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玉斌

因为被邀约，不进行文学创作的我，
有机会参加了第十七届“楚水”笔会。倒
也不是第一回参加笔会，印象中肯定是
参加过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是哪年哪
月、何时何地，不过没关系，那天下午，一
走进笔会现场，又见到久违的前辈、作
家，熟悉的师长、友人，还有在微信神交
已久的学人、藏书家，就已置身于“楚水
副刊”之中，曾经纸上的相逢，那些名字
与美文，全成了眼前的笑容，热烈的握
手，欣喜的寒暄。此刻的心情，正与窗外
的阳光一般灿烂。

笔会开了一个下午，我就度过了一
个美好的下午。与会者畅谈不歇，金句迭
现，省报纸副刊作品评选获奖者的感言
与心得，个个把看家的真本事端上来，让
人听得过瘾。轮到庞余亮老师，三言两
语，别有洞见，是在讲自己，也是给得奖
诸位的写作一锤定音，“拒绝陈词滥调”：
乡土文学，如何“乡土”，又如何不“乡

土”？自己玩自己的，当然可以，但那终究
境界不高。听着他这些话，我很激动，真
是说到点子上了，布罗茨基在《致贺拉斯
书》中说，“当一个人写诗时，他最直接的
读者并非他的同辈，更不是其后代，而是
其先驱。是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是那些
给了他形式的人。”每一次写作从哪里开
始？拒绝陈词滥调是最好的起点。

庞老师还主动解密，公开了他当下
儿童文学创作的秘密，如何到学校，跟孩
子们聊天，找到更加鲜活的故事，找到通
向孩子们心里的道路——果然是拒绝陈
词滥调。他这么讲，也正在这么做，诚实
的写作者，首先就是要诚实地面对自身。

继续听下去，夏红卫、张学诗、潘仁
奇、朱杰、王桂国等先生的发言，都引我
思考，让我受益。此刻回想，印象尤深的
还有金鸿美老师的讲话。

金老师那天讲得不多，却贴骨贴肉，
令人动容。想一想，上一次与金老师会
面，是与他一同参与校园文化评审，总要
有两年了吧？这两年，确实没有再遇到。
听他一讲，才知道，原来他去年生了病，
基本上就停止了写作，到今年才略略重
新开始创作，会场所发7月5日“楚水副
刊”上就有他一篇《东古竹园》。当天发
言，他的大概意思就是写作也是耗费精
力的，因此提醒在座师友，多多保重身
体。这或许不是什么极深的领悟，但联系
了他本人这段波折，就使得这领悟多了

经历之后的惘然和洞彻之下的淡然，令
人由衷感慨，亦复感叹。

不知道金老师会不会就这一点继续
思考下去，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
的命题，那就是生命与写作的关系。说
实在的，对此我也是有体会的，曾经有
一段时间，我拼命写作——当然，不是
文学创作，而是教育写作——投入了时
间、精力与资源，以为这样做就是在努
力做最好的自己，结果，事与愿违，时
不我济，有一阵子，反而折损了身体，
生活中也多有碰壁。从那时，我对生命
与写作的关系就有一番思考，这思考并
不新鲜，杜甫写“文章憎命达”，李商
隐言“古来才命两相妨”，在古人那
里，也已意味到，文章写得好，生命有
可能不好，为什么呢？有人就说，人只
有一个生命，它是一个完整的气场，过
于用功于写作的人，把自己生命的精华
耗费到写作上，生命本身就难以精彩
了。所谓“难以精彩”，可能是身体出
状况，也可能是现实的窘迫，写作与生
命纠缠交杂，彼此不能融洽，会出大问
题。

应该说，这五年，我很注意调整，
常常提醒自己，活着便是活着本身，有
很多远比阅读与写作更加重要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学者张文江先
生说过的一段话，他告诫自己的学生：

“生命和写作有可能做到互相焕发，

生命本身在某几个节奏点，需要写作来
调节一下，才可能把精彩焕发出来，这才
是写作的真谛。……生命本身就是一部
作品，如果力量不够，把生命支付给写
作，文字虽然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生命太
亏了；如果文字好而生命不好，我相信，
这个文字还不是最好的。”（《复学生书》）

当时，金老师絮絮言之，声音也不
大，但语短情长，我自难忘，到现在仍似
有闻其响，而且又一次想起前些年一点
遭遇，回望彼时，更觉得他说得在理。浅
浅一番话，值得那天听到的所有人好好
琢磨，本来就是这样，“笔会”，是写作者
的欢聚相会，而作为个人，我们如何与我
们的笔更好地相会，从而让“我”与“笔”，
彼此都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这不就是一
位写作者所毕生追求的真、善与美吗？

