文中所写：“ 真

得愧对上饶昔日街头观我坐轿的父老

也”。“ 每出郊，常过一横跨河面上之浮

桥，儿时以浮桥为奇，故上饶之桥于我

印象较深也。”他时常难忘的是随先祖

“ 阅操出巡、骑马同乘”。

晚年的张恨水，还是无法忘却儿

时的趣事。他走出家门，跨出南城门，

就到了用大块青石板垒砌的信江码

头。一条约

200

米长的灰黑色的木浮

桥， 晃悠悠地连接码头的南北两端。

一次， 他在靠岸的一条船上玩耍，玩

出了惊喜。这些细节，他都写进了《 回

忆录》 ：“ 忽然发现船篷底下有一本绣

像小说《 薛丁山征西》 ，我一瞧，就瞧

上了瘾， 方才知道小说是怎么一回

事。 ”从此，他从“ 薛丁山”走进了“ 四

大名著”以及《 列国志》《 封神演义》 。

他的父亲也顺延张恨水的爱好，为儿

子请的书馆老师也是小说谜，师生常

常一起研读《 三国演义》 。 这不，攒钱

购书、读本选定、木箱藏书、挑灯夜读

等等孩提印记，他的《 回忆录》中都有

一一的还原。

一条小船、一本小说，成就了一

个百年小说大师。 在公园的北面，在

风翻柳、柳翻风的景观中，时隐时现

十余处以大师的作品、 人物形象、地

域文化为素材而打造出来的典雅雕

刻。这些雕刻以景墙、地雕、石雕的形

式为大师的作品进行了一次连点成

线的无声汇展。 前两年，还是公园没

有安全竣工的时候，张恨水的长女张

明明、四子张伍等家人专程到上饶寻

访父亲早年的足迹，在公园里凭吊家

父，在塑像前与父亲合影留念。

从城门边、从信水畔走来的张恨

水，把自己走成了经典巨匠。 他的著

作极其丰厚， 先后出版小说

120

多

部，也有

160

部之说，总数超过

3000

万字，现在也鲜有人能出其右。

今天，我们拜谒大师，固然记得

他可以同时书写六部小说并按期交

付的冲天才气，记得他高山仰止雅俗

共赏的作品。是的，不同时代，却具有

与我们现代特征相同的进取意识和

思想火花，确实了不起。所以，作为仅

隔一条信江的同乡、作为他的粉丝读

者， 一时升级我们的追思和敬意，就

是自然而然的了。

名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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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已是万家灯火，但正如我

