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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大多数中国当代乡村集镇一样，位

于泸州江阳区东南部的分水岭镇，是

个看起来人气并不旺的地方。据说它曾是川、黔、

云三省间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可我到达

时，看到的是一条长长曲折的老街两边，店铺要

么店门紧闭，要么懒洋洋开着。街上既看不见人

问价，也少有人走动。只有几家饮食店，门口的炉

子冒着热气，炉子上的大锅里都煮着大块的豆

腐。正是中午时分，店里三两人吃着，也不太说

话。

这个集镇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植物长势

凶猛。街道两边常常是巨型樟树，枝叶丰饶如巨

大伞盖，树干要八九人才能合围，以为是长了五

六百年才有的规模，一问才只有一二百年的树

龄。从集镇往四周望去，青山环抱，色如新漆，似

乎生命的喧响无所不在，再悲伤暗淡的灵魂都会

如沐春风。

然而当地朋友领着我们转入了一个逼仄的

巷子，走进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子，我们看

到了与在老街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许多人在忙碌。他们有的在用机器把木头裁

成棍条状，有的忙于在木棍上凿细小的洞，有的

在木棍上装上木条，形成伞骨，有的在伞骨上缠

上丝线……我不能详尽他们的工作，因为我的目

光所及，他们工序复杂，分工精密，指间的动作细

微谨慎，有着与机器生产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和耐

心。

他们都是一些中年男女，与我在老街所见的

本地人有着一样的朴素穿着。他们也与老街上的

本地人一样无声，可他们有着老街上的人们的慵

懒闲散不一样的专注、静穆。他们的表情是深远

的，好像他们的心里装着一个遥远的远方。那个

远方，叫做传统。

——那是一种叫做油纸伞的古老制作传统。

你该知道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边远小镇

分水岭镇，是中国汉文化符号之一油纸伞的故

乡。

那个面积巨大的百年老宅，就是世人瞩目的

泸州油纸伞的制作工厂。

2 伞是寻常之物，可做伞却是个原料和

技术要求十分高的活计：要能撑数千

次不损坏，油纸被雨水反复浸泡能不脱骨，伞顶

在暴风中行走能不变形。从选原材料到成伞，要

10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技术、严格

的质量标准。

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分水岭镇是个天然

适合做油纸伞的所在。那里海拔植被丰茂，到处

是适合做伞托的通木，深山里的老楠竹韧性大，

弹力强，非常适合做抗大风不变形的伞骨。竹木

又是做油纸伞的纸最好的材料。桐油呢，印刷精

美图案的石墨呢，都可以在山上取材。

早在明末清初，分水岭镇的人们意识到自己

的资源优势，开始研究油纸伞的制作技术。几乎

是同时，泸州人开始生产日后最让泸州名闻遐迩

的泸州老窖。

分水镇人上山挑选最好的木头和老楠竹。分

水镇人在经过防腐处理的木头和竹子上钻孔、拼

架、穿线，精心布置用于抵挡雨水的各种小小的

机关。分水镇人在纸上画上最好看的图画——在

这张圆形的、与天空对话的纸上，分水岭镇人展

开自己的想象，画上脸谱、山水、花鸟，画上对生

活的赞美与祝福，并给纸涂上最好的桐油……

