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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第二季第一期最后出场的
是贾平凹先生，微胖的身材，迈着外八字，
着深色西服、浅色衬衣，脸盘子大点，额头
发际高点，寻常样子，不是他在文中所言，
说自己长得丑。

当然，我不是第一次“见”他，在一本
书的扉页、百度搜寻“贾平凹”时、沉香红
女士的朋友圈里，多次“见过”先生，很平
和的一个人。

沉香红也是陕西人，21 岁时随公司去
安哥拉修建铁路，先后从事库工和门卫工
作，回国后毅然辞职，以写作、网上授课为
生，出过三本青春励志的书，有才情，有韧
性，被称为“陕西三毛”。有幸和她成为微
友，虽素无交流。去年的某一天，她去拜访
贾平凹先生，之后就晒了照片和签名。照
片，我悄悄收藏了，像一个信徒，对文学至
高点有着虔诚的景仰。

说来惭愧，先生的书，我只读过《远山
静水》和《丑石》，两本都是散文集，并且
在内容上有些重复。看《朗读者》，知道他
写作生涯达到四十五年，共出版十六部长
篇小说，写作体裁涉及小说、散文和评论，
几种文体总共一千五百万字。这是个什么
概念呢？我算了一下，平均一年要写三十三
万字，平均一天要写一千字，并且每个字都
成气候，是读者、出版商迫不及待等候的。
能力超常，卓尔不群，难怪先生被文学界誉
为“鬼才”。

“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
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
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这
段文字是先生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 《山
本》的题记，题记里所指的龙脉就是秦岭，
是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重要分水岭，是
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的文字几乎
绕不开它。至今，他还说着秦岭腔，即使在
《朗读者》的现场，与董卿面对面时，自我
调侃，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

可能和地域有关吧，巍巍秦岭，八百里

秦川，秦岭腔调不拐弯抹角，喜欢拖长音，
让关外的我们听起来，有股子亲切、朴实和
诙谐劲，就如他本人，就如他的文字。

《远山静水》中有这样一句：“优秀的作
家性格和文风统一了，才能写的得心应
手”。很多时候，作家倾注笔力写来写去，其
实是写自己。

一个人究竟要读多少书，才能让文字
蜿蜒于秦岭山川，而心里驰骋，而笔下狂
放？

从《朗读者》中获悉，在物资和精神贫
瘠的年代，一个村子只有《红旗谱》、《林海
雪原》几本书，村里的娃儿那时上小学三四
年级，有一天去远隔 30 里路的县城姨家，
意外发现有四本硬皮 《红楼梦》，如获至
宝，将其中两本偷偷藏入怀中，占为己有。

当年藏书于怀的孩子，现在是陕西省
扛鼎作家、中国当代文学领军人物，亦是我
十分喜爱的文学大师。因为文字，先生的习
性、喜好、爱和欲，明明暗暗地在字里行间
显现。比如不擅言辞，不苟言笑，不太讲究
卫生，谨慎而敏感，多情而怯弱，长得不好
看，喜欢收藏———从奇石到怪木，从汉罐到
古砚，尤其是石头，能把屋子堆满，他说，我
上世就是个石头；写得一手好书法，加上名
人效应，求购者趋之若鹜；麻将打得好，麻
将与京剧一样，都是国粹。只是我很奇怪，
一个人哪来那么大的能量，打完麻将回家，
再陪母亲炕上抹纸牌，再去完成至少一千
字的创作。

读书、写作，久而久之，就成为习惯，就
成为宿命。先生是以文学的方式存在于世
的。关于笔耕不辍，他是这样比方，就像一
个妇人生了诸多女孩，总想要个男孩，男孩
其实是更高一点的目标，不是说女孩不好。
所以他接二连三的写长篇，每两年一部，没
完没了了。

“书之虫，笔之鬼”，说的是他自己。
对了，先生的个头不太高，但我需要踮

脚仰望。

书之虫 笔之鬼

这是个初夏的傍晚，远处何物进入眼
帘，我并没在意就这样坐在桌边顶着腮，直
直地眺望着远处。“想啥呢？”桌的对面拉
过一把椅子，他小心翼翼地收拾好翅膀，安
静地坐了下来。最近，他总喜欢在这个时候
不请自到地到我这来，陪我聊会天，俨然就
是我的闺蜜，成了我的专有天使。