所预料的， 当飞机爬升过厚厚的、昏

冥的霾层，天空之上，黄昏展露。夕阳

已坠落到云层以下， 在西南的天际，

笔直地铺开一道玫红的霞光。而玫红

只是个笼统的、粗略的叙述，因为它

的真实色彩难以形容：玫红中加入艳

黄和橙红， 如果用水粉或丙烯描绘，

以我个人有限的调色经验，鲜艳的色

彩之间会相互混淆，无法维持应有的

纯粹和清透。

而上帝的画笔正从西南扫向正

西，在那里，是一片被夕阳辉映成金

黄闪光的水域。 它有曲折迂回的海

岸，和海水中间铅灰的岛屿。 水波粼

粼，一道灰黑的陆地斜斜地延伸到海

水里……在它与我之间，隔着大片漫

长而灰暗的泥滩， 像无法逾越的天

堑。 这是让人目瞪口呆的时刻，是许

多个黄昏的眺望重合在一起。它是我

故乡的海，于渤海以东，一片可以静

观夕阳辉煌沉落的海域。近年每逢春

夏，小城人习惯在海边消磨黄昏———

他们隔着长达几百米远的泥质滩涂，

遥望西天一线闪亮的水面———真的

只是一线， 仿佛仅仅因为必要的慰

藉，那光才没有彻底地逃离人间。

云上的风景于此时变幻。在近岸

处，暗铅色的云朵凝成一道耸立的巨

岩， 很像是我在某年夏天见到的碣

石———那一组由漫长岁月海蚀而成

的、原本呈门状的礁岩，早在我见到

它之前， 左侧的门框部分已经倾颓，

门楣随之坍塌。始皇帝费尽心机找到

的通天之门，无人目睹它的开启与闭

合。而云朵在天上制造的盛景何以与

人间如此相似？ 或者，云朵也将轻易

重建那道倾圮的天门，让某个飞升而

至的灵魂得以顺利进入天界？

而天空的沧海在须臾间换了桑

田。 霞光已尽，云端之上，暮霭沉沉。

云端之下的人间，想必已是夜色苍茫

了吧。 隔着如此浓稠的云层，城市滑

入又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

值机时特意选择了西侧靠窗的

位置，按照预想，我将在飞机降落之

前，目睹天津城高空中的落日，尔后

一头扎入夜色与灯火———它们是并

存着的时间，并存着的景色，有如我

刚刚挥别的南国灼人烈日，和同一时

间里阿尔泰降下的一场大雪。

然而那一天，航班延误，让我在

南京机场的候机楼里，与云端辉煌的

落日图景交臂错过。

在云端，霾是可视之物。 云朵的

脏，即便在黯淡的光影中间，也不可

能混同于黑暗。 曾经的一个黄昏，当

飞机穿过灰霾的云层，西边天上的一

轮太阳，由一个惨淡的光圈，突然变

成了艳丽的橙红。 弦窗外光芒耀目，

一片白光之中，脚下那片灰白的泡沫

之海凝滞不动。 这泡沫细密，仿佛匀

入了时间的灰烬，沉重，黏稠，在起伏

的表面上密布张力。 时空静止，只剩

下发动机徒然的轰鸣。

飞机再一次爬升，黯淡下来的西

方天际， 突然出现一道明亮的蓝，是

靛蓝里加入了湖绿，一种我从未见过

的蓝天。

不知什么时候，飞机驶入两个云

层之间，神秘的气流波涌而过，机身

抖动。 没有人慌乱，大家都是见多识

广的远行客，并对自己置身其间的钢

铁巨兽抱持盲目的信心。古人没有这

样的飞行经验， 却认定天有九重，他

们究竟是如何得知的呢？难道他们的

视力远超于现代人？ 这也有可能。

从天上往下面看，有的云彩真的

飞得很低。云谷幽深，那云彩在下方众

云的谷底———它们一定是我在呼伦

贝尔草原上看过的那些云。 那时候我

乘坐的越野车在巴尔虎旗境内的国道

上一路疾驰，我一度疑心，只要爬上车

顶，就可以抓住头顶的那朵白云。而在

这低飞的云朵之上，丝絮般轻薄的小

云彩慢慢流过，是浮在天地间的一脉

清浅流水。 然而转眼之间，云海升腾，

在弦窗之外。 是的，在这样的时候，你

会感谢有人发明了这个词：云海。它波

起云涌，一浪叠着一浪，横无际涯。 它

是动态的名词，因而气象万千。

在夜间，云彩在机翼之下铺展开

广袤的极地之海，冰面洁白，冰层间

的裂隙里露出海水的蓝光。 ———不，

蓝其实来自于想象，真实的裂隙是深

重的灰蓝，有时，这裂隙间会透出彩

色的星光———那是城市璀璨的灯火，

模拟着宇宙间星云的寥廓。

当飞机的高度降低到云层之下，

我看见了天津，满城的灯火那里一簇

这里一堆。机舱下不时掠过薄如雾气

的低云， 这些灯火随之闪灭开合，像

极了余火未熄的灰烬。美到极致有时

近乎诡异，纸的灰烬便是如此。

几分钟后，飞机顺利落地，一阵

颠簸滑行，缓缓对接上登机口。

又一场旅途结束了。

沙爽，作品散见《诗刊》《散文》《钟

山》《天涯》《大家》等刊。出版有散文集

《手语》《春天的自行车》《逆时光》、长

篇历史人物传记《桃花庵主———唐寅

传》、历史随笔集《味道东坡》等。

别 样 洙 西

洪忠佩

与 死 神 搏 斗 的 人

曹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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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28

