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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重出江湖尧 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袁
曾经有过一段下放射阳县农村的经历遥 但具体下放何地袁当时又是怎
样的生活状态袁在后来陆先生本人的若干著述中鲜有记录遥

这些年袁不少国内知名文学界前辈与县内文化界人士撰文回忆陆
文夫先生的生前过往袁 他们对陆先生在射阳农村生活的那段过程袁同
样不是一笔带过袁就是不曾提及遥这段空白袁令人扼腕叹息遥其实袁从六
十年代末开始袁陆先生及其家人下放射阳袁前后生活了九年遥

1969年袁 作家陆文夫先生从苏州全家下放至原射阳县陈洋
公社南份大队渊今射阳经济开发区陈洋办事处南北村冤遥南份大队
位处东西横贯的小洋河以北袁距离公社集镇 1.5公里袁来去必经
陈家渡口遥 因此与我在南份学校任教的父亲结下了不解之缘遥

陆先生 40多岁袁约一米七四左右个头袁面色不白袁身板瘦削袁
头发大分袁两鬓夹着少许银发袁说出话来袁一口苏南夹杂着苏北的
口音袁身上有种独特气质遥 他衣着简单袁抽烟很多袁一支纸烟常常
烧着手指才肯丢弃袁且面孔较多冷板遥只有与我父亲聊天甚欢时袁
才见他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袁发出爽朗的笑声袁笑容和蔼遥

陆先生一家四口袁有两个女儿袁住在学校以西一里多地南份
三队的农庄上遥 房屋是新建的三间砖根草盖袁外带一间土坯草顶
锅屋袁那是当时普通下放干部的标准配置遥 房屋附近只有一两家
农户相邻袁一条两边长满青草的狭窄小道袁弯曲地伸向外面的道
路遥

陆先生在屋址周围亲手开辟了一亩多菜地袁 还有简陋鸡棚袁
平常和陆夫人躬身屈膝袁在菜地里挖土尧挑粪尧浇水袁挥洒汗水遥一
年四季袁青菜尧韭菜尧茄子尧花生和芝麻尧香瓜之类蔬果品种不少袁
长势旺盛袁绿油油的遥

陆先生还擅长挥斧弄锯袁打造些小桌子尧小凳子之类的木器
用具袁出手的东西有棱有角袁像模像样袁见者无不惊讶袁都夸他是
正宗的木匠师傅遥 实际上陆先生并非木匠出身袁他只是一位自学
成材的木制爱好者而已遥

陆先生并不参加当地的农业生产劳动袁但也乐于帮助附近生
产队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遥比如他发现集体仓库里堆积了很多生
锈的喷雾器尧脱粒机之类的农机具袁便主动请缨袁利用自己下放苏
州工厂时练就的一手机修特长袁以及随身带到苏北的野工具箱冶袁
埋头仓库敲敲打打曰几天后袁一批报废闲置的农机具起死回生袁重
新派上了用场遥此后袁生产队遇到类似难题再也不愁了袁都说院野找
老陆去遥 冶

在周围群众的眼里袁 陆文夫先生既不是一个已有成就的作
家袁也不是农村从事农耕劳作的普通一员遥 甚至大家压根就不知
道他是作家袁曾以一篇叶小巷深处曳而声名鹊起尧活跃于省内文坛
的一个分量并不轻薄的人士遥陆先生倒也安于平常袁甘于沉寂袁从
不自我张扬和标榜袁极其淡泊地过着晋朝诗人陶潜笔下野采菊东
篱下袁悠然见南山冶般的乡居生活遥

已故作家宋词先生有段文字袁记录了陆文夫先生下放期间他
们之间的一次相聚:野1972年初夏袁我下放在涟水县农村袁思友心
切袁乘汽车到射阳去看老陆遥 从公社集镇下车过河袁一路下乡袁几
经询问袁找到文夫所住农舍遥 只见三间砖根草房袁门外一片菜地袁
鸡在觅食遥 见余至袁文夫颇感意外遥 冶

