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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赤脚大夫跟我们家一样姓王，但村里人却都尊称

他为洪先生，“洪”自然是他名字里的一个字。洪先生个子

矮小却学识渊博，再加上乐善好施，十里八乡认识他的人但

凡找他办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村里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

地给他递一支烟，笑眯眯地问一声好，或者直接拉他去家里

喝一杯清茶。

但洪先生去谁家的次数都没有来我家多。一则是母亲

曾经跟着他做过两年的赤脚医生，算是师徒情谊，尽管母亲

后来改了行，不给人看病，专门接生，但作为洪先生收下的

第一个女弟子，母亲跟他的关系还是比普通人更近了一

层。二则是我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满墙的奖状，当然会

吸引爱才的洪先生前来跟父亲共商我的前途。

无疑，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爹娘都跟洪先生保持

着友好亲密的来往。过年的时候，得了奖状，考了好成绩，

一定要汇报给洪先生。那时的洪先生总是穿了挺括的中山

装，将一支好看的钢笔别在上衣的口袋里，而后像旧时的私

塾先生一样，等弟子们前来叩拜。我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才会见到洪先生的妻子，一个面容有些忧郁的家庭主妇。

我觉得也只有她能够配得上读书很多的洪先生，她的文静

与贤淑将她跟村里那些喜欢骂大街的女人们很鲜明地区分

开来。

洪先生在我父亲面前不止一次地夸过自己的妻子。父

亲每次都默默地听完，一句话不说，等到洪先生走了才对母

亲夸道：“看人家洪先生的老婆多柔顺，哪个男人娶了这样

的女人，一辈子都过得舒坦，人家一起过了大半辈子了，连

架都很少吵……”

母亲每次都拿同样的一句话堵住了父亲的嘴：“她有资

格吵架吗？一辈子生了四个闺女，没一个‘带把的’，洪先生

这么折腾败家，还不是因为没儿子，留了钱没用处吗？”