日上午

8

时许，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

者被紧急送至上饶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患者此时上

半身疼痛、胸闷、气紧，心电图提示急性下壁心梗。 医

务人员让老者舌下含服二片硝酸甘油；之后，又让患

者咬碎四片阿斯匹林。 胸痛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楠赶

到，安排其住在心内二科一号病房，将病人送进了导

管室。 李楠凭着精湛而娴熟的医技，为这名老者进行

了冠脉介入治疗， 将一根导管从患者的右手挠动脉

处，一直送至心脏左冠动脉口。 随着导管进入的还有

一个球囊，这个球囊在患者的血管堵塞处扩张，最终

疏通堵塞的血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老人胸闷

胸痛明显缓解，血压心率平稳。 李楠高度集中的精神

终于放松，很高兴在无数次同死神战斗中，他又赢了

一次。

李楠，心内科专家，三十五岁，帅气，文雅俊美的

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的细眶眼镜，更显气质非凡。

2006

年，他毕业于苏州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临床医学专

业，毕业后到上饶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工作。

2014

年，

他在我国三大心研所之一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心研所

研修冠脉介入一年。

30

岁的他起早贪黑，刻苦学习，

创下了该医院进修生完成手术量最高记录。

前些年， 复杂的心脑介入手术只能到大城市才

能做。 上饶患者只好找关系，千辛万苦到外地就诊。

由于路途遥远，延误了时间，有的死在路途上。 据了

解，引起心肌梗死的原因，一是动脉硬化；二是冠状

动斑块脱落的地方，人体马上启动凝血机制，大量

的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

李楠深造后，在科主任的带领下，独立开创了上

饶心血管领域的多个第一：首台

CTO

手术；首台复

杂分叉痛变手术；首台肾动脉支架植入术；首台无

保护左主干支架植入术； 首台锁骨下动脉闭塞手

术，填补多项我市介入手术的空白。今年

7

月

26

日，

在第十届赣江心血管疾病研讨会上，李楠代表上饶

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介入团队顺利完成一例复杂冠

脉分叉病变的手术直播演示。 这也是上饶市人民医

院第一次在大型会议上直播亮相。在全省同行中获得

一致好评。 李楠几年来完成血管介入手术

4000

余例，

完成心血管病人诊治

10000

余人次。

心血管介入手术短则一两个小时 ， 长则五六

个小时。 对于李楠来说，没日没夜，没早没晚，少有

节假日。 做每台手术，李楠都要穿着三十多斤重的

铅衣，一天做多台手术，铅衣一背就是一整天。 衣

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他的妻子常打趣地说：吃

得最多的是射线，熬的最多的是通宵。 她知道，在

手术室辛苦了一整天的李楠， 相当于照了几百次

X

光片。

李楠用爱心、细心、精心、耐心、热心对待每一位

患者。 心梗病人装上支架，决不能万事大吉，忘乎所

以，必须坚持服药随诊，定期复查。 李楠对他的病人

叮嘱，有事星期三到专家门诊找他，并给他们微信

号，以便随时咨询。 每逢下班回家，他第一时间就是

给许多病人回复电话、微信。

今年

3

月，一位装了支架出院的长者，心脏功能

低下，无法前往医院就诊、复查，李楠在病人家属的

恳求下，连夜到病人家中为其看病。

作为一名几乎每天都要为病人做手术的专家，

李楠经常会遇到送“ 红包”的家属，他都会婉言谢绝，

再三安慰他们会精心全力治疗，直至转危为安。

今年时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五四运动

100

周年。 共青团上饶市委通过层层推荐选拔，表彰十

名杰出青年。李楠光荣入选。李楠的事迹在市卫健委

网站上传开，博得众多网民的点赞。 一位叫信江水

的网民留言道：“ 人民的好医生！实至名归！真的非常

优秀！ ”网民微笑说：“ 我亲眼见证你的实力，希望上

饶多些这样的好医生，造福众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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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深处，是最醇厚的情感积淀。