野一别七载袁重逢俱老袁恍如隔世遥 文夫寂寞乡居袁养鸡种菜袁
也算安然遥余与文夫痛饮畅叙袁不知白日黑夜袁带来的两瓶洋河及
文夫家中藏酒俱已喝完袁至第三日晚袁惟有当地土酒袁文夫称为
耶大头晕爷遥 冶

四月的苏北沿海平原袁温暖的春风随处荡漾袁油菜花尧蚕豆花
静静开放袁麦子蕴穗待抽袁田野披上了一片片金黄与绿色袁令人心
旷神怡遥四月也是播种栽植蔬菜瓜果的季节遥斯时袁陆先生骑车在
田间地头随意转悠袁跟人打声招呼袁站下来聊一阵农事袁讨教些果
蔬种植知识遥

当年袁 陆先生那辆崭新的 26式凤凰牌自行车在全大队绝无
仅有袁干净的车身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袁特别抢眼遥据说那是上
头专门分配给下放干部的野计划用品冶遥 陆先生十分爱惜这辆车袁
凡是遇到有人跟他借车袁上趟公社集镇或县城袁他总是立刻掏出
一两元钱袁对来人说院野车我待会去公社开会要用遥 这样吧袁我出
钱袁你到别人那里去租个车行吧钥 冶在别人看来袁这一做法并无不
妥遥 但时间一长袁再也没人好意思向他借车了遥

宋词先生与陆文夫先生交往多年袁相知半生遥 他曾形容袁陆先生有野沉
默如金尧清淡如茶冶的一面袁也有野沉郁似酒尧激情如火冶的一面遥

1973年冬季袁南份大队组织社员开挖小洋河东岸的部分淤滩袁陆先生
自告奋勇袁当了一名野河工冶袁难得参加了一次农村集体劳动遥 工地上人头攒
动袁人声鼎沸袁热火朝天遥 陆先生与群众一样袁肩挑一根扁担袁一付泥兜子袁
来回奔走遥 半天下来袁他已满身泥浆袁肩肿腰疼袁感觉吃不消了遥

中午开饭袁有大锅红烧肉吃遥 大队民兵营长唐修武特地拎来野射阳白
酒冶袁要与陆先生一较高下遥 他大大咧咧地对陆先生说院野你是城市下来的干
部袁喝酒肯定不在话下遥 冶陆先生很谦虚袁说院野我是个落魄文夫袁肯定不是你
的对手冶遥

两人嘻哈大笑过后袁一屁股坐到土墩子上袁以酒对垒袁以一对一袁一瓶
酒很快干了袁接着又开一瓶遥 唐修武很快招架不住袁率先败下阵来遥 他从陆
先生手中夺过酒瓶袁一边打出野免战牌冶袁一边摆手道院野老陆啊袁我看你根本
就不是个挑河的料袁你还是回家歇着去吧遥 冶

陆先生有抽烟喝酒的习惯遥 有一回袁县宣传文化部门请他去了一趟县
城袁几天后陆先生满载而归袁县城的几位文友想办法从县革委会招待所搞
了几箱野洋河大曲冶酒尧几条野大前门冶香烟袁免费让他带回家遥 他很开心袁邀
请唐修武和父亲他们几个到他家里做客遥 陆夫人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袁能
烧几个拿手好菜袁尤其是糖醋焖肉遥

酒喝高兴时袁陆先生忍不住夸赞袁射阳的朋友够意思袁事没做袁先烟酒遥
当时袁县里请他出山袁写个大部头袁他婉言推辞袁说自己从苏州下来袁身居乡
里袁不看书不读报袁也从来没碰过笔遥 射阳本土系文化人贺寿光尧裴艺元先
生也曾回忆袁陆先生曾经加盟县革委会专门组建的野写作班子冶袁但一直未
出任何成果遥

陆先生的乡居生活并不总是风平浪静遥 1974年夏天袁一场暴风骤雨席

卷射阳袁陆先生的房屋受损严重袁房顶上铺盖的麦秸被卷走了大半袁只剩屋
梁袁抬头就能望天遥 他找大队请求修缮袁大队找了几个人往顶上简单铺了些
麦秸袁然后让他找公社遥一来二去袁就是一个多月遥这期间袁每逢下雨都要把
家里能用的大小水桶和盆子全都拿出来袁去接屋顶上野哗哗冶流淌下来的雨
水遥 一家人蜷缩墙角袁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风雨夜遥