我相信全村的女人们都像母亲这样刻薄过，而洪先生

妻子脸上的忧郁也一定来自于此。于是但凡有儿子的女

人，在洪先生妻子面前都好像高了一截。这让跟洪先生一

样善良的女人见了谁都一副谦卑的模样。洪先生是没有什

么男尊女卑思想的，他极爱读文学书，尤其是《红楼梦》，因

此跟贾宝玉一样，有一颗珍惜女孩子的菩萨心肠。但这样

两个活菩萨却在这一点上始终达不成共识。最终，在洪先

生40岁那年，他的妻子因无法忍受没有给洪先生生下儿子

的压力上吊自杀。

这一事件给洪先生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造成的后

果是，他带着一个尚未出嫁的小女儿搬到了乡镇医院里。

村里的那个老宅院，自此就一年年空了下去。而洪先生与

乡下那些或许在妻子面前搬弄过是非口舌的亲戚们，也慢

慢地没有以前那样热络。过年的时候，任谁来叫，都不再

去，只象征性地去自己哥哥家里坐坐，说上半晌话，也就起

身走了。

我那时已经读了初中，学校离洪先生的医院只隔着一

条马路。于是在母亲的“教唆”和责骂下，我常常去洪先生

家里“走动走动”。但我始终是个笨嘴拙舌又没有眼色的

人，于是每次去，也就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话话家常。洪先

生像光棍一样生活简单，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除了必须

用到的锅碗瓢盆，连医院里常常发的宣传画，他都懒得贴

上一张。我不喜欢在他的宿舍一样的房间里待着，那里缺

乏女人的柔和气息，好像冬天结冰的铲子碰到冷锅冷灶的

感觉。他的小女儿在读卫校，并不时常回家，他因此连一

日三餐都省俭成了两餐，甚至在医院里忙起来，直接简化

成一餐。

那时我已开始对写作产生兴趣，而在无意中跟洪先生

提及正读的书时，他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亮光。这亮光让我

想起很多年前，在庭院里看到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洪先生。

大约，在人生中，很少有人能够跟洪先生谈文学里的事。偶

尔，他跟我正使着蛮劲编筐的父亲谈起《水浒传》和《红楼

梦》，曾经是文学青年的父亲，也只是迫于他对我学业的那

点“用处”而应付他几句而已。洪先生在村子里转来转去，

找他操心的不外乎都是钱的事，也没有人关心失去了妻子

的他精神上会有怎样的苦闷。

于是，他忽然间发现我将会成为一个可以培养的写作

苗子时，洪先生忍不住欣喜地告诉我的父母，言谈里自然是

将我夸耀一番。但父母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只需我学习

好，可以考上大学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爱好与兴趣他们

不关心。于是，每次去我家，可以让洪先生觉得有话可聊

的人又增加了一个我。他总是让我拿作文给他看，我其实

并不乐意，好像那是自己的隐私。但大多数时候，我倒是

愿意跟洪先生聊聊自己喜欢的书，我也因此从他扩充的故

事里，获得更多的阅读快乐。只是，我没有注意到，当我与

洪先生聊得开怀大笑的时候，外人的风言风语正刮过来。

我很快学会了跟洪先生保持距离，尽管，为了钱的缘

故，母亲像村里任何一个女人所做的那样，在他的面前说

很多的好话，但一转身，她便拿了他送我的压岁钱去听别

的女人对一个老鳏夫的刻薄。人前奉承人后嘲讽是人最

擅长的事。我在这股汹涌的暗流中小心翼翼地行走，不碰

触任何危险的人。那时，我已读了高中，和洪先生有了更

多的共同话题，但我却自觉地离他愈发地远。我们全家搬

迁到了县城，洪先生也在退休后被县城里某个诊所聘请为

大夫，在诊所附近租房居住。他依然过着简单的生活，住

在有小院子的平房里，他的女儿们全都出嫁了。在洪先生

嘴里最孝顺的小女儿，说完等洪先生老了就养他的话，没

过几年也将他丢弃在租来的院子里，任其自生自灭，只有

年节的时候才过来看上一眼，讨要一些压岁钱，就热闹地

离开了。那些村里的亲戚们，也依然是需要用他的时候才

热情洋溢地接他回村里居住，好心侍奉着他，就像供奉一个

财神爷。

洪先生和我们家常走动的事情，母亲怕遭人嫉妒，从不

对村里任何人提及，她也不许我和弟弟说，好像洪先生在我

们家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亲戚。有时出于心理平衡，母亲会

去给洪先生打扫下卫生，或者买些棉花，做一床新被；也有

时候，邀他到家里来吃饭。洪先生从来不会空手来，总是提

很多的东西。全家人都心安理得地吃着洪先生请的好饭，

除了我。尽管，我知道洪先生是因为欣赏我这样一个“可造

之材”才每次兴冲冲地过来，并希望我能跟他聊一些看过的

书。可是，他越是这样热情和讨好，我便越是冷淡，好像我

完全不关心他在金钱和精神上的付出。尤其当父母在我们

面前，听我和洪先生聊天的时候，我更是表现出完全忽略了

洪先生存在的冷漠。

只有我一个人背着父母去洪先生小院里，跟他坐上一

两个时辰，喝一壶淡茶，聊聊生活，谈谈文字的时候，我才

觉得自己的内心是自由的，无需看父母的眼色，或者无端

地被他们打断，训斥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到底哪些话是该

说的，哪些又是不该说的呢？我没有太清晰的界限，界限

是父母划定的，我只能毫无条件地接受他们从功利角度出

发的一切裁决。但是，当满院子的阳光晒得人心暖洋洋

的，墙根下的丝瓜不断地向上攀援，一直到那细细的丝线

一样新生的茎在蓝天下轻微地颤动，所有被父母训斥的那

些点滴都似乎消失掉了。我和洪先生像忘年交一样开心

地大笑，畅通无阻地交流。我给他讲学校里的趣事，他则

将朱红色的中药柜里那些有好听名字的草药的习性一一

传授给我。那一刻，我和洪先生隔着38年的时光却息息

相通。

但这样的时光并不太多。我始终怕洪先生某一天忽然

在父母面前提及这些美好的片段，因此招来母亲的呵斥，并

阻止我跟洪先生继续来往。所以在短暂的热情后，像一壶

冷却的热水，我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淡。像父母和其他村人

一样，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地分裂地活着。甚至，有时候看洪

先生提了下酒的好菜肴走进我家时，我假装没看见，继续看

自己的书，是洪先生讪讪地坐上一会，说几句不咸不淡的

话，又起身离去了，我才难过地看一眼桌子上那袋孤独的酒

肴，我知道我和村里的女人们一样，是残忍的。

后来我离家读书、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不

会向母亲打听洪先生的生活，我知道母亲也不会对我说任

何事，甚至她还会训斥我：“问他做什么？！”这个没有攒下一

分钱、也没有买到一栋房子的衰颓苍老的男人在周围人的

眼里，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价值。就连说要给他养老的女儿

也因自己的公婆，无法将他接到身边。因为小脑萎缩而很

快行动不便的洪先生住进了县城的养老院——那是在乡下

人眼里，被人耻笑的无儿无女的可怜光棍们才会不得不选

择的地方。

将工资交给养老院作为养老费用的洪先生自此再也不

曾被人提起。有时路过养老院，我总会低着头快速地走过，

似乎，那一群聚在门口下棋打牌闲聊的老人里，会有那么一

个，忽然间站起来，向我走过来，并拦住我说：“你忘了很多

年以前，我曾在你去西安参加一个笔会的时候，支援过你

200块钱了吗？”

