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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冷心热的文坛赤子
——追思汤吉夫 □航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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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上午，桥桥打来电话说：“医生说我爸

爸熬不过今天夜里了，您来见最后一面吧……”

我听了心里一惊，老汤虽有冠心病、房颤等慢性

病，前些天还和我电话聊天呢，思维一如往常清楚，言

语一如往常幽默，怎么一下子就……桥桥说他要去接

从青岛赶来的亲属们，我们约好下午3点在医院见

面。不料，中午他又打来电话：“阿姨您别来了，10分

钟之前我爸爸走了……”

我拿着电话听筒呆坐良久，总觉着老汤家的电话

那一头儿还能听到他那一贯的揶揄嘲笑……屈指算

来我们相识快40年了，记得初次见面是住在北京某

宾馆开会时我去河北省作家团串门，熟人一一给我介

绍河北作家及其作品。只见一位头发乌黑的大个子

神气十足地自报家门：“汤吉夫！”听那口气在河北不

知道汤吉夫就跟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似的。不知为

何我竟然指着他的脑袋问：“你这头发是真的吗？”他

好笑地反问：“不是真的难道是猪鬃、羊毛？！”我忍住

笑解释：“我想问是不是染了头发？”他得意地声明：

“既不是假发，也没染，爹娘给的！”

后来他在《汤吉夫中篇小说选》封面画的自画像，

就是突出了头发浓密满脸络腮胡茬儿的特点。没听

说过他会画别的画，这幅自画像却线条准确惟妙惟

肖。当年那喜剧式的开场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可是

他已经用生命的线条简练地勾勒出自画像便匆匆地

走了！

评论家眼中的汤吉夫

《天津文学》执行主编张映勤说得好：“汤先生是

一位纯粹的作家。”

纯粹，不仅仅指汤吉夫作品文学性很强，我们这

些过来人听了还会别有一番滋味。除了1984—1988

年他当过短暂校长之外，他只是个教书先生，教学之

余先爬格子后敲键盘，既非“官样的文人”也非“商样

的文人”，就是个纯粹的文人，单靠一支生花之笔从事

写作以及教书育人。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过一桩功德无量

的事，编撰出版了《天津文学史》。资深评论家张春生

受邀写了近两万字的论文《“笔冷心热”的教授作

家——汤吉夫论》，对汤先生的作品予以系统评介，并

对他的文学之根做了追溯。

1937年他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父辈在闯关东之

后把家安在青岛。他的中小学时代是在那座绮丽的

海滨城市度过的，这也是他文学梦萌芽之地。后来他

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的“海派”文化氛围、

自成一格的近现代文学实绩及活跃的大学生活，使他

接触大量的文学名著，积淀了他的文学准备。

他从6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不料这给他

带来了灾难。“文革”时期受到多次批斗、惨遭毒打，关

进“牛棚”，他不得不搁笔了。在那场浩劫即将结束时

他调到廊坊，转年就盼来了粉碎“四人帮”。迎着改革

开放的潮汐，他“感到自己心中忽然间积满了许许多多

要讲的话，有爱有憎，也有眼泪和温热；在整个国家和

民族重新从泥淖中走出来以后”，“才真正地拿起了

笔”。

1980年8月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影响很大的

短篇小说《老涩外传》，随后发表了一系列以高校生活

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本系无牢骚》《新闻年年有》《上海

阿江》等佳作，收入《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

小说选》《遥远的祖父》等书中。他的长篇小说《朝云

暮雨》《大学纪事》也属少见的高校题材。另有杂文随

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书斋内外》也多以大学

校园为底色。他太熟悉别人很少涉猎的高校教师的

生活了，哪怕是偏安一隅，也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

道冷僻的风景。

张春生一语中的地指出“笔冷心热”是汤吉夫在

其作品里呈现的典型心态，以近乎系列的方式“写教

育界的知识分子，且多是如我一样平凡之极的小事小

人物”，这是他创作历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冷中有热，

这是他的追求，也是他创作的特色。春生以饱蘸感情

的笔墨感叹：“汤吉夫在天津文坛以其‘不热闹’而略

显孤寂地产生着影响。他扎扎实实并且不断地发展

着自己，特别是写高校生活和知识分子中的小人物，

使他在全国的小说创作里也有自己明显的一席。”