那一天，艳阳高照，众人入得会场，
待笔会圆满结束，却是黑云蔽天，风雨大
作，这气象万千，也甚是绝妙——回家的
路上，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天启”：文
学的气象，是生命的气象；生命的气象，
也就是天地的气象，说到底，只有当生命
在天地间既恢弘壮阔，又能顺机而动，立
住身板，做成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子才能
写出你生命中注定的华彩真章。

想到这里，眼前雨幕仿佛第十七届
“楚水”笔会的余音回荡，有幸参与，有幸
聆听，有幸思想，穿越其中，我心飞扬。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弯曲幽深的石头巷，住着近二十户
人家。巷子北头的两进旧房子，主人是邹
先生。

退休前的邹先生是一名教师，乡下
人喊“老师”为“先生”，邹先生就是邹老
师。邹先生曾负责小学教师的中师函授，
是老师们的老师，有段时间，同事喊他

“先生的先生”。
邹先生高中毕业，本来已经考上大

学，分数还不低，家庭成份拖了后腿。邹
先生的家庭成份是富农，祖上做买卖，开
蛋行，贩鸭蛋卖，腌制的咸鸭蛋味好油
多，最远销到镇江。

上不了大学，邹先生便做了一名代
课教师——在乡下教复式班，一个班几
个年级。教复式班的邹先生吃了不少苦，
但没有白吃——他从代课教师变成民办
教师，又从民办教师变成公办教师。邹先
生教数学。他最大的本事是让枯燥的数字
变得有趣，把课堂和生活联系起来，这就
好比菜肴加了“油盐酱醋”，滋味便出来

了。学生喜欢他，他也喜欢学生。一位姓石
的男学生，聪慧无比，班上的数学尖子，一
段时间没有地方住，硬生生地在邹先生的
床上挤了一个月。

同事们喜欢邹先生。不少在他手上
拿到中师文凭的老师，转了正，分糖散
烟，这个时候的邹先生总是笑嘻嘻的，比
自己当初转正还高兴。有一年评职称，小
学里只有一个中级职称指标，一位教师
符合要求，学校初审通过后，唯一的一张
表格却被这位老师填错了。表格废了，邹
先生比这位教师还着急，踏着自行车，冒
着小雨，硬是去邻近的乡镇学校找来一
份空闲的。当时的邹先生是分管教学的
副校长。问起他为什么这么卖力，邹先生
笑笑：他是我教函授时的学生，评上去，
我脸上也有光彩啊。

退了休，邹先生把余热发挥在巷子
里。邻居家信任他，出远门，喜欢把钥匙
挂在他家。巷里有婆媳斗嘴，夫妻闹矛盾
的，也喜欢来找他评理。邹先生总是放下
手里的书报，听人家一五一十地讲故事。
故事完了，是非曲直邹先生心里也就有
了数。有了数的邹先生会把一碗水端得
平平的，当然也告诫来人，有理也得让
人，毕竟，家庭的和谐最重要。

有位姓张的老头，家境贫寒，嗜酒如
命。老头的儿子混得不好，常常顾不了父
亲。每年春节前，老人差钱用，常来请邹
先生写信，写给他外省的妹妹。邹先生每
次都以张老头的口吻写，聊一些家长里
短的琐屑之事，却能激起张家妹妹的共
鸣。接到信后的妹妹，总是很快给哥哥寄
来几百元钱。邹先生吩咐张老头，少喝
酒，省着花，初一过了还有十五呢。巷子
里有一户以炸油条为生的人家，姓张，因

为生病生意做不成，吃饭成了问题，邹先
生知道后，送去了两百元。

巷里有人买卖房屋，交易谈妥，往往
请邹先生写房契。写完后，新房主得请写
契人吃上一顿，邹先生总是推三阻四。邹
先生家的房屋年代久远，推倒重砌的时
候，屋后的女主人开始喋喋不休：“不许
高”“多留点滴水”……邻居把原来邹先
生家的平房高度做了标记。房屋砌成，高
度不仅没有增加，根基还朝前缩了两砖。
有邻居替邹先生不平，为他叫屈。邹先生
摆摆手：她家（后面的邻居）天井太小，我
家的天井大，让一点也无妨，都是邻居嘛。