是的，我怕。或许，每一个躲着洪先生远走的村民都怕

他这样伸出干枯的手，讨要曾经慷慨的付出，尽管洪先生或

许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些馈赠。所有人怕的，不过是内心里

那个欠下过洪先生很多人情的自己。

洪先生是个好人，好人却终没有美好的结局。在我30

岁那年他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陪在

他的身边。

他是安静地上路的。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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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雪原上缓慢挪

动脚步，靠的是雪原与冰河给

我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文

化自信，它根植于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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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寂，觉得孤独冷清，还裹挟

着令人窒息的恐慌。像儿时赶集时慌

乱中脱离了母亲的手，披着满身的恐惧

与对陌生世界的茫然，如一条终究无法

挣脱的入网之鱼，无力地挣扎在密如织

布的人群里。伸出的手悬在空中，试图

抓住那只布满厚茧却依旧温暖的手，我

已经发出了自己近乎绝望的哭号，一只

手——刚触碰我便知那是母亲的

手——适时出现，拯救了我。

行走在王村（芙蓉镇）纵横交错的

青石小巷，两旁高矮不一的老式木房，

泛出独有韵味的黑。整齐摆放的各式

手工艺品，没有一丝焦虑，就这样安静

地待在原本属于它的领地，没有吆喝

声，那般冷清，似有“养在深闺无人识”

的孤寂。

可就在那不经意的一瞥中，沿河而

筑的青石台阶上，一赤脚男子轻挽裤腿

提着从河边打来的水拾级而上，与他擦

肩而过的七旬老人迈着步子，哼着小

曲轻松而下。石级上面是小巷，小巷

深处一幢年代久远的二层木楼上，一

身蓝布衣裳的老奶奶站在木栏上擦拭

雕花木窗上的灰尘，满头银丝在日光

下发出珍珠般的光泽，一只年代久远

的银簪将它们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

小街既静又幽，老人像抚摸相伴她

经风历雨的亲人，眼里那缕被岁月侵蚀

却依然清澈的神色让我心底一暖，疲倦

消融在她投在我身上的不经意的一瞥

中。

如同穿梭在古镇的瀑布扬起她碎

玉般的水珠抚触我脸颊时的感动，伴着

丝丝凉意，时光带我穿越到20世纪70

年代，我看见一个女人，一个每天清早

起来，默默打扫芙蓉镇青石板街的女

人。她不光是在扫街，她是在辨认，辨

认着青石板上的脚印，她男人的脚

印……此刻，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四处

异常安静，可她的内心却不时响起一

阵奔跑声，那是她心爱男人回家的脚

步声。是的，胡玉音的故事已经刻入

人们的心中，如同刻在小巷青石板路

上凹陷的车辙。

行走在王村，我经过了土司王行

宫、风雨桥；看见了挂满南瓜的悬梁、沿

崖而建的吊脚楼、背背篓的妇人、位处

行宫一侧似银带悬帘的瀑布、轻烟缥

缈、渔舟荡漾的酋水河；听到了风雨桥

上令人回味的击鼓唱曲声、女孩们似山

泉般清甜的歌声和娇羞的笑声、已经久

远依然回荡的木匠们雕窗凿木的声响、

穿梭在镇上的瀑布发出的欢快的奔腾

声，以及马蹄叩响青石的声音。

“岩中响自答，溪里言弥静。”我

听到了许多不曾听到的声音，类似于

昨夜行走在天门山下、澧水河畔。这

里白日淹没在人嚷车喧里，此刻它将

它的欢乐——独处的欢乐——呈现在

我的脚下，这时的清脆如同黑夜星空

那般纯粹。

夜真的深了，抬头便可以看见天门

山上闪耀的星火。脚边有蛐蛐的夜鸣

声，青蛙的唱曲从禾田深处传来，还有

一些不知名的动物发出的欢快的声响，

而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在城市，耳边时常充斥声响，我却

常有内心“孤寂”的恐慌。

而此时的我是充盈的，在远离喧嚣

的世界里听到各种声响，却又安然于无

一处声响的静谧。

静而不寂静而不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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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 40年前的一个冬天，可能是寒假的第一天，一个少年