1974年袁陆先生在小菜园旁的荒草地上开辟了一亩多水田袁尝试自已
种植水稻遥 他和陆夫人卷衣捋袖袁挥汗如雨袁一锹锹地翻土袁然后挖墒尧引
水尧栽秧袁足足忙乎了 10多天遥 苏北 5月袁阳光已很强烈袁夫妇俩的脸都被
晒得黑黝黝的遥 尤其是陆夫人袁本来一张相当白净的面容袁完全变了模样遥

稻秧成活了袁田里渐渐显现出绿色遥 陆先生十分高兴袁经常戴一顶草
帽袁围着田埂转一圈袁俨然一介农夫的样子遥 秋末季节袁陆先生用辛劳收获
了新鲜稻米袁只不过颗粒不甚饱满袁产量不高袁亩产约四五百斤遥

1974年秋袁南份大队好几个社员家里的鸡鸭被盗遥 大队组织民兵夜巡
蹲守袁终于逮住了一个叫小马的野偷鸡贼冶袁那是个牛高马大的无锡知青遥 翌
日袁已被关押了半夜的小马袁一双胳膊被反转朝后袁五花大绑袁由三个民兵
大汉押着袁在全大队野游乡示众冶遥 过后袁大队还要将他押送公社袁有可能判
刑遥

陆先生闻讯不淡定了袁立马去找大队民兵营长唐修武遥 他从站闲旁观
的人群中拉出唐修武袁悄声对他说袁知青们生活艰苦袁荤腥不足袁偷只鸡鸭
实在是为了解馋袁是不得已而为之遥 你看是不是教育一下袁赔偿社员损失袁
野杀一儆百冶就行了钥

唐修武是个开明人袁当即采纳了陆先生的意见遥 陆先生便拉过小马袁给
唐营长致谢遥早已痛哭流涕的小马双膝一软袁野啪冶的一声直接跪下了遥此事
到此不了了之遥这位小马始终不忘陆先生的救助之恩遥日后回城袁他与陆先
生成了野忘年交冶袁常去苏州看望陆先生遥

把时光倒回六十年前的 1957年袁 年轻的陆先生不期迎来了人生拐点遥
他与几位青年作家筹办叶探求者曳同人刊物袁恰逢野反右运动冶开始袁受到审查
处分袁直至举家下放射阳农村遥

从 1969到 1978年袁陆先生下放射阳的九年生活袁正是他人到中年尧才
情勃发袁从此沉寂乡村袁空怀一腔抱负尧坐看闲云翻卷的黄金时期袁也正是陆
先生自喟的野落难冶时期遥 很多时候袁陆文夫先生独自伫立房前屋后袁手夹一
支纸烟袁一边吞云吐雾袁一边察看周围的菜地曰或举头仰望天空袁深邃的目光
好象能穿过一重重云层遥宽阔的乡野背景里袁陆先生瘦削的身板总是显得孤
单和渺小遥

蛰居苏北乡村袁陆先生即便与我父亲交往甚多袁然而所谈内容也大多是
些天南海北的趣闻轶事袁极少涉及文学艺术遥 夫妻二人虽有工资保障袁维持
一家四口人的基本生活袁但也经常陷入青黄不接尧捉襟见肘的窘境遥有一次袁
南份三队一户龚姓人家宰杀一口牲猪袁陆先生打算买二斤肉腌制袁但一时手
头拮据袁不得已上门袁跟我父亲借钱遥

父亲让他在我家小坐袁自己出去了一会袁很快拎回两块肋条袁一块给陆
先生袁一块家里自用遥 半个月后陆先生还钱袁父亲说院野其实当时我手里也正
缺钱袁两块肉也是欠来的遥 冶二人瞠目对望袁双双大笑遥