“我不知道该不该将这个新闻转发给
她？”我拿过放置一旁的手机，翻看着刚才
看到的新闻。“哦，转发给她吧，给她敲个
警钟”。天使瞟了眼手机界面，看了看我，
平静地说。“可是，我怕她一人在外看到此
种新闻害怕怎么办？”。 她刚从宿舍搬至
公寓，满心欢喜地过上独自自在的生活，一
心想着考研，根本无暇他顾。“可是，还是
怕给她增添不必要的负担，要知道社会负
面新闻看多了，听多了，以后会不会心里留
有阴影，变得畏首畏尾，神经兮兮呢？”。为
了考研，她豁出去了白天、黑夜，考上考不
上的问题一直纠缠着她，尤其是在我有意
无意地说着同事子女都是学霸，好多已经
是在读研究生时，更是让她神经紧张，说哪
哪都不舒服。她属于后知后觉型，并不特别
在意成绩。我说出了我的顾虑，我并不希望
她成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既然独自在外，
胆小一点是好事，可是怕事就不好了，该有
的胆量还是要有的，毕竟她已成年。“那倒
也是，我们总说要远离负面情绪，远离负面
新闻是好事。那还是不要转发了，很多时候

不听不看不理会，反倒会内心一片光明、宁
静，碰到黑暗的几率也就少很多呢”。天使
边说边点头，不断加大手势向我证明还是不
要转发的好，背后的翅膀也不住地扑棱着，
上下振动起来。“可是……可是……”我嗫
嚅着，组织着我的语言，“可是，可是，多条
信息总要多点警惕吧，万一呢，会不会就有
了心里对策，毕竟，毕竟曾经听闻过，心理是
不是就会有了点底气。”“唉，真没见过你这
样的，一条新闻转或不转都是动动指头的
事，你哪就有那么多纠结呢？你俩相隔千里，
你又怎知她会怎么想呢？我们天使做事从来
都不会这么纠结，”天使话没说完，我的手
机在桌子上响了。

我看到了来电显示，上面的头像让我
心生安慰。面对天使我摁下了免提键，那
头传来宝贝的声音，清晰、悦耳。“老妈，
你看到新闻了吗？你那天晚上回家坐上我
给你叫的车还好吧，以后晚上能不出去就
千万不要出去了呀，有事出去也千万要早
点回家哟，要不就在那边住下，听到了没？
记住了呀。”天使对我吐了吐舌条，挤兑了
下眼睛，扑棱着翅膀飞走了。面对手机，我
大声地说：“看到了，知道，你在外还是要
以学业为重，努力加油学习哟，其他的事
情就尽量少关注啦”。我挂上了电话，将视
线转向了天使刚才飞过的窗外，我知道，
真正的天使从来不曾离开，在电话那头，
在我心里。

天 使（小小说）

说到我这个朋友，我们已经有 47 年
的友情。上个世纪 70年代初，我进入市体
操队参加训练，我的朋友比我稍迟一个月。
我们在一起训练，在一起流汗。直至 1977
年恢复高考，他进入安徽师范大学体育系
学习，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九十年代
初，他回铜陵探亲，我们小聚一下，他说准
备到南方去闯一闯，结果他办了护照直接
去了美国。

2002年，我从另一个体操好友幸才
那里获悉，他回国探亲了。在铜陵的一家
鲜活火锅城，我们见了面。当他的面，我
数落可他一顿，出国何以不打招呼。他只
淡淡地一笑，没言语。事后，他告诉我，在
美国居住无定居，他的经历可以写一本
书。

未曾想，他这一走又过去了 7年。2009
年我手头有点事正忙着，突然接到一个的
电话，电话中传来了“我是老二”的声音。
起先真没听出来，后来得知是他，我立刻赶
到酒店。问他在美国还要呆多久。他说，没
个准头。可能是他的母亲仍居住在铜陵，这

几年他回家的次数多了一些。每次回来都让
我们操友有点情绪激动。即便工作再忙，都
愿意参加聚会。过去通讯不方便，也不便联
系。如今是信息化时代，人们交流联系方便
多了。从微信上获悉，今年的母亲节，我的好
友景山要从美国回来，我与幸才商定确定聚
会时间与地点。结果让我们有些始料不及，
好友说，聚会的那天参加不了。理由是，每次
回国邀请母亲出外看看，母亲都拒绝了，这
一次母亲答应了。

