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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黄豆手中的黄豆
□□王宗仁王宗仁

四川渠县是我老家，很久很久的从前，
便被异地人轻蔑，唤其“稀饭县”。少年记忆
里，老家传来的故事，不是田薄地瘦就是缺
油少盐。打柴、割草的难是孩童的忧恐，苕
窖、米缸的空是大人的叹息。

三年前，适逢秋果下树，赴一场文学聚
会，我走进老家县城。

当晚饭桌上，有人起哄，鼓动一位笑嘻
嘻的人讲故事。年过半百的他推辞不过，慢
条斯理说起来。先是一段爹妈相拥，博得满
堂叫好；接着一段叔嫂巧遇，煽起群情振奋；
最后一段娇妻卖萌，终叫现场失控，一片拍
桌子打板凳。

此人名叫李明春，以令人乐不可支的讲
述让我深切知道，老家的故事早已推陈出
新，远离吃糠咽菜了。

此后两三天里，始终有李明春的故事做
伴。看得出，头天晚上，因熟人较少，他讲的
多是雅俗共赏的轻喜剧，现在随着拥趸增多，他渐入佳境。他的
库存丰富，似乎取之不尽，他的方言娴熟准确。他讲的故事或是
社会的不幸、或是时弊的不堪、或是生活的幸运，或是世道的温
暖，段段故事对应当下叫人五味杂陈。

接触中，我闪过一个念头。李明春的口头讲述若是转换成
文字，该有何等精彩。活动结束头天，收到他的两本著作，全是
谈天说地的中短篇小说。当晚读，不忍释卷。李明春铺陈故事
的从容与机趣，并未随唾沫飘散，而以白纸黑字“存档”。欣慰之
余，再生欣喜。他的小说与口述相比，起承转合更有章法，取材
讲究，激发出阅读的兴奋。看了他的小说，对李明春的刮目相看
就顺理成章了。

北归不久，又收读他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仍是地地道道的
故乡传闻，耳熟能详的方言土语。他的作品无论短长，通通让人
偏爱不已。我两岁离乡，然数十年来，改不掉的毛病是，乡音入
耳能瞬间缩短距离。最近几年，别有所悟，年纪愈高，视野愈窄，
淡漠了先前的关注天下，常常心回老家，故而，我与明春有一见
如故的亲近。说得功利些，他能用他的故事帮助一位漂零游子
每每跨越时空，忆想老屋已不复存留的鸡鸣犬吠。

前不久，李明春小说《山盟》面世，被归类于“扶贫”题材。回
看十好几年来，文坛对扶贫的反应向来迟钝，即便有“配合”式的
触碰也是隔靴搔痒。不少闭门造车的作家自说自话，扶贫的字
眼儿成为应差的标签。而《山盟》是新奇之作，社会进步与田园
凋敝的矛盾，人口增长与人气萧索的反差给人困惑。李明春点
染出真切的乡村景观图画，就是为告诉读者，为民众谋取权益的
扶贫，不应只是单纯地送钱赠物，更要紧的是精神扶贫，是扶弱
抑强、扶正袪邪，努力营造农舍、田畴的兴旺与祥和。李明春高
妙的文字里有鲜活的人物，有我乡亲的原型；有意外的冲突，我
所熟悉的矛盾；有触目惊心的病灶，有我曾经的思虑。更为可贵
的是，作品贡献的帮扶套路合蜀地民情，顺百姓心思，具有现实
操作功能。小说的结尾，虽已浮现出脱贫告捷的亮色，但也让人
感触到前路漫漫的迷茫。

三四年前的四川文坛，业余作者李明春名不见经传。他周
身浸透着讲故事的天分不能施展，因入错了行，数十年间，他辗
转于若干岗位。而他的工作可以有作为却不方便写小说，这对
于擅长讲故事的人客观上形成了障碍。但李明春特殊，有志不
在年高，他终于归入了写作队伍，大器晚成。通览悄然问世的百
万字作品，区别于不少川籍作家的是他素朴而执著地延续了巴
蜀文学的传统。其遣词造句的风格、悲天悯人的气象、虔诚敦厚
的情怀大有李劼人、沙汀、艾芜的遗风。

对李明春创作的观感，多位批评家各抒己见。有评论家认
为，“突然”冒出的李明春，对乡土小说题材、主题、内容、手法的
把握，让人有久违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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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陷入某种“迷障”。
譬如，《复活》《战争与和平》《罪与罚》《白痴》，还