文坛上的汤吉夫

汤兄猝然辞世，冯骥才在唁电中说：“我们失去了

一位宽厚的好友，一位文学的知己，文坛失去了一位

有担当精神的赤子，他为中国小说事业做出的贡献永

不磨灭。”

文友们都知道这段评价绝非溢美之辞，大家都想

到了“中国小说学会”。早在1985年天津师范大学有

个能人辛宪锡创办了中国小说学会，热闹过一阵。辛

先生离职学会无人操持只好花落他乡了，不久即处于

休眠状态。本来天津就缺少“国字头”学术团体，无奈

难觅扛鼎力士。上世纪80年代末汤先生调至天津师

大，中文系的教授们也正年富力强，为了提高天津中

文教育的知名度，于1995年把学会总部迁回海河之

畔。王蒙、冯骥才、雷达先后出任会长，汤吉夫三任副

会长兼秘书长。这下子可把这位执著叫真儿实诚不

惜力的老兄给害了！他在授课、带研究生、写作几层

重压下又背负了一项全国性文学活动，事无巨细秘书

长都得操办妥帖。

对于文科教授夫子们来说最难的是筹措经费，汤

老兄不得不拿出当过校长的看家本领大显身手了。

后来听说小说学会计划每年组织评论家评出“小

说排行榜”，长篇5部、中篇短篇各10部，颁发重奖，

并为每一部作品配以评论文章结集出版。我着实吃

惊，这得花费多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呀！

作为老朋友我劝告汤兄：“你最好别干这种受累

不讨好的事情，搭上自己的人情面子去化缘给别人发

奖？”

老汤却满腔凛然正气：“我不在意他们对我个人

的态度。新时期文学以来小说势头这么好，就差一个

小说家与评论家对话的平台了，大学中文教学就该把

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以大学的

眼光评‘排行榜’，突出学术性而区别于商业性媒体炒

作，只要能够吸引大众多读书就好。有许多文学新星

只要助推一下就高飞啦！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情。”