巷子里有一户人家，搬到闹市区，屋
子常年空着。炎炎夏日，房屋忽然冒起火
来，一时浓烟升腾，巷里人慌作一团。七
十多岁的邹先生镇定自若，先是吩咐人
打了火警电话，再通知镇供电所掐断电
源，最后和一群吃瓜群众拎水灭火。市里
面的消防队很快赶到，火势终于被控制。
这个时候，邹先生却不见了踪影：他溜到
巷头的商店，拎来了两扎矿泉水。

邹先生的母亲是几年前去世的，96
岁，算是古镇的寿星了。老太太为人善
良，遇见人笑嘻嘻的。邹先生对母亲非常
孝敬，从不赌钱的他，常常陪着母亲打麻
将。邹先生家里的高低厨上搁着一块“五
好家庭”奖牌，是镇政府授予的。

闲下来，邹先生喜欢看书读报，家里
有一本没了封面的《世说新语》，他翻了
好几遍。这本书以“德行”为首，记述了周
子居、黄叔度、陈太丘等东晋士族阶层美
好道德品行。虽然，邹先生是个小人物，
但一言一行，让人看到了源远流长的德
行传统。某种意义上，邹先生自己就是一
部巷子里的《世说新语》。

□陆泉根石头巷的邹先生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抵达的时候雨正在路上
我们都是隐含的东西，像雨一样
这个季节并不缺少花
紫薇是主持人
它的特异功能何止于此

门卫室也散发浓浓的书香
你看到红色条幅了吗
凝神中，听到时光爽朗的笑声
这是第十七首诗了
作者是一篇包容的散文

一个个熟悉的姓名
文字没有皱纹没有白发
每一棵树每时每刻都在生长
坐下来淌成水乡的水
无缝对接，回环往复

讲
话
的
我

抵达（外一首）

□王亮庭

刚刚饮了甘露
好酒已经记在名下
话筒不是话筒，是莲蓬
我是贪婪的红蜻蜓

一直憧憬远方
常常关注身下的倒影
所做的一切努力
不可以轻而易举地忘却

存在的截面
为它写上重彩的碑文
如果要把什么按在胸口
请抓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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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水 周
刊

到兴化的那天，天气预报忽然变得
有些惊世骇俗，十分粗暴地要将第二天
飙升起来的摄氏三十二度，变成第三天
断崖式下降的摄氏十一度。一觉醒来，户
外的温度果然够呛，全身衣物已剥落到
最少了，汗水依旧在前心后背暗自潜流。
在阳光下奔波一整天，临近黄昏时，才进
到室内，一边擦那带着油菜花香的汗水，
一边细细看过特意从博物馆库房中拿出
来的郑板桥遗墨。然后穿过一处圆门，路
过一棵标示为一级保护的大树，在一间
雅室中悠然落座。几口清茶入口，正要说
一声好茶，像清风一样出现的两位民间
吟唱艺人，款款地走到雕花木窗后面，渔
鼓拍了三两下，竹板响了一两声，像兴化
这儿的流水，悠长平缓地唱起来。一曲唱
罢，燥热与汗水也随之去了，取而代之的
是绕梁三日的曲调所带来的那种天然清
凉，还有跟随清凉曲调出现的以平常人
身份又显得不太平常的人。

老渔翁！老樵夫！老头陀！老道人！老
书生！小乞儿！

与进屋之前，沿途所见开满鲜花的
原野，还有生机勃勃的城市景象相反，这
一个个称谓都是以老相称。唯一的小乞
儿，想象那模样，所表述的也是未老先
衰。不知道天南地北其他地方有没有用
本地的说唱艺术，将郑板桥的《道情十
首》，十年百年地演唱下来，并且唱成何
种模样？以自己了解的几种地方类似曲
调，比如既悲凄又尖锐的湖北道情，真的
用来唱板桥道情，能否唱出诗词原意在
其次，最担心的是对原作气韵的南辕北
辙。

人世之事，只要用心寻觅，总会发现
那条有来有去的脉络。不要说远，就说五
千年前，后来有板桥道情回响的这一带
还是东海海滨。到了三千年前，海平线成
了地平线，因此也就有了最早的地名楚
水，成了做梦也想不出大海模样的楚国
人的属地。至关重要的是九百九十五年