———题记

酸萝卜和茄子干

硕大白亮的萝卜从地里拔出来， 在旁边的水沟里

洗洗，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脆生生，甜滋滋。 外婆捏

着我的脸，“ 丫头，做成酸萝卜才好吃呢！ ”外婆心灵手

巧，萝卜白菜，南瓜豆角，每一种寻常蔬菜，在她手里，

都能变幻出百般滋味。

地里收了花生，外婆就念叨起她的酸萝卜了。 松土、

铺灰、选种、播种、浇水。每天，外婆起早摸黑，一双大脚从

灶台到地里来回穿梭， 似乎那是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必

经之路。 成担的萝卜挑回家后，外婆挑个晴好的日子，开

始做酸萝卜。 她坐在屋檐下，脚底下白花花的一片。 手起

刀落，上下翻飞，外婆俨然就是一个生活的魔术师。 叶子

切掉，泥土洗净，根须清理完毕，萝卜们放在晒谷场上，去

接受阳光的洗礼。 它们娇嫩的身躯在烈日下逐渐变得委

顿，皮肤满是皱褶，颜色也变得暗淡，个头小了许多。晒了

两天，找来两个大水缸，装半缸水，放上盐，外婆把干萝卜

一古脑儿丢下去， 然后探进双手， 把它们一个个排列整

齐，像是在检阅自己的部队。 最后抱来一块大石头，压在

了萝卜上面。她额上的汗珠滴滴落进了水缸里，和那些盐

水融为一体。 是的，我们吃到的每一个酸萝卜或是其他，

都饱含了外婆的汗水。

干巴巴的萝卜沉入水中， 就像久旱的大地遇上了

甘霖。 带了盐分的水注入他们的体内，肌肉逐渐紧致，

缓慢的发酵，使味道开始变酸。 时间，阳光和水分让他

们浴火重生。 半个月后，新鲜出炉的酸萝卜成为外婆饭

桌上的新宠。 下稀饭，来一个，没菜吃，来一个，过节日，

来一个。 水缸日益消瘦下去 ， 外婆就不让随便去拿

了———总要留一些过年的。

过年时酸萝卜管够。 记忆中一次年夜饭，外婆解了

围裙出来，发现桌上的酸萝卜只剩了个空盘子。 她二话

不说，回厨房又烧了一大盘。 身后遗落了一片欢呼。

做茄子干也是外婆的拿手好戏。 茄子挑那紫黑滚

圆的，放在水里煮二十分钟，夹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

竹匾上晒。 煮透的茄子又软又烂，浑身皱巴巴。 拿一根

筷子从中间划破，并向两边拨开，浑圆的茄子便成了一

个平面，暴晒一天，放在箩筐里备用。

糯米磨成米浆，白亮亮的，在太阳底下闪耀，仿佛

等待一个盛大的典礼。 蒜瓣切碎，和红辣椒粉一起放在

米浆里搅拌， 成为上好的佐料。 把晒好的茄子干拿出

来，一块做底，舀一勺佐料，抹匀，用另一块做面，按紧。

接着放到蒸笼里面去蒸。 米浆遇上大火，迅速变成了一

个个小团，糯米的粘性让上下两块茄子干“ 立下盟约”，

永不分离。

蒸好后继续拿出去晒至七分干，储存在罐子里，可以

随时切开吃，我隔三差五就要去拿一回。假如哪天外婆心

情好，放在油锅里煎一下，外表焦黄，内部柔韧，入口滋