从我朋友聚会失约到再次聚会，我看到
了亲情，看到了友情。景山肯定地说，每年都
要回来一次，都要参加我们的聚会。

景山回来日程安排的满满的，先前陪
母亲到北京看看，回来又要与发小同学聚
会，之后陪母亲到黄山一游，同我们聚会只
有几个小时，次日又赶赴安徽师范大学参
加 90 周年校庆，尔后从上海坐飞机回到
“原处”。

故友回来，让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曲，唱
的更响亮！每年都回来，说出了他对亲人的
牵挂，对朋友的惦记。

故友相逢别样情

白鹭洲，一听到这个诗情画意的
名字，就令人陶醉不已。

有许多小洲都以白鹭为名，吸引
着无数游客前往观光。有白鹭就足以
让人心旷神怡，一洲的白鹭，就更让人
销魂了。

我也遐想有时间去远方领略白鹭
洲的迷人风光，不料，无意中翻看本地
的网页，得知庐江乐桥镇就有白鹭洲。

看了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照片，我
的心跳频率加快，真的让我激动万分
呀。我把一帧帧图片拼接起来，组成了
一幅美轮美奂的白鹭洲长卷。

漠漠水田飞白鹭。对于白鹭，我并
不陌生。初夏，浅浅的水田里，秧针在
谱写一行行小诗。这时白鹭翩然而至，
弹奏着初夏的琴弦。有时一只，有时两
只，就像是绣在田野上的白色图案，让
人老远就能看到白鹭的身影。白鹭从
容地迈着步子，不紧不慢，一边走，一
边眼睛盯着水面，不时尖尖的喙迅疾
地刺向秧田，十有八九，觅到食物。也
许是小鱼小虾，也许是蝌蚪昆虫之类
的。当有人走近时，白鹭警惕性非常
高，扑棱棱地飞走。那两条细腿像是飞
机的起落架，往后一收，配合着翅膀飞
翔。《毛诗·周颂》中用“振鹭于飞，于

彼西雍”来形容它的飞翔时的气势不
凡，恰如其分。只是偶尔见到白鹭，而
且倏地飞走，我与白鹭相亲的机会极
少，徒留遗憾。

乐桥的白鹭洲，既不是江边小渚，
也不是湖泊凸出的高地，是一口大塘
或水库间的绿洲。小洲面积不大，树木
繁茂，且大多是长绿树木。几十亩水
域，小洲如青螺浮于水面。青螺倒影水
面，组成了类似于汉堡包的形状。良好
的环境，非常适合白鹭的生活，近几
年，白鹭逐步云集于此。

白鹭洲不偏于一隅，却在小镇的
附近，可见这里的人们有爱鸟意识，与
鸟和谐相处。塘堤有木栅栏，还有绿化
带。长堤临水的对面栽着一排排树木，
树下是一个个石凳，坐在石凳上观赏
白鹭洲，多么惬意啊！真的佩服聪明的
村民有如此的智慧，这里不是天堂，胜
似天堂。

清晨，一抹朝阳洒在水面，白鹭早
早地起来，梳理梳理羽毛，打扮打扮，
安排好家务事，就要开始一天的劳作
了。夏天是孵化期，必须有一只白鹭留
守孵化。白鹭不比人笨多少，头天晚上
就策划了第二天的活动方案，到什么
地方觅食，早已心中有数。看，一只白

鹭动身了，翅膀展开，扇动几下，两只
脚一蹬枝头，“腾”地凌空。两只细长
的腿伸展平直，恰似掌握平衡的飞机
尾翼。头成 S 行，大概是减少空气的
阻力吧。两只翅膀有节奏地上下拍打，
白鹭匀速前进。这时又一只紧跟起飞，
组成了双编队。继而还有一只尾随其
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三只雪白的精
灵高低搭配，缓缓地飞向东边的田野。
间或一两只，也有三四只，纷纷飞离小
洲。它们落在田里、沟渠、湿地，凭借自
己的本领和运气觅食。

待在小洲的白鹭也按部就班地工
作，担任孵化任务的尽职尽责，坚守岗
位；刚刚出壳的雏鸟，毛茸茸的，睁大
眼睛好奇地看着周围，伸伸脖子，扭扭
身子，活动活动筋骨，最多也就是在巢
里蹒跚几步；羽翼未丰的小白鹭则在
小洲边缘走来走去，步子还不够稳健，
时而做觅食状，或许是练习捕食的技
巧吧。