当年袁乡村没有电力供应袁一到夜晚袁远近方圆漆黑一片袁偶有几家农户
的窗子里袁隐隐地透出一点油灯的光亮遥 也许是寂寞难熬袁陆先生常在晚间
饭后打着铁皮手电筒袁来我家长坐袁与我父亲坐在那张临窗的方桌两端袁谈
天说地遥

陆先生烟不离手袁间或咳嗽几声曰屋内烟雾弥漫袁充满了劣质烟草的味
道遥 一盏煤油罩子灯摆在桌上袁散发着昏暗的光袁模糊地映照着两个中年人

的面部轮廓遥
与父亲言谈之间袁陆先生对苏州的感情溢于言表袁尤其谈到苏州的风味

美食袁更是兴致盎然袁如数家珍遥 这个时候袁父亲就成了他的一位忠实听众袁
不时发出笑声遥苏州是陆先生一生挚爱的城市袁前后生活了 40多年袁倾注了
毕生感情袁终其一生描写苏州生活袁宣传苏州文化袁被文坛誉为野陆苏州冶遥他
说过院野每当走在苏州的马路上袁就会碰到许多熟悉面孔遥 每张熟面孔袁都会
使我想起他们的许多事情来遥 冶

已故作家艾煊先生说院野陆文夫是苏州的袁 苏州是陆文夫的遥 世界这么
大袁他只写苏州遥 冶评价如此深邃袁如此精辟袁可谓一针见血遥 他用手中的笔袁
把老苏州这座古城及其市井人物袁徐徐展现在笔下的文字里曰他用文学的光
芒袁照亮了苏州城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遥

有时袁陆先生也会带来几包卤汁豆腐干和一小罐碧螺春茶叶袁与父亲分
享袁说是苏州文友来看他时赠送的物品遥 母亲便把煤炉移至桌旁袁边烧水边
沏茶遥看得出袁与父亲以茶对饮的时光袁是陆先生难得面露愉悦尧神态轻松怡
然的时光遥 乡村的夜晚时间袁便在二人极度融合的轻言笑语中袁流水般地一
点点消磨遥

到了八尧九点钟袁陆先生便向父亲告辞遥 父亲总要送他至学校操场边的
坝口袁默默看他在弱月残光下袁拖着瘦长的身影袁迎着一路乡邻的狗吠袁沿二
中沟河边缀上了点点白霜的坑洼小道袁独身一人袁踽踽而去遥

我的父亲没能等到陆文夫先生的人生步入云开雾散的那一天袁于 1976
年冬天病倒袁住进了公社医院袁从此再未回家遥 父亲和陆先生的这段贯穿将
近 7年的缘份袁到此戛然而止袁划上了句号遥

一、安于平常，甘于沉寂

二、沉郁似酒，激情如火

三、弱月残光，寂寞难熬

四、射阳一别，终成永诀

七十年代后期袁射阳县政府根据当时的政策风向袁采取了野网开一面尧
暂时抽用冶办法袁请陆文夫先生正式野出山冶袁担任射阳县文化部门下属文
化馆副馆长袁全家随迁搬离乡村袁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遥

1977年春末袁陆先生一家搬离南份遥 那是个云淡风轻的午后袁陆先生
在十几位群众的帮助下袁把全部家当搬上了二中沟河面上的一艘机动船袁
其中包括多年来他自己亲手打造的凳子尧椅子尧柜子什么遥 年少的我袁也
夹在河岸的人群中遥 从南份出发到县城袁沿小洋河水道向东袁一路 30 多
里袁行程不到两个小时遥

陆先生在大队干部和群众的簇拥下来到河边遥河坡上袁树木已经呈现
嫩叶袁一阵风过袁返青的芦苇发出野刷刷冶声响遥 唐修武紧握着陆先生的
手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院野老陆啊袁假如有机会袁我还想和你喝一杯哩遥 冶
陆先生一楞袁随即仰面大笑袁爽快地说院野一定袁一定遥 以后我们一定有这
个机会遥 冶这时袁邻居张二婶拎了一大篮鸡蛋鸭蛋袁一路小跑而来袁硬要陆
夫人带着遥