天然的资源优势，和分水镇人的勤奋刻苦，

也许还包括分水镇有十分好的地理优势——处

于云贵川交界，是三省物质集散地，分水岭的油

纸伞迅速游走四方，盛开在中国雨水横行的天空

下。

无法再现400年前泸州分水岭镇家家生产

油纸伞的盛况。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组数据可

以窥见一斑：上世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初期，

靠近泸州小市码头的珠子街是当时泸州的“油纸

伞一条街”。极盛时期，泸州境内共有大小油纸伞

生产厂家100多家，从业人员上万人，年产纸伞

2000万把。无疑，属于泸州最先制作油纸伞的分

水岭镇是其中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分水岭镇人用自己的聪

明才智，把满山的草木做成了美的产业，让全世

界都知道了，这个原本处于三省边缘地带的泸州

管辖下的蕞尔小镇。

3 可以说，泸州，是油纸伞天然的T型舞

台。被长江和沱江滋养的泸州，植被丰

茂，万木葱茏。我去的时候正是9月，在泸州坐车

沿途所见，田野、山林、街头、巷尾，到处是水润润

油汪汪的绿色，天地间似乎一片枯叶也没有。

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与云贵高原的过渡

地带，是个地势空间上高低落差不小的地方。无

论山区城镇，地面俯仰峭拔转弯抹角变化无穷。

我所下榻的酒店为江阳区南苑酒店，滚烫的长江

就在不远处，却如谷底之豹，与酒店的地势有百

米的落差，需低头才见。从长江到酒店，中间好几

条道路蜿蜒曲折，车流人流辗转攀升，有着平原

地带难得一见的崎岖。

如此的地形地貌，加上一把油纸伞，泸州就

风情万种了，就如诗如画了。想象着雨水横行的

日子，有人撑着油纸伞从低处缓缓走上高处，仿

佛是一朵彩云徐徐出岫。那驾着彩云的人，肯定

就如妙曼的仙子，她的面孔在伞下隐没，她撑伞

的手涂着蔻丹。或者，远远地看着一个人撑着油

纸伞，从高处徐徐走下低处，山坡横斜，四周皆

绿，彩色的伞与绿色的环境，撑伞的人与山坡，构

成了色彩和几何意义上的视觉之美。街头的拐弯

处，古老的巷子尽头，陡然出现一把色彩饱满、雨

水在上面唱着圆舞曲的油纸伞，连天空都会为之

迷醉。

没有油纸伞，长江边的泸州就只是一座酒

城。的确，泸州老窖的名声太大了。走进泸州，到

处是以泸州老窖为主角的店铺和广告，到处是饮

酒的雕塑。那些塑像里叫不出名字的饮者，或侧

卧或斜立，手里举着向天的酒盏。一旁的长江和

沱江，感觉也步履趔趄，醉态百出。

是油纸伞改变了泸州的气质。她告诉世人，泸

州除了散发着白酒的迷香，还有油纸伞的风情。油

纸伞让泸州在拥有了酒的洒脱阳刚之后，透着古

典的阴性之美，充满了女性的柔情与蜜意。

4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泸州的油纸伞

业开始冷寂了起来。

机器生产使油纸伞失去了实用的那部分市

场。可是油纸伞还有另一部分坚韧的存在，油纸

伞还是文明的使者，是千年汉文化的重要部件。

试想，如果没有了油纸伞，旗袍会不会觉得孤独？

那些淌着雨的江南小巷子，会不会过于空旷？《白

蛇传》里许仙与白蛇娘子西湖断桥边的爱情，怎

么开始？戴望舒的经典诗歌《雨巷》，会不会变得

平庸？那个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会不会显得不完

整？

在汉语的中国，油纸伞含义丰富。它意味着

生殖。客家方言中，“油纸”与“有子”同音。从字形

来看。繁体的伞里有五个人字。故过去女性婚嫁，

女方通常会以两把油纸伞作为陪嫁，以祝福新婚

夫妇早生贵子。它意味着平安。它是进京赶考的