几个时辰后，陆续有白鹭飞回小
洲。我猜测，一是来换班，让孵化的白
鹭外出觅食；二是给雏鸟喂食。小洲热
闹起来，白鹭们交头接耳，交流觅食的
感受和外边的见闻。也有吃饱了没事
干的，贴着水面飞，宛若白色的蝴蝶在

表演舞蹈，又若地效飞行器掠水而过
炫耀高超本领。有两只最引人注目：成
年白鹭站在洲边一个树根上做示范教
学，旁边未成年的谦卑地立在一旁，仔
细观察，那神态真像课堂上小学生在
聚精会神听课呢。

最热闹的要数夕阳西下，群鸟归
巢，从四面八方涌来，极其壮观。满满
的收获，谁不愉悦呢？况且一家又团
聚，享受天伦之乐，还有比这更幸福的
吗？有好热闹的，和隔壁攀谈起来；有
好表现的，秀起了飞行特技，引得阵阵
叫好；有爱串门的，从这棵树飞到那
棵，旋即又飞到另一棵上。夜幕收紧腰
身，白鹭洲和岸边村庄一样安静下来。
虫声唧唧，蛙声如鼓，也丝毫不影响白
鹭们酣然入睡。

摄影爱好者并没有登陆小洲，只
是用长镜头和小飞机在岸边拍摄，尽
量少打扰白鹭。而白鹭也心领神会，积
极配合，秀出看家本事。我也不去打扰
白鹭宁静生活了，遂打消去实地观赏
的念头，有这些唯美的图片静静品味，
足矣。

“雨过白鹭洲……”我欣赏并沉
醉在《倾国倾城》这首歌曲之中，不知
道雨中的白鹭洲又是怎样的景象？

白 鹭 洲
□高岳山

爱花之心，由来已久。每有遇见高
高低低的繁花缀枝，开到极致的绚烂，
错落着，散乱而不失韵致，素心微漾，
泛着欢喜的小涟漪。每去一处，最先绊
住目光的，必是葳蕤的花花草草。与蔷
薇，便是这般不期而遇。

去朋友的新家，走马观花地赏过
后，径直奔向楼顶的露天阳台。方寸天
地，布置得很是别致精巧。开垦出的半
小块菜地里，辣椒、番茄冉冉生长，恰
似少年时。墙角一丛丛、一簇簇的绿色
植物披披挂挂，婀娜的藤蔓顺壁垂下。
向南的整面雕花围栏上，铺满绿色的
藤蔓枝条，绿叶子紧挨着，拥挤着，茂
盛得不留彼此间一丝丝空隙，喘不过
气来的亲密。似乎所有的春光都是她
们的。好奇地问其名姓，朋友漫不经心
地答道，是蔷薇啊。哦，曾经诗文里一

而再相遇的蔷薇，恋上尘世的欢，与我
偶遇。缘来，如此妙不可言。“不摇香
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瓣
轻柔，无风自舞的柔美，而眼前的蔷薇
收起娇媚的性情，独占半壁江山，浓荫
如盖，陡添豪情几许。

回到家，将朋友剪下的几根蔷薇
枝，小心翼翼地插植于墙根下。期待
着来年，葳蕤的春色扑啦啦地胀满小
院。想必蔷薇是懂我心思的，也就三
两年光景吧，庭院的南面围栏上爬满
了蔷薇。大片大片地疯长，细长的枝
干左右奔突，悬于栏外。月光下的蔷
薇最为温婉，叶影参差，花影迷离，满
眼的绿，满心的香。蔷薇蔷薇，用满腹
的芬芳给沧桑的中年筑起一道诗意
的心墙，将红尘纷扰挡隔在墙外，正
应了白居易的那句诗：“始知真隐者，

不必在山林。”在小小的庭院里，在葱
郁的蔷薇前，我是自己江湖一隐者，
清静，沉寂。和庭院里的植物一样，简
单而纯粹地过活。

想起从前，那时的心境像梅雨的
天，湿漉漉的伤感。蔷薇即便怒放到浓
情处，也黯然，惆怅地失恋一般。落红
成阵，更惹愁绪满怀：人间多少事，都
逃不过凋零的命运吧。光阴荏苒，四时
有序，任凭庭院里花开盛宴日日相见；
任凭曾经那些绽放在文字路上的花
儿，一一在小院里落户安家；任凭夜来
风雨声，闻讯而开的花儿，白如雪，黄
如缎，红似火，妖娆聘婷，娇艳欲滴。生
活的底色却是如何也调不出明丽的色
彩来，浮动的暗香里，想逃离的心卧在
花丛中任性地醉上一场场，欲归，忘却
来时路。