这个教书匠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晓以大义，反倒显

得我不懂学术、没文化、世俗气。得，免谈，受累去吧

您哪！

不料，这老兄把山东彪子的蛮劲儿发挥得淋漓尽

致，竟然全力辅佐“学会”搞了十几年以大学为主体的

评奖活动，做到了每年都评出“小说排行榜”并颁发重

奖，还出版了10大本“作品+评论”文集！

直到廉颇老矣汤老牛实在拉不动犁了，“学会”又

花落他乡了，令人扼腕慨叹！

如今面对商业化的视听读物、网络文学的冲击，

回顾“纯文学”那道风景，我终于意识到汤先生和他的

学究夫子同仁们做出的贡献，是精英学者为了捍卫中

华民族经典文学的自觉担当。

讲台上的汤吉夫

“汤先生”是各方人士对他的“官称”，因为他从

1958年起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大学毕业后他服从

分配到河北省香河中学任教17年；1975年调至廊坊

师专（今廊坊师范学院）任教9年后升任校长；1988年

调至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直至退休一干又是20多年。

他在廊坊当校长兼作家班系主任时，曾邀我去作

家班讲课。我这才领教了他作为一校之长的威风，学

生们对他那叫崇敬！作家班的学员们都是河北文学

新星，深造之前大多有作品问世了，仍然是他的忠诚

拥趸。他到了天津师大之后也找我去讲过课，以后我

再也不去了，稍有自知之明的作家都知道，你站在讲

台上侃一两堂文学讲座还能应付，若是长年累月系统

地教授中文，肚里若无渊博丰厚的学养那是万万不能

的。

像汤先生这样的“三栖文人”并不多，学生们都爱

听他讲课。他兼做文学评论与创作，广读博览，语言

也生动鲜活，能够给学生传授理论联系写作实际的知

识。如今的大学生受外来文化影响深，再怎么刁钻古

怪的提问也问不倒他。

汤先生还有一手功夫——大量阅读作品，他说研

究当代文学就得看作品。天哪，即使不算散文、诗歌、

传记、报告文学、剧本等体裁，单是中国当代小说就多

如牛毛，而且风格迥异花样翻新良莠不齐，花多少功

夫也看不过来呀！他却说：“不看作品怎么做文学研

究？怎么给学生讲课？”

这还只是为了教学和研究，还不包括为中国小说

学会驾辕拉套呢！试想每年评出5部长篇20部中短

篇，那么海选、初评又得看多少作品呢！

关于他和学校师生们的故事我知道的不多，连他

儿子也知之甚少。桥桥沉痛地告诉我：“这些天我知

道了老爸生前许多好人好事！香河、廊坊的老同事老

学生纷纷来电话说，当年他出资帮助生活困难的同

事，把自己家的电视机送人，看见一个贫困学生没有

棉衣，他叫我妈把他的棉大衣改小了送给学生，叔叔

阿姨们说起往事都失声痛哭……”

这位文曲星归天的噩耗传出，河北省作家协会的

花圈第一个送到，那里有许多当年作家班的学员。燕

赵各地的学生们连夜赶来天津，天津师大的学生们举

办了追思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所到之处皆人

缘极好口碑极佳。孰是孰非，功过评说，公道自在人

心。

好一位为人师表的汤先生啊！

“朋友圈”里的汤吉夫

汤先生在文化界“朋友圈儿”里官称“老汤”，在朋

友们心目中他确实如大冯所言是“一位宽厚的好友”，

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校园里的尊严之师来到作家群中

却成了大家的取笑对象开心果儿。当年还有“作家

群”一说，文友们时有聚会。起初他仗着自个儿有一

副伶牙俐齿到处树敌招鹐，很快就寡不敌众了。看样

子他对自己这一被打趣儿的角色很享受，在大学里总

是被学生尊敬着，而严严肃肃一本正经并非他的本

性。喧笑神侃的作家Patty和他日常生活反差很大，

是一种调剂和放松，于是他比谁都爱说笑话。

香港回归前一年，我们一行人赴香港去采访慈善

家，住在中资机构招待所。有老板赞助接待费，为了

给大家节省点钱去购物，我们决定晚上自己开伙做

饭。大家都下厨，只有教授不但不干活还说三道四，

当然屡遭奚落。归途路过澳门，到了住处他就蔫不溜

儿地进了厨房，以前的住客留下许多没有刷洗的餐

具，他卖力地把肮脏的灶具和一大堆锅碗瓢盆碟子勺

子筷子刀叉洗刷一净。待我跟接待方商谈采访事宜

回来一看就笑了个肚子疼，因为在澳门只住两日我们

决定下馆子品尝澳门美食。这下子大家都笑喷了，封

他为“澳门雷锋”！

汤先生晚年生活很不幸，四年前老伴患脑梗抢救

过来成了植物人。他每天都要去疗养院看望老伴，期

盼有一天她能苏醒。其实医生早就断言她的脑细胞

只残留了三分之一，绝无奇迹会发生了。陷入绝望中

的老教授，从精神、身体到经济都被拖垮了，儿子工作

忙，他独自一人苦挨时光。考虑到他动作不灵便，逢

年过节我便送去一些鱼肉之类塞进冰箱。

有一天刘悦来电话说：“妈妈，汤大大打电话叫我

立刻去一趟，不知什么事情。”我焦急地说：“准是他犯

病了，桥桥可能出差了，你快去吧，去医院，多带些

钱！”不料，半小时以后刘悦来电话说：“汤大大太逗

啦，别人送他一箱酒，他说他不会喝酒，送给我爸爸。”