书生或走马上任的官员的护身符，在中国古代，

赶考的书生与上任的官员的包袱里除了衣物与

书籍，一定会带一把红油纸伞，即“包袱伞”，又称

“保福伞”，以求仕途平安、独占鳌头。即使今天，

很多地方依然有亲朋、家长、同学给高考的学子

送一把油纸伞，预祝成功。它意味着圆满。在许多

地方的习俗里，油纸伞所用桐油有着驱鬼、辟邪、

纳吉的功效。所以，家家要用伞来保风水，驱邪

气……

分水镇人重新审视了油纸伞的文化意义。分

水岭镇从事油纸伞制作的人从手艺人变成了文

化人——他们的油纸伞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穿行在那座

充当为油纸伞制作工厂的百年老宅之中，我立即

成了有福之人。我看到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静

穆和良善——那是被传统浸润日久的静穆和良

善。我看到我得到了无数的祝福：那油纸伞上面

的牡丹、龙凤、花鸟、山水，都在祝福我幸福平安

健康美满。

■■纪纪 念念

《三月》杂志编辑黎筠在一次电话里说起她的老

师马长风曾与我有过联系，我一时想不起这个陌生名

字是谁，直到听说“叶县烟草公司”我才猛然想起那里

曾有一位诗人与我有过多次通信。黎筠说：“就是他！

就是我的老师马长风！”我把故人忘了，真是惭愧惭

愧，连连向黎筠道歉。

时光荏苒，那是20多年前，我曾将在纪念胡风诞

生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在广州《随笔》杂志1993

年第2期刊出。我说到胡风这个名字在过去曾经是一

个很“特殊的符号，类似恶魔撒旦的同义词，谁若与胡

风沾了边谁就倒霉……”我举例北大学生刘奇弟因为

从法制的角度为胡风喊冤成了右派受难而死，文学界

凡要整肃一个作家，如批判秦兆阳、邵荃麟等就说他

们的思想与胡风一样。河南叶县马长风先生看到此文

后写信给我，说他就是因为在1950年跟随文联同事一

起拜访过到徐州参加文学活动的胡风，被打成河南省

惟一的胡风分子继而又成了右派分子，招来20多年的

苦难经历。

马长风先生生于1923年，20岁起就一直在报刊

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并发表诗文；他喜爱艾青的诗，服

膺胡风的文艺思想，一心想“能沿着为劳苦大众而写

作的方向前进”。他是当时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作家，

与河南知名老作家、诗人徐玉诺、苏金伞、王亚平等都

有交往。我看到这样一位文学前辈的故事非常同情，

就复信告诉他：宁夏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书《我

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他的遭遇与此

书中所述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我还建议他把自

己的故事写下来作为历史的一页，为后人留下经验教

训，是很有意义的。

由此，我们之间在那几年里，陆续有过几次通讯，

却一直缘悭一面。但从他信中，感受到他是位非常真

诚热情的诗人，给我写信只是寻求友谊。他对我提供

的信息和建议很重视，马上就多次写信给出版社才得

以邮购了《我与胡风》一书，不仅自己读了，还借给好

几位文友传看。他对写自己的经历一事很慎重，说：他

要“细读一遍《我与胡风》，再温习一遍《胡风集团冤案

始末》（李辉著），我再去写《只因为见过一次胡风》，一

定会写得好一点。想到这里，我就非常高兴，想写的劲

头就来了。这是为了对历史负责嘛！有些人的遭遇，一

定比我更惨！”