陆先生没作太多停留袁几番道别之后袁一脚登上船头袁对船工说院野开
船吧遥 冶然后回过身袁和陆夫人一道袁向岸上送别的人们挥手告别遥多年的
故人往事袁尽在抬臂挥手间过去遥

此时的陆先生袁难掩离别伤感袁一时面色凝重袁哽噎无语袁两行清亮的
泪袁 从他清痩的面颊滚落下来遥 陆夫人偎依在他身旁袁 也以一方手帕掩
面袁抽泣不已遥

岸上的人无不动容袁不少人眼睛红了遥 张二婶扯着嗓子袁朝河面上渐
行渐远的船只大声呼喊院野陆先生袁陆大婶袁你们走好浴 冶唐修武也放开嗓
门袁最后话别院野你们一定要再来啊浴 冶遥陆夫人站在船尾袁朝他们频频挥动
手帕遥在众人的注目下袁船冒着黑色柴油烟袁拖着八字水浪袁朝着湾口方向
加速驶去袁很快转入小洋河道袁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遥

南份一别袁终成永诀遥 从陆文夫先生 49岁离开袁直至 2005年 7月 77
岁病故苏州袁他并没有兑现承诺袁重返故地袁回射阳尧回南份一次遥 乡居射
阳风霜雨雪的八年袁仿佛一部厚重书里面的一页纸袁被他随手翻了过去袁
然后合上袁永远不再打开遥 与此同时袁他打开了面前的另一本书袁翻开了

崭新的一页遥
1978年袁年届五十的陆文夫先生离开射阳袁如愿回到了苏州遥 同年 4

月袁叶人民文学曳发表他的作品叶献身曳遥 其后袁陆文夫先生进入了创作的巅
峰时期袁陆续发表叶小贩世家曳尧叶围墙曳尧叶美食家曳等优秀文学作品袁并获国
家级文学大奖曰1979年冬袁他参加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袁
并先后任苏州市文联副主席尧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尧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袁还亲手创办了叶苏州杂志曳遥 1980年袁野耶探求者爷事件冶平反遥

也许袁对于后来复出文坛的陆先生而言袁九年淡泊的苏北生活经历固
然难忘袁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前进的袁前尘往事一如过眼烟云袁过去也就
过去了吧遥 过去了的再难追忆袁毕竟那一页已经翻了过去遥 能够拥有一笑
风云过的心态袁正好体现了他对风云变幻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包容袁一种胸
襟袁一种野向前看冶的气度遥

2001 年间袁陆文夫先生曾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袁他说院野我个人没
什么好写的遥不过请你代我传个信袁向射阳的老乡们问个好冶遥一句简单直
率的话语袁 道出了陆先生隐藏内心深处的丝丝缕缕遥 射阳九年的下放生
活袁及其三千二百多个风风雨雨的乡居日子袁陆先生并没有忘却袁只是从
他离开南份的那一刻起袁那一段记忆就已被他深深埋藏到了心底遥作为一
位历经沉浮和跌宕的作家袁他有足够博大的胸怀袁包涵和隐藏人生中的一
段沉重记忆遥

在叶老苏州曳一文中袁陆文夫先生有过这样的文字院野苏州袁这古老的城
市袁现在是熟睡了袁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袁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
莲遥冶这句话袁似乎成了他自己的写意人生遥如今袁他熟睡了袁犹如苏州运河
银色河床上的一朵静美的睡莲遥穿越时空袁我仿佛又看到了陆文夫先生乡
居期间袁手夹纸烟尧举头望天的孤独身影曰以及乡村夜晚袁与我父亲临窗而
坐尧谈天说地的情形遥 可叹花开无言袁踏雪无痕袁人生实在短暂遥

时光荏苒袁岁月依旧遥 依然喧沸的文坛袁是否还会有人想起已经长眠
九泉之下袁一个曾经落魄苏北尧自甘沉沦而又后发再起袁用手中的一支纯
粹的笔袁征服文坛和读者的陆文夫先生钥 答案是肯定的遥

陆文夫先生在射阳
魏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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