我听了哭笑不得，这个老山东都病成那样了还恪守

“还情”老礼儿，耿直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11月19号桥桥来电话叫我去和他爸爸见最后一

面时，我忽然发现跟汤兄这么熟的老朋友这辈子竟然

没有握过手！我一定要在他临终时握别相送，不料未

等我赶到他就急着走了……“文革”中有篇小说叫《第

二次握手》，我们竟然未能做到“第一次握手”。

挚友谢世本该悲恸，我却回忆起往昔的欢乐。我

知道汤兄不会怪罪，他的孤苦晚年太需要欢乐了。我

相信他会看到这篇不伦不类的追思文章，传来天堂里

的笑声……

得知贾平凹应邀来镇巴采风，并参加当地文

学活动的消息，我提前半天赶到恭候光临。

7月的镇巴，空气清新，山谷幽深，宛如掩映

在巴山深处的世外桃源。在泾洋河边的绿叶宾

馆，我与平凹老师的客房相邻而居。

今年2月，我到西安参加省作协召开的理事

会议。早餐时，平凹老师正巧随后入坐在我们这

一桌，且与我相邻。同桌纷纷热情地招呼他，问候

他。见到他碗里只有一小块馍，几掇小菜，都关切

地说他吃得太少。他说自己一般不吃早点，中午

饭吃得好些。大家就关心起他的身体健康和生活

习惯。闲聊中，我顺便邀请他最近到汉中看看。他

用缓缓的关中话说：想去哩，就是忙，走不出去。

他感叹道：“好多年没去汉中了。汉中是个好地

方，以后有机会再去吧！”出于尊重，我没有过分

执意地邀请他。没想到，才过了四五个月，我们就

在汉中镇巴县见面了。他笑笑说，镇巴的作家刘

德寿好多次邀请，盛情得没法推辞，就来哩。

与平凹老师相识20多年，在我心里，他是良

师，更如兄长。与他的交流，我总是得到许多启发

与收获。

1993年6月10日，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的

省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时我以《陕西日报》

实习记者的身份见到参会的平凹老师。在平凹老

师客房里，我请他签名，他为我题写了“穷极物

理”，并对我说，搞文学的人对事物的观察了解，

就是要比常人更深透一些。

为此我受益匪浅，心存感激。应当说，平凹老

师把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文学创作的真谛，用高度

凝练的极简文字传授给了我，教我如何深入生

活，洞察社会。

2004年5月下旬，全国散文期刊第四届联席

会议在留坝县召开，我参加活动采访。一天晚饭

后，在留坝宾馆客房里，平凹老师一边抽着烟，一

边缓缓地聊起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秦腔》。当时

书名还没有确定，他谈到正在创作一个关于家乡

棣花镇的故事。他一支支抽着烟，讲述着一些情

节，长久地沉浸在故事中，我听出了他对这部作

品的深情投入。凭直觉，我预感这将是一部在社

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就提出想通过新华社提

前发一条消息。他笑笑，劝阻了我，说一般不愿意

过早地宣传，等书出了再说。我尊重他的意思，了

解他性格内向沉稳，埋头写作，不喜张扬。

交流结束时，请他给我题写句话留念。我说

到10年前得到过题写的“穷极物理”。他爽快答

应，略作思考说：最近我很喜欢一个词，写给你。

他在我的笔记本上认真地写下了“静水深流”。我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很是喜欢。脑海里出现