我不想在这里叙述长风先生在那20多年的不幸

遭遇，只说两个小细节足以证明他即使沦落成囚犯、

最低微的贱民，也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乐观。

1958年，他被判15年重刑，在经过11年残酷的劳改

后，带着4年多未满的刑期被遣回原籍交给群众专政：

看到家门却不能回家住宿；罚他在生产队里除了吃一

口饭全部是义务工，主要是为全队各户起圈挑送大

粪，以及随时派发的累活脏活。刑期满后仍还继续。10

多年里，虽然天天与屎尿打交道，他却把这个脏活做

成清洁的活，每天收工后不仅身上不沾一点，连两个

粪桶都洗得干干净净。他在诗中描述：“我走在大街上/

好像是什么皇帝要出巡/……把空荡荡的一条街/完全

让给我一个人/这是多么可笑，而又多么有趣/我大摇

大摆地走着……”因为人群既怕闻臊臭，还因他是村

里最大的一个“分子”，都会远远躲着他。他自己心底

坦荡荡，自尊自强，自知清白而无任何罪感。

1980年，长风先生58岁，两鬓斑白之时等来了冤

案的彻底平反昭雪，从此过上人的正常生活。但办事

的人只从政治上考虑，把他安排到本县的烟草公司工

会工作，后又被推举为县政协常委，却没有想到他原

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作家。他自己只是每天温习背诵

《离骚》，深夜不辍，读得有滋有味，又一次被其中的爱

国热忱所感动，更燃起了热爱生命的激情。他重新拾

起被剥夺数十年的笔歌唱、写作，回归成了河南活跃

的老作家。他的创作活力和成就为许多文友所惊叹。

他的诗风独特，因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度过，

所以他的诗歌几乎都是取材农家所见所闻，写柳树、

雪花，也咏叹云雀、大雁、以至驴、狗、鼠、羊，还有玉

米、红薯、花果、拾穗、刈麦……看似土得掉渣，却在散

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同时，也显现了诗人对自然现象

和农家生活观察细微、体悟较深，咏物寓意，讽喻人间

世相不失幽默，富有寓言特色，令人咀嚼玩味。譬如写

《小山羊的语言》：“它叫的短促/是要我快快打开栏栅/

它叫得清脆/是要我看牠面前的嫩草/它叫得轻微/是

要我夸它吃圆了肚子/它叫得发涩/是要我陪牠去河边

喝水/它叫得尖厉/是要我撵走跑来的恶犬/它叫得响

亮/是要我看牠精彩的撒欢/它叫得温柔/是要我把它

抱起来亲亲/它叫得含糊/是要我猜牠真正的心意”，诗

的情趣和语言几乎都是乡土本色。又如《走路的姿

势》：“——你为什么走得这样快/——因为我以往走惯

了/寒风刺骨的路/冷雨砸脸的路/——你为什么走得

这样稳/——因为以往我走惯了/又窄又斜的路/又陡

又滑的路/——怪不得……/怪不得……/——很简

单……/很简单……”

这里含有反思自己和历史的意味。甚至像《老榆

树》中写道：“你的笑/你的招手/使我想起瘦/想起浮

肿/想起青黄不接的荒春/想起你/大慈大悲/一片不

留/你的笑/你的招手/使我想起捋/想起篮子/想起城

里全家的嘱托/想起了/圆的绿片/美的享受”。这首诗

也寓托着历史的沉思，抒发了饥荒年代靠捡拾榆树叶

充饥的人们的苦涩之情。长风先生诗作甚丰，这里不

过略举数例而已。

他虽是一位知识分子，但出身农家，与农村生活

有着深入骨髓的血缘关系，是位真正的乡土诗人；唱

着这些朴实无华、明白晓畅的语言，抒写农人的悲欢

和希望，表达了对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的关切和呼唤。

可惜的是早期正当他创作臻于成熟展示才华之时过

早地折了歌唱的翅膀，直到晚年才有机会经过努力勤

奋给人们遗下了丰盛的果实：台湾出版了他的诗集

《路曼曼》，在他2004年病故后又结集出版了《长风文

选》。如果不算武断的话，我总觉得像他那样的诗人，

与现在流行的故作艰涩深奥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似

乎也是不合时宜的，但却深信正是我们需要的也是最

稀缺的。

正如老诗人苏金伞曾赞叹马长风的诗：“是诗人

对人生哲理的领悟，清新中而蕴含情趣，冲淡中而不

乏隽永。”“读长风的诗。如入幽谷，临清泉，履春野，一

股清新之气，爽人肌骨，不能不引人沈思和共鸣。”长

风先生的学生、也是《长风文选》主编黎筠说：“土地给

了他生命太多的启示，人民给了他创作的热情和动

力。他的作品贴近生活，如挂在屋檐下的一串串土产，

在时光中释放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这都是很公允肯

綮却又带着深情的感受。

因为黎筠的提醒，我想起了长风先生，还从我那

杂乱的资料堆里寻找到他在90年代给我的五封信，实

际应比这还要多几封。我也重温了他的诗文。从信中

感受到他对我的热诚的信任和真挚的友谊。我觉得辜

负了他的期待，这样的忏悔已经无补于事。但是我多

么希望他的诗歌遗作能为更多人了解、欣赏，知道当

代诗史中还有这样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优秀诗人。

怀念诗人马长风怀念诗人马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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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苏俄文学老翻译家、作家兼画家高莽先生（笔名