把自己丢进苍茫的大平原。他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沿着一条结

冰的河往东南走。这条冰河连接着远方的山峦，山下是少年的

乐园。

这个独自在原野中旅行的少年就是我。

我在原野上缓慢前行。入冬后几场大规模的降雪给大地披

上新装，平原变雪原，山峦变雪山。这片雪原可能是从天而降，

中间零零星星藏着一座又一座村落，无一例外都是星辰的名

字。我从“太阳”出发，一个小时后才到达“月亮”。因为我脱离

冰河上岸，在“日月”耽搁了将近半小时。我干什么去了呢？我

拜访了我的同桌。她是一个女生，名字叫马玉杰。听听这个名

字多普通，可是我当时认为那是一个美的符号。她的奶奶是当

地有名的萨满，曾经从“日月”来“太阳”治好了我表哥的怪病，这

让我对她全家都充满了神秘感和好感。我和马玉杰的对话不记

得了，我只记得一个细节——把一张紫色的五角钞票送给她。

她问我为什么要送钱。我说本来要给她买个礼物送给她，没买

到满意的，就直接送钱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我把送她的

礼物“变现”了。马玉杰不停追问我送钱的理由，否则就不接受

这份馈赠。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理由，便说：“反正这笔巨款是你

的了，你也不要过意不去，每天对我笑笑就行了。”你们看，我小

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走过“月亮”时，我还想着“日月”女生。这样牵牵绊绊地走

着，转眼便把“五星”丢在了身后。这时，雪原铺到了山峦下面。

冰河也在这里弯曲不前，冰河的源头好像到了。我“嗖”地飞进

山下的小镇。我的星际旅行结束了，终点就是我姥姥家。

小镇在冰河的上游，山峦的脚下。小镇是我童年的精神

宝库。

马玉杰的奶奶当年也曾经莅临过姥姥家隔壁的院子。我

挤在人群后面什么也看不见，可是腰铃发出的零碎响声弄得

我魂飞魄散，连续几天都迷迷瞪瞪的。就算现在说到这个话

题，我还是被那种神秘的宗教气息笼罩。萨满，一个古老的宗

教，一度长期盛行于北方原野，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价值

观。人们笃信心灵感应、万物有灵，连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柳树

都被人们视为“神树”加以供奉。狐狸和黄鼠狼也被人敬畏，

以精神庇护者的身份招摇过市无人敢管。漫长的冬季，雪原

上的人们祈福于它们，期冀来年雪化春来、一切顺意。我就在

这样的氛围里长大，并逐渐建立起对世界对万物的看法。所

以在我的小说里常有幻想成分。这不是学来的，与蒲松龄没

有关系，与马尔克斯也没有关系。

9岁那年，一个坏消息从冰河上游的小镇传来——我 25岁

的大舅死于肾小球肾炎。这个坏消息让我和母亲悲伤多年。

母亲那时候在一所中学任教，有一天我看见她拎着教案在教

室外面的一个角落流泪，擦干眼泪后再走进教室朗读诗文。

她的声音清亮悦耳，当她读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时，我也哭了。那段时间，我时常怪罪马玉杰的奶

奶——我舅舅病倒时你在哪里？你都做过些什么呢？你不是

包治百病吗？从那年开始，我的美学世界里多了死亡和哀伤，

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基调。

故事讲完了。它们好像不是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记忆的

碎片，是雪原上面残留的文化碎片。

太阳、月亮、日月、五星……从星际坠落在雪原。雪原上面

还有一个渺小的我。我不是一般的我，我是来自星星的我。除

了散落的星辰，还有一条银白的冰河在雪原流淌。冰河起于长

白山的一道余脉，止于远方的地平线。跟随冰河流淌的还有少

年的脚步，还有生与死的悲怆、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息。

生活在别处，文化在远方。我偏居东北，多年来在雪原上缓

慢挪动脚步，靠的是雪原与冰河给我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文

化自信，它根植于一片土地，根植于一个独特的文化。上个月，

大批候鸟从遥远的南方——福建、江苏回到东北故乡，其中也有

从湖南回来的大雁。它们如何导航回到遥远的东北故乡，至今

还没有一个科学定论。我认为引导它们回归的是乡愁。它们撤

离时一定见识过东北秋天的绚烂，这些风景便成为乡愁。留下

越冬的鸟则沿着弯曲的冰河在雪原上空飞来飞去。它们的食物

就埋在雪地下面。它们的飞行并不完全是为了食物，而是因为

风景。这片大地上的冬日胜景足以令它们乐此不疲。如果它们

继续飞下去，向东是大片的森林，向北则是无边的沙地和草原。

这些足以慰藉雪原寒冬中的饥饿与寂寞了。

我是一只固执的留鸟，饥饿忍受了，寒冷忍受了。只因为留

在这里才有力量。我坚守的这块土地不在世界的中心，然而没

有这块土地世界不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