了一幅意境深远的水墨画：宽阔的河流缓缓流

动，波浪不惊，岸边的参天古木，见证着河流的历

史与悠远。仿佛天地宇宙，自然人生，都缩影在这

深水静流的意象中……

一年后，《秦腔》出版，美誉如潮，引起轰动。

再之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秦腔》荣居

榜首。此时，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平凹老师说他

喜欢“静水深流”的含意。这个词，他题写给了我，

也让我从中体悟到成大事者做人处世，大气沉稳

的风范。

平凹老师在镇巴采风时参加了刘德寿散文

作品研讨会，他面对当地的作家，深入浅出地探

讨了许多创作体会。他觉得，作家一生都纠缠在

“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中。有时“写什么”强

调多一些，有时“怎么写”又强调多一些。故乡、家

园、土地、风情、人物、生活环境，各色题材作家们

都在写，但是用什么眼光、角度、情绪去写，采取

什么方式去写，就反映出作家的见识高低、胸襟

大小和技术的强和弱了。“比如写激动，不是让自

己激动，而是要让大家都激动；你自己在自家门

口栽了许多花是属于你的，路边的人看见这么多

花闻到了花香，这花就是大家的；如坐车到哪去，

早晨八九点你饥饿了要叫停车，没人响应，到了

12点大家都饥饿了，你一说大家都响应，因为写

出了大家的饥饿，就有认同感了。这是每个作家

都在探索追求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他说道。

这次在镇巴，我又请平凹老师给我题写点什

么，他说，你刚到汉中文联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就

写“万象更新”吧。我想，平凹老师题写的“万象更

新”，不仅是给我的，也是对汉中文学艺术事业的

美好祝愿。

之后，我还请他为文联即将开通的微信平台

“汉中文苑”题词。他欣然写下了：祝贺汉中市文联

公众微信平台汉中文苑开通。平凹老师的贺词，在

首期“汉中文苑”发出，成为特别醒目的内容。

写此文章作为友情的记录，也是向平凹老师

表达深深的感谢！

亦师亦友贾平凹亦师亦友贾平凹
□□贾连友贾连友

是秋分过后的第三天，我们前往重庆武隆区犀牛寨拾秋。

汽车盘旋爬坡到达山顶后，司机告诉我，左手下面就是犀牛寨。

我往左一看，竟然是万丈深渊，深渊底部，绿色掩映之间，有房子相连，黑色薄

瓦，鳞次栉比，小路如绳，缭绕沟坡田野，有白色山岚伏在林间山腰，似乎不动，给山

林增加了神秘感。

太阳在我的东南方向，一半在云里，一半在蓝天。依着太阳的方位，我确定了方

向，便下意识地观察犀牛寨的风水。

一般的寨子，讲究圈椅香案相对照、朱雀玄武相呼应，而犀牛寨讲究了朱雀玄

武呼应，却没有圈椅香案对照，原因是犀牛寨四周皆大山，虽然可以说是互为圈椅

香案，但香案应远远低于圈椅，不能胡拉硬扯。好在犀牛寨虽然四面环山，山却错落

有致，参差成环，环而不疆，封而不死，于是就有了生灵进出的路径。

车辆沿着盘山公路下行，山路逶迤，倒还平坦，半个小时左右下得山来，到了寨

子前面。

一群美女列队侍酒，载歌载舞，于寨前迎候。

我不善酒，匆匆了事，便走到高处看景拾秋，长途跋涉而来，不能误了正事。

寨子四周，是被草木覆盖着的青山，山下是河，河畔是坡地，缓一些的坡地上种

着庄稼，庄稼后面是房舍，房舍后面是更陡一些的山坡，种着苞米、红薯、南瓜、辣椒

等作物，水从山上流淌下来，清澈透明，流到房舍跟前。

房舍的木墙是灰黑色的，顶上的瓦是黑色的，嵌在青山绿水里，调子很和谐。

太阳即将正午，几个年轻人搬着桌椅板凳走来，展开，许多老人也来了，坐在房