前，还要过二十四年才有机会写成天下
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范仲淹出任兴化知县，修了抵御洪
涝灾害的“范公堤”，让湖荡沼泽中那些
由上游来水冲击，下游海潮顶托形成的
土丘得以稳定下来。在此基础上，
从绕着土丘的水里取土垒成垛，形
成可以耕种的垛田，垛田四周则是
能够通行舟船的河渠。无论大小，
每一块垛田都有自己的河渠。无论
长短，每一条河渠都有自己的垛
田。春去秋来，日月轮转，又经过七
百年，之间垒了多少垛田，垛田下
面垒进去了多少秘密？其中之一被
郑板桥破解了，才有他那集篆隶行
楷于一体的书法。其中之二是我等此刻
前来揭秘，垛田与郑板桥之间若隐若现
的血缘。这些碧水环伺，形同孤岛，又似
有缘互连的垛田，以其天造地设的方圆，
鬼斧神工的长短，让无边岁月可以是横
撇竖捺，更可以是秦篆汉隶唐楷，为了因
应这诗书画的化身。

说郑板桥所怀绝技为乱石铺街体，
是某人站在自家门口，闲情逸致地看着
街坊生活景致时的戏谑。那时垛田之上
没有更高，比不了如今建有方便看遍垛
田花海的观景台，人站上去，举目四望就
会若有所思。不需要观景台的郑板桥，情
怀更加高远，早就看清楚了三百年后才
有人看得见的那些。这就像让春花开满
世界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是老天爷一年
一度都要施展的小小手艺。现在的垛田，
为了让更远的人前来流连，已经全部改
种油菜花了，一亩田还能多拿上千元补
助款。若想将花看遍，却是难上加难。因
为看花的是人，一个人无论有何等了得
的手段，也只有一双眼睛的视野，越是想
看个够，越发现能力有限。很多时候，只
凭着看过一三五七只花样的心得就声称
够了。

想起来，郑板桥果然是三百年一遇
的才子，一般三年一遇、三十年一遇之
人，非要等到垛田上遍地黄花，明晃晃地
露出既有序，又无序，既是自然挥洒，又
似精心构筑的河流渠道，才有所心得。郑
板桥只是面对五颜六色的稻粱菽，杂乱
无章的麦黍稷，就看出了诗书画的端倪。
此时此刻，见识了垛田花海上逶迤不绝
的人流，我等才勉强猜测到郑板桥那般
境界：就书法来说，可以想到草书，不是
米芾的狂草，是一般舞文弄墨者的潦草。
郑板桥一定看明白了，冬天里，白茫茫冰
雪覆盖着一切，垛田与河渠所构成的正
是超级放大后的泰山经石峪。春天里，垛
田上万物灿烂，垛田
下水清如碧，有心看
去即便得不了《兰亭
序》之奥妙，也看得见
曲水流觞之情趣。到
了夏天，垛田里的庄
稼无比茁壮，河渠中
大水汪洋，略一皱眉
头，思绪中就会有《祭
侄帖》沉沉地飘过。之
后就是秋天了，收获
时节的垛田与河渠，
恰似铺陈在天地间的
《寒食帖》啊！郑板桥
曾经说自己的书法，
六分是学的别人，只
有半分是自己的。还
有剩下的三分半他没
有说出来，应该就是
天地造化的给予。所
谓天机不可泄露，凡
是不肯说的，或者是
不肯明说的，才是事
物核心所在。沧海桑

田在兴化一带早就不是历史长河中的奇
观，人们宁可去研究垛田，千年万年的东
海海滨何止千里万里，为何偏偏只有兴
化一地生长出此种名为垛田的农耕文
化？人间诗书画也有千年万年了，为何偏

偏只在有垛田的兴化生长出一位叫郑板
桥的古怪才子？如果不作二者之间的联
想，实在没有其他特别事物好想了。

昔日郑板桥挂牌售卖自己的作品
时，这一带擅诗书画的名士有十几位，由
于种种因素，被浓缩掉一些，余下的世称
扬州八怪。时下文坛，公公有公公的一排
铁杆，婆婆有婆婆的一堆闺蜜。几百年前
的扬州也是一样的，哪些人能够进入“八
怪”系列，哪些人应当排放“八怪”之外，
争的争，吵的吵，说来说去，各有各的不
同。其中铁定少不了，也少不得的唯有郑
板桥。事实上，无论用哪种排列组合的

“八怪”，将另外七位加起来，相应的社会
名声也不及郑板桥一人。生死轮回，时光
流逝，郑板桥存世的诗书画何止千百，将
其余的全部相加，也不如一声，难得糊
涂；也难抵四字，吃亏是福。