有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等等
等。由一本书开启另一本书,由一位大师引出另一位
大师。尽管阅读本身是愉悦的，但阅读的方向却是迷
乱的。

作为中文系出身的读者，每当我检阅自己的阅读
结构时，就会惊异于自己在现当代文学阅读上的空
白。为了追索问题的根源，我仔细回想了站在我家书
架前的情形。尽管书架上现当代作家的藏书相比于
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确实少得可怜，但每次闲翻之时
我还是能够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而在花花绿绿的书
籍之中，我之所以将它们抽出来随即又塞了回去，甚
至干脆摸了摸它的书脊线就算了，那必定是一种自己
尚未察觉的偏见造成的。

我想，这种阅读上的偏见不妨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最好的名著都读不过来，还读什么现当代文学

呢？二、中国现当代有文学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偏见，倒不是说我有
与生俱来的傲慢。我细细推敲它的源头，于是想到了我曾受过的文学教
育。在我所浸染的环境里，大部分人都抱持近似之看法，甚至某些激进
的观点认为，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岂止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对审美品格的
很大伤害。多年以前，这些令人痛快淋漓的执念我基本接受，多年以后，
我也并不完全排斥。当我一个人徜徉在书海茫茫的图书馆里，不知不觉
就会生发无力的慨叹。伴随慨叹而来的，便是庄子的那句名言：“人生也
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然而多年来所谓的“经典阅读”告诉我，“名著情结”终究是存在很大
弊病。

显而易见的弊病，莫过于阅读上的空白。当你身处一定热度的文学
现场时，就难免会有些失落感。不过感情上的挫败倒还在其次，更糟糕
的是所谓“经典阅读”对人的“石化”作用。在“经典阅读”给我们带来崇
高的审美享受和精神愉悦的同时，也硬生生地把我们从地壳上拎起来，
剥去身上的鲜活气息。于是一个刚从蒸笼里夹出来的热馒头，也很快变
成了祭坛上的冷面疙瘩。相比于热馒头而言，冷面疙瘩对于沸腾生活的
洞察力自然是逊色很多的。十几年前，我看到我的同学热衷于读《三国
演义》和《水浒传》，由于长期的浸润和深刻的迷恋，导致他们对其他向度
和纬度的文学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致来。久而久之，就会有一缕古朴而
闭合的气息萦绕在他们的身旁。

我又想起了另外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诗人西川在给我们讲课
的时候，谈到了中国当代诗坛和世界当代诗坛的情状。西川多年来在世
界各国诗坛游走，从感性的层面感受到中国诗坛面貌的陈旧。第二个例
子则是关于中国文学在外国的译介状况。一位外国留学生告诉我，他们
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古代。我之所以举此二例，当然不
是为了通过更普遍的现状为自己的阅读盲区作辩护，其实我想要说的恰
恰是所谓“经典阅读”对我们造成的可怕遮蔽。

鲁迅曾劝诫年轻人：“最好不看中国书。”这话就当时的语境而言，确
实不无道理。但若奉为信条置于今日，就显示出它的局限性来了。阅读
的偏见就像孩子的挑食，久之就会造成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上的营养失
衡。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想，这在阅读上也庶几适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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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遥城村，朴实得好像冀中平原上一块土坷垃。村里
出了个孙犁，这块土坷垃埋进土里也能发芽。

天渐凉，路旁的杨树叶有节奏地碰响着，仿佛告诉人
们，秋天来了。孙犁沿着季节的节拍往回走，从农历六月
一路倒回五月，停下脚步。秋收后的田里堆放着一簇簇脱
了颗粒的黄豆杆，却偶尔有一些棵枝还很无奈地站在地垅
一侧，上面隔三差五地缀着几颗睁开眼睛的豆荚，羸弱、瘦
小，眼看要被一阵风吹落。孙犁不是为它们而来，但他很
小心地将这些豆荚上的颗粒摘下，从右手倒入左手，攥在
手心。因了他手的温度，黄豆粒瞬间显得柔软、暖和，还可
以闻到淡淡的清香。

从一个黎明到另一个黎明，小河淙淙流水荡起心中涟
漪。落满日寇子弹的白洋淀水，让孙犁尝尽了战乱的苦
涩，也成就了他的文学梦。离开乡村，久居城市，他没迷
途。因为他总是用庄稼地里的果实填充内心的朴实和真
实。