檐下。房前搭了个台子，铺着红布，上面放着音响。一个女子唱起歌来，嗓子还好，只

是韵味差些，一听就没有进行过专业训练。一问，才知道有个老人八十大寿，晚辈给

老人过寿，要热闹。

现在的年轻人能给老人过寿，这种本应习以为常的孝道却让我感动，因为我所

熟悉的城里人，已经很少有年轻人能记起老人的寿辰了，更不用说给老人过寿，但

是在这深山沟里，在这远离城市的地方，年轻人还坚守着传统美德，这种坚守不仅

仅是想到做到，更重要的是要花钱的，这么多乡里乡亲都来了，起码得摆十几桌，一

桌就300块吧，最基本的预算，也要几千甚至上万元，加上酒，万元肯定是扛不住

的，更不用说贴时间费精力。

我想见见这个小伙子，我身边的青年说他出山去请乐队了。我不由得看看那个

热情唱歌的当地女郎，才知道她是在热场子。

我又去看了做寿宴的地方，见房子旁边支着两张大案板，上面放着大团的面，

还有青菜，两个女子在忙乎，地上放着几个大筐，里面放满了食物半成品。筐子旁

边，几个废弃的铁皮筒改造成的炉子，上面支着锅，烟和火苗从炉子边沿往上蹿，锅

上的盖子便扑腾扑腾响，响一下蒸汽往外冒一下。炉里的烟火和蒸汽混在一起，那

里便热气蒸腾，混沌一片。

这混沌一片就是炊烟，炊烟里穿梭着做饭的女人，她们手脚不停以各种姿态出

现在炊烟里。女人大都健硕，脸色黑里透红，声音粗壮，不外乎烧火加柴弄饭菜之类

的语言，和这些生活语言一起飘出来的，是饭香和菜香。这些香不但飘散在房前屋

后，还会随着炊烟，飘向遥远的天际。

另一边，一个女人在打糍粑，手持木锤，在石头礅子上砸着糯米，女人健壮，砸

得一头是汗，依然在继续，砸出沉闷而又结实的响声。这声音感染了我，我便过去和

她一起打。但我太不熟练，惹得女人高声笑起来，笑声爽朗，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没想到同行的朋友拍了照片，我一看很有生活气息，就发了朋友圈。

没想到迅速在千里之外引起反响，郑州的朋友连连起哄，说我在深山里有了红

颜知己，而且一起过生活了，打糍粑过日子呢。更有邪乎的，说这健壮女子正是我欣

赏的类型：健康强壮。我发了几条过去解释，却越描越黑。我索性不理了，把手机装

起来，专门看过寿。

一会儿来了一辆面包车，从上面下来了五六个艺人，拿着乐器往人群那儿走，

有人过去给他们递烟送水，随着，鼓就敲起来，唢呐也响了，人群立即往一起集中。

响器似是召唤，屋前场地上人越来越多，小路上还不断有人来。

我很想看下去，但我们探秋的队伍要离开了，我真是不忍，就想和寿星说几句

话。身边的小伙子告诉我，这是庆祝的第三天，老人早晨已经喝了一场，这会儿正醒

酒，但一准会来，老人健康得很，你不要走，你是作家，他肯定要跟你碰酒，你碰不过

的。我弱弱地问，他能喝一斤？小伙子竖起两根指头，两斤！

我立即走开了，我说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寨子，虽是真话，但不乏怕酒的隐情，我

不能醉倒在这里，虽然景色很好，人很好……

出了寨子回头望，炊烟袅袅，我口里立即有了口水。

那么原始的炊具，那么洁净无污染的食物……

老人80了还能喝两斤酒，说明身体很健康。

这山、这水、这人、这俗，能不让人长寿吗？我才到了半天，就已经流连忘返了。

车到半山腰，我回头望去，看见了炊烟，淡蓝色的炊烟，渐渐与蓝天融为一体。

我在心里对着炊烟说：“犀牛寨，我一定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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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吉夫 自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