文坛一直在说，作家有两类，一类作
家作品只是影响作家，一类作家作品则
在影响人民。

那些说范仲淹后来待在邓州，没有
见过洞庭湖，却能写出《岳阳楼记》的人，
总是不知道范知县在兴化时，就有了兴
水利与治水患的心得，深知湖海宽阔壮
观。没去过洞庭湖不要紧，在他心里早就
装着一片同等条件的水天，还有与洞庭
水乡相呼应的有水先淹，无雨先旱的兴
化忧郁。

只要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便使得小小岳阳楼成为天下
名楼。只要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就让初起的滕王阁一时间
享誉江南。郑板桥能够一览众山小，也只
需要八个字。毛泽东有一句评语：“郑板
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
出铿锵的声音！”从这话里可以看到，他
所看重郑板桥的并不是世人口口相传的
怪异。郑板桥一反常态，认为吃点亏绝对

是好事，不必事事都弄得清楚明白，比习
惯耍小聪明更难能可贵。到了兴化，见识
垛田，也能见怪不怪。不知者总以为郑板
桥是天生的，明白他是从垛田里生长出
来的，是个有根有系，有源有流的平常人

家子弟，再细细体悟，他吃的是什
么亏？享了哪种福？难的是什么得？
糊了什么涂？不就是普通人众都会
遇到的那些不爽心的事情吗？不要
说人，就是这垛田，如果怕吃亏，不
肯一把把从水里捞起泥土，将隐现
于水面的土丘一点点地垒高垒大，
又能从哪里去觅得这种养育千家
万户，别出心裁的如诗如画的良田
熟地呢？
来自田间的郑板桥，只有一枝一叶

总关情等寥寥数语在历代同行当中有一
定的影响。远不及他的那些反正话，疯癫
语，谁都知道，谁都懂得，谁都会在个人
生活当中，试一试，用一用。

郑板桥的笔墨文字从头到尾没有一
处糊涂，真正糊涂的是那种将田间事理
放在一旁，有功利时才拿起来晃一晃，
其余时间弃之如敝屣的心态。他还有一
句很简单的话，用来说诗书画：理必归
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这话里全是正
经八百的意思，可以当成大道理，也可
以看作小常识。有了这话，回头再琢
磨，那站在雕花木窗后面，手持竹板和
渔鼓的一男一女两位艺人，身形周正，
体态端直，音律平扬，歌声清婉，百分
之百适合唱板桥道情里的无牵绊、轻波
远、白昼寒、斜阳晚、萧萧柳、孤飞雁
和月上东山。说平常话，唱平常调，讲
平常理，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事情的奇
妙就在于，太过平常的事物，往往会呈
现出不平常，而且，越是强调我本平
常，局外人越要将这种平常推向其反
面。如同兴化垛田，本来就名声在外。
清明节前后在垛田之上盛开的油菜花，
仿佛要将自身的灿烂推向极致，以图取
垛田名声而代之。

收拾起渔樵事业，任从他风雪关山。
板桥道情所唱，前一句也是说吃亏是福，
后一句还在讲难得糊涂。这样想来，就更
明白了，人一生重要的是做好手边事情，
看清楚眼前山水，不妒贤嫉能，就不会自
寻烦恼，自讨没趣，自毁前程。“康熙秀才
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给自己治的
这方印，明明白白地说，自己辛酸历练竟
然经历了三代王朝。好在郑板桥不将那
些苦楚当回事，这才让看上去是撮几句
瞎话盲辞，流传开来，就成了铁板歌喉。
用不着高腔高调，也不需要大词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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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楚水 周
刊

□刘醒龙

板桥道情编者按
兴化之美，在于风

景，春有菜花，夏有荷

花，秋有菊花，冬有芦

花。菜花泼辣，荷花高

洁，菊花清雅，芦花胜

雪，各有让人迷恋的气

质。兴化之美，还在于

人文。这地方是出文人

的地方，是出墨客的地

方，而且出大文人，大

墨客，比如写《水浒》

的施耐庵，比如画兰竹

石的郑板桥。

如此，八方宾朋竞

相来访，风雅之人慕名

而至，看了，游了，吃

了，还是意犹未尽，于

是文人墨客们，就拿起

了笔，写下了一篇篇看

兴化、游兴化的清雅美

文，本报一一收集，开

设专栏，以飨读者，名

曰：行走兴化。

板桥道情表演者 许志宏 张印芳 摄影 周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