年年春色，花事也年年，花草像
体贴的知己，默然无语守候在身边。
看荣枯有时，禅意渐参透，因而，当遥
望多年的城市画卷般缓缓铺展开来，
当葱茏的蔷薇以绮丽的景观姿态，姹
紫嫣红开遍在街道中央，我一下子掉
进旖旎的春光里，心境柔软妥帖的纯
棉一般。一直觉得蔷薇如闺秀人家，
深藏庭院之间，顾影自怜娇羞的温
柔。怎料到，异乡的蔷薇如雪如火，热
烈奔放，一地锦缎，一城幽香。

走出公园，候车不来，在园外护
栏边歇脚。暗香缕缕沁人肺腑，才惊
讶地发现，撑起头顶绿荫的，是爬满
护栏的蔷薇，密密匝匝的枝桠间镶嵌
着数不清的花朵，白的，粉的，小巧玲
珑，惹人怜爱。

席慕容说，记忆是无花的蔷薇，
永远不会败落。花开烂漫的蔷薇将是
什么呢？轻轻摘取一朵白色的蔷薇
花，拂去花瓣上的浮尘，掌心里反复
摩挲。且以一瓣蔷薇为笺，清风作笔，
月色带路，将盈盈花香寄予踮脚离去
的青春。

蔷 薇 笺
□一 心

文 学 副 刊

□臧玉华

□万 青

□沈宏胜

无梅雨，不江南。
初夏几场温差突变之后，长江以

南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节。
从“入梅”到“出梅”，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雨水淅淅沥沥，连绵不绝。正
是“一月两场雨，每场十五天。”丰沛的
雨水，为遍布江南的川河湖泊带来了生
命的活力，也成就了千百年来江南小镇
的奇妙风骨。人们傍水聚居，处处小桥
流水人家；碧瓦炊烟，餐餐鱼米飞香。晨
起推窗，淡淡的水雾如轻烟笼罩；夜来
闭户，轻轻的音乐是雨打芭蕉。

雨初来时，天空郁郁苍苍，清风拂
面，水汽渐浓，雨水如粉尘一般，在踏

春的人儿面前轻轻飞舞，伸手抓不住，
却在手心泛着凉意。撑起伞来，却好像
又多此一举，水粉依旧横着直着飘进
来，悄悄地打湿你的发梢，慢慢地把你
裹挟在当中，避无可避。正是晏几道词
中“梅雨细，晓风微，倚楼人听欲沾
衣。”

渐渐地雨大了起来，连成无数的
细线随着微风飘摇下落。打在湿湿的
地面上，跳跃着绽开一朵朵小花，让人
心旷神怡；飘落到新绿的枝头，让那叶
子更加饱满油亮；滴入平静的水面，打
起一个又一个小小涟漪，近推远送，无
休无止。

雨，也是用来听的。
更何况这江南的雨，似乎没有

尽头。且随我淡了世间红尘，沉了人
马喧嚣，煮一壶好茶，隔着雕花窗
棂，用心去聆听。长坐之中，思绪便
如时空守望者，静谧无声，安定如
画。脑海中，没有了过去，没有了现
在，也没有未来。

听那雨打芭蕉，莺莺细语，如泣
如诉；听那雨打碧波，如珍珠入盘，
清脆跳响；听那雨打莲荷，如素手击
鼓，撩人心弦；听那雨打窗棂，如夏
虫轻语，入木无声；听那雨打青瓦，
如倾豆入碗，细密绵长。

这心雨霏霏，让多少人思绪沉浸于
斯，无法自拔，为世间万物笼上一层淡
淡的诗意。

当你闲愁的时候，且看贺铸的《青
玉案》———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当你动心的时
候，不妨读一读戴望舒的《雨巷》，那打着
油纸伞的丁香花一样的姑娘，就在不远处
微笑。当《约客》不至的时候，可学赵师秀
灯下闲敲棋子———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
池塘处处蛙。当送别友人时，可知白居易
《浪淘沙》中远望雨中好友独行———青草
湖中万里程，黄梅雨里一人行。

坐听梅雨，时光流转，沧海桑田，物
是人非。

千百年来文人骚客的吟诵升华，让
梅雨已不再只是雨水，江南也不再只是
长江以南，它们被赋予浓厚的浪漫与愁
思。

正是这一季梅雨，书写了整个诗意
江南。

梅雨听江南
□邹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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