味，无以言表。 贫瘠的生活教会了外婆用智慧对抗苦难。

后来我回到父母身边， 就很少吃到这美味的茄子

干了。 成年后在超市里买过几回，和记忆里的味道相差

甚远，逐渐失了兴趣。 外婆早已不在，我的味蕾记忆缺

失了半壁江山。

蛋炒饭和鱼头豆腐汤

女儿上了初中以后，时间变得空前紧张起来，尤其是

早上，熬了夜的眼睛总舍不得睁开。饭桌成了我们母女交

流的一个重要空间，学习中的压力，同学交往的困惑，都

习惯于和我诉说，仿佛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一日三餐。

早餐既要吃得饱，又要烧得快，蛋炒饭成了我们两

个人的首选。 头天晚上，我把剩余的米饭放在冰箱里，

冻成颗颗坚硬，散乱，绝不能糊成一团。 喊起女儿，我们

共同来成就一碗蛋炒饭。 我洗锅，她搅蛋，我翻炒，她切

葱，我们像是一对默契的搭档，在油烟里携手并行。 米

饭下锅，逐步加入酱油，青辣椒，火腿肠粒，还可以加黄

瓜和胡萝卜丁。 待每一粒米饭都饱吸了养料， 油光发

亮，个头饱满，便可以起锅了。 黄红青绿，美味可口，这

碗蛋炒饭滋养了女儿的初中生涯， 也是我们母女的温

情陪伴。

若有时间，我更喜欢煲一锅鱼头豆腐汤。 投入时间

和深情，熬成家人的欢喜。 和爱人一起去菜市场，慢慢

逛着，细细挑选，说着家长里短，流水般的日子也能有

小生机。 挑一个上好的雄鱼头，顺带两块水豆腐，豆腐

必要早上刚做的，新鲜，嫩滑，肤如凝脂。 鱼头切开，洗

净，用料酒先解腥。 一个小时后开始烹饪。 先用油煎少

时，至颜色微黄的时候就可以了。 放盐，姜，蒜，注入一

大锅水，淹没所有的材料，用文火慢慢煲。 我可以站在

锅前吹个小曲，可以看看手机，或者什么都不干，就享

受这氤氲的白气。 十分钟后将豆腐切成小块，顺着锅壁

滑入滚烫的鱼汤中。 鱼汤的鲜美迅速包围了她，豆腐也

尽情释放她的本真，他们在一锅汤里“ 心心相印”，互相

成全。 在持续的咕噜咕噜的声响中， 鱼汤逐渐变得浓

稠，之前倒入的清水不再清澈，而是有一种乳白色的高

贵， 鱼肉和豆腐中的营养和美味基本融入到这一锅汤

里。 女儿像个跟屁虫似的，围着锅边打转。 一会儿给我

讲个段子，一会儿尝尝鱼汤，我们的笑声成了这锅汤最

重要的调味品。 四十五分钟后，把汤盛放在碗里，喝一

口，胃和心皆是暖意。

熬一锅鱼头汤，时间是经，爱心是纬，经纬交织，才

造就这一份浓烈。 时至今日， 我只为家人熬过这一锅

汤。 无论何时，只要喝上一口，就觉得人生的诸多困窘，

都敌不过这碗鱼头豆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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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板躺在溪埠上， 我和肇其兄躬身用手掌撩