之一为乌兰汗）以91岁高龄离开了我们，各报刊媒体上

发了许多悼念和追思他的文章报道，遗憾没有一篇提到

他的又一重要作品，即《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

和恩格斯》。这不是一部文字著作，而是极为认真和严谨

地用油画创作的，共有57幅名为“组画”，实为重量级油

画杰作，更是文坛画苑罕见之作。其原作先在北京中山公

园中展出，接着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8年全部以彩色

精印出来，仅第一版就发行80000余册，其创作和展出

的时间肯定更早，据推算最晚应在“文革”后期及刚结束

时，也就是还在到处武斗动乱不安之时，正是“十年浩劫”

最紧张甚至恐怖的期间，他居然就在此情况下，埋头创作

这一堪称艺术经典的“马恩画传”。我一见到这部作品，就

意识到它的特殊意义。

在这部组画里，高莽将马、恩斗争经历与伟大理论思

想，以美术形式一一表现出来，具体又形象地宣示了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我已是他的画友加文友，一得知展讯

立即赶去看了，当时的兴奋和激动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

在看后第一时间就写了一篇评论，由衷地赞扬了他，虽然

没有发表，高莽却来电话一面对我表示感谢，一面说我对

他“过奖了”，好在全部展品马上彩色精印出版了。

画册出版后他很快送我一本“请指正”，我却当宝贝

似的珍藏起来，前几年重看时，马上给他打了电话，建议

他再版这部作品，这时他已年高，说是已无此精力了，我

深深为之遗憾。记得当年出此画册时，似乎还未恢复稿费

制度，他的作品虽然出版，自己可能分文未得，等于“不挣钱只赚了吆喝”，其实连

“吆喝”也没赚到，这一画册封面上居然没有作者署名，只在扉页上有8个小字，

仅仅是“乌兰汗编文高莽绘”而已。

高莽兄大我几岁，不过我很早就知道其笔名乌兰汗。全国解放初期，部队不

打仗了，大都投入文化学习，可我们文盲太多了，学习困难和障碍重重，许多老兵

打仗不怕死，可到课堂上却连连受挫，使不少人灰心丧气。就在这时许多单位传

看了一篇苏联小说，题为《永不掉队》，说的也是苏联红军学习的事，作者叫冈察

尔，译者就是乌兰汗，这篇作品对部队启发影响很大，深深地鼓舞了大家，各个部

队大小报刊都转载了，大家都在传看这篇小说，我也从此记住了乌兰汗这个名

字，以后又看到他其他不少译作，我到北京后竟有幸认识了他，我们同样既写文

章又爱画画，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并且读了他更多的作品，也看了他更多的画，又

都特爱画人物速写，二人共同语言特多。平时我们常通电话，最后一次会见是

2015年，在李莎女士的百岁诞辰庆典时，我们相遇又畅叙了一次，此后虽通电话却

未再见，不料2017年10月他竟先走了，明知这是不可违的自然规律，心中却难免

久久凄然，就又找出这本“马恩画传”，并于深夜难眠中写下此文，寄托心中的哀

思，并盼将来会有一天，都在“老祖宗”马、恩二老面前相聚，我们可以再次畅叙。

最后再补说几句心里话，高莽兄作为《世界文学》主编，其中外文学功夫早已

有口皆碑，他在绘画上其实只是一位“票友”，仅是“副业”爱好而已，可是他不仅

国画、油画都很精通，常常出手不凡，其素描、速写尤佳，他的人物写生更为传神，

连曾是专业画家的我也自愧不如，所以我将永远学习并怀念这位多才多艺更多

能的杰出老大哥！

泸州的油纸伞泸州的油纸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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