水泼上， 字痕就显了， 从风化与残缺的字迹上去解

读，一块是清代乾隆年间捐资建桥的功德碑，另一块

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墓碑。时光，仿佛在这一刻是凝

固的，而碑文中的石拱桥与墓地，俨然成了流水的样

子。莫名地，我将山溪潺潺的流水声与安魂曲串联了

起来，混淆、恍惚。实际上，山溪西水东流，浅而瘦，深

的地方充其量没过小腿，却清清亮亮的，似乎山溪只

能容纳手指般长的石斑鱼、棍子鱼生活。是水埠与山

溪，让洙西村的时光纵深一下子拉长了。

永兴桥头，香樟、枫香、楠木、红豆杉等乔木的树

荫，仿佛是山里漫长时光的显影。 青石的护栏，一块

块地嵌着，斑驳、叠出，似乎与桥拱的弧度互为观照。

在遥远的明代， 金竹坑胡姓与湾头的程姓就开始迁

入五珠山余脉的山坞里建村了。至于以洙坦、西坑合

名洙西，应是后来的事了。 在这样的村口，我没有理

由不把脚步放慢下来， 前方是否是通往村庄遥远时

光的路径呢？

祠堂、小学，呈“ 品”字形。 准确地说，是祠堂、旧

校舍、新校舍组合起来呈“ 品”字形。作为村庄公共形

态的建筑，时光的漫漶依次显露无疑。许是脑海中存

留“ 山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 的记忆， 好

几次我从紫云岭或词坑走进洙西， 我都会站在下洙

坦“ 品” 字形的中间， 去感受与回味山里稚童的读

书声。 洙西的村巷、 民居， 都是我熟悉的， 而在短

短的几年时间， 美丽乡村建设给村里村外带来的变

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想想， 能够在屋前巷边绕村的

水圳看到野生的河鱼在游弋， 那是怎样的感觉呢？

村庄、 稻田， 是连在一起的。 初秋的田野， 禾

是绿的， 一丘一畈地绿， 绿得粉墙黛瓦的村庄都成

了田园与山峦之间的点缀。 那场景， 仿佛是山野田

园的一种化境。 一眼望去， 那山峦直抵蓝天， 而一

朵一朵的白云悠悠地飘在村庄与田园的上空。 偶

尔， 飞翔的白鹭像慢镜头的回放， 扑闪扑闪的， 衬

底是铺展的绿。 青石板路蜿蜒， 不经意间一抬眼，

粉墙黛瓦的村落又是眼前。

所谓粉墙黛瓦， 是婺源民居的徽派建筑元素。

粉墙， 即石灰墙。 没想到， 往詹坑头走， 竟然出现

了土墙村落。 好比说， 我是看到了村庄的别样表

情： 低调、 朴实。 相对而言， 土墙民居比徽派民居

要简陋得多， 它是山里村庄最早的民居样本。 詹坑

头的乳名叫尖坑头， 詹姓迁入后就改了现在的村

名。 从詹坑头到水竹坞相隔三里的路程， 同行的洙

西村党支部书记胡茂兴告诉我， 在去年之前， 必须

从詹坑头坞底蛇行绕上山腰， 才能走到隐在坞口的

水竹坞。 也就是说， 去年洙西村在上级的支持下，

已经打通了村庄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 并且进行

了路面硬化， 接下来想利用水竹坞的源头水发展冷

水鱼养殖……上山走路， 最能考验人的脚劲与毅

力。 况且， 还是秋老虎正在发威的时候。 往山上一

走， 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但， 并不影响我

和同行行走的速度。 因为， 山中一个秘境的村庄在

等着我们。

站在山冈远远望去， 水竹坞被木竹遮掩得厉

害， 好像几栋土屋都是隐藏在坞边的。 是的， 隐藏

得像静物， 让人有一种不忍心去触及的原始美。 实

际上， 走进这样的村落， 首先要有足够的耐心———

时光的物质， 形成了一道反差， 视觉与情感都需要

缓冲。 土夯的泥巴墙， 盖着青瓦， 就是民居了。 墙

体粗粝， 凹凸不平， 好像风一吹， 随时有齑粉在飘

落。 横的竖的木竹， 成段地堆着倚着， 攀援的南瓜

藤， 以及那青皮的， 泛黄皮的南瓜， 无一例外歪着

躺在藤底。 竹篱笆上的丝瓜藤呢， 还有新开的黄色

花朵。 问题是， 转上转下， 门牌显示只有九户人

家， 而且一户已经坍塌了， 其他都是关门闭户的出

外谋生了。只有蜂桶、柴垛、农具、以及挂在墙上的竹

梆，显示着山村人家生活的物证。 谁会想到，就是这

样的村庄人家，还有生活状态，为了通上公路集资了

二十多万元。 想必，这是村里人走出困惑之后，努力

改变家乡面貌形成的一种合力吧。

好不容易，我看到一家大门敞开，却只住着老查

一人。 试想，走进一个九户人家的村庄，又了解到平

时只有一个人住在村里， 我脑中闪现的是第一个词

汇是安静———那种只有鸟与虫豸鸣叫的安静， 山里

日常的安静， 避世的安静。 此时， 鸟声是回旋的，

似乎在彼山叫了， 就回到了此山， 或在此山叫了，

彼山立即有了呼应， 脆生生的， 一声比一声远。 然

而， 对于老查来说， 他会不会觉得孤独呢？

实际上， 我的疑惑与担心都是多余的。 老查嘁

地一声， 赶了赶脚边缠着的鸡， 说， 生活生活， 各

人各过法。 即使家里人都搬走了， 他还是留了下来，

在山里住了六十年， 早就住习惯了。 再说， 现在通

上了公路， 村里人就会慢慢搬回来了。 随着老查的

手势， 我看到村头有位女人正在竹笐上晒被褥。

若从水竹坞翻山而下， 走浙源湾头约七公里左

右。而返回洙西村，也是差不多的路程。临走，老查为

我们一人砍了一根罗汉竹作手杖， 这是老人的淳朴

与美意。罗汉竹节短，纹路交合，有稍微的肿胀，我握

在手中，手感很好。是的，拄着竹杖慢慢走，才能看清

洙西日常的细节与别样表情。

味 蕾 深 处

余 敏

在大地与天空之间

沙 爽

“遇见”张恨水

吴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