孙犁捡黄豆的这个细节，我不
可能看到，是他的外孙女张璇告诉
我们的：“我的姥爷孙犁一辈子都
以农民自居，即使到了晚年，他仍
然会在邻居收割后的黄豆地里一
颗一颗地捡漏掉的豆子，仍然会把
一条毛巾用到薄得透光也舍不得
扔掉，仍然每餐伙食都吃着最简单
的家乡饭，仍然坚持用手中的笔写
他心里的白洋淀乡情！”

有不少离乡的游子，都记得村
庄上空那炊烟飘荡的姿势，可是却
很少有人会把遗落在田地里的黄
豆粒小心翼翼地捡起，再用手心暖
热。孙犁，你懂得一粒豆子的力
量！那是攥在手心里重量会不断
上升的力量！

几粒黄豆不能代表一片庄稼，
它还有续篇呢。另一个给我讲与
黄豆故事有关的人，是一位看起来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老
农人。其实我肯定大他几岁，只是沧桑的岁月在他额头犁
下田垅般的印迹，让我不忍心称他老弟。他叫孙占英，是
孙犁的邻居，这位邻居多么自豪，他坐在自家门口被他的
屁股磨蹭得玻璃般溜光的石墩上，讲述发生的事情时不时
翘起拇指说：“他是我一墙之隔的邻家！”其实故事发生前
他还没见过孙犁呢！

那是“文革”即将结束前的一天，从通往白洋淀那条并
不宽敞的土路上，驶来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在离村子约一
里路的地方停下，从车上走下来一个精瘦、干练的高个老
人。他不走在路上，却步入田地里时走时停，弯腰做着什
么。原来一些枝杆脆弱的玉米被狂野的风吹倒在地，他为
庄稼的命运担忧，便蹲下去扶起。还有散落在地的一些带
着豆粒的黄豆荚、萝卜缨和白菜帮子什么的，他都一一捡
拾起来，并不分类，一满抱在怀里。

谁？一个陌路人跑到我们孙遥城村来捡散落的五谷杂
粮，精神可佳，但手伸得太长，有点吃过界了吧！于是，孙占
英便迎上去搭话。没想到还没等他开口，来人倒先问他：

“我叫你小伙子，你该不介意吧！小伙子，你是孙遥城村谁
家的后人？”孙占英通报了父亲的名字，老人略一回想，似
乎并不太熟悉，又问：“你爷爷是谁？”占英说出了爷爷的名
字，老人的话就密了：“晓得了，晓得了！大名煎饼孙呀，谁
不知道呢！”接着他开心地说：“我听说老人家过世好些年
了，要不这次请你陪我吃他的煎饼呢。这叫孙子吃爷爷的
回头饼！”来人说着又笑了，声音比刚才还洪亮。孙占英见

老人挺风趣，蛮随和，便少了拘束，说：
“老同志，我还没问你呢，你到我们孙遥
城来是串亲戚的吧，看你这身装扮就不
像办公事的人！”老人问：“办公事的人
是什么样？”“反正你不像！”老人松开脸
上的笑容，说：“你真有眼力，说对了！
我呀一辈子就是个作家，再具体点说，
就是天津日报社的编辑！”

白洋淀一带的人谁能不知道孙犁，不管见没见过他都
知道。孙占英马上明白了，忙歉意地说：“原来你是孙犁大
叔！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我本来就不是泰山嘛，你还是有眼力的！”
孙犁又说，刚才我到老坟地去祭祖先，没想到看见这

些丢失的黄豆秧萝卜缨，也算意外的收获吧！
孙占英上前握住了孙犁的手，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

起，久久地握着……他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占英的问话
也就随意了：

“咱村的人都知道你是10级干部，可是10级干部是什
么级别的干部，我们这些庄稼人讨论了这些年也没有弄明
白。今日碰到你了，我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领
导？是县长一级还是省长一级？”

孙犁呵呵一笑，说：“刚才你不是还说我不像个干公事
的样子吗？我佩服你的眼力！你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也
伸出来，咱们俩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硬茧，这是劳动人的
手啊！你的硬茧是锄把镢把磨的，我的硬茧是笔杆磨的。
小伙子，我再一次告诉你，我什么官也不是，就是一个作
家，就是一个编辑！”

孙占英没有理由不相信了。他仍有一事不解，便指着
孙犁怀里抱的捡来的那些“杂物”问：“你是缺吃还是少穿，
大老远的从天津来捡这些东西干啥？”

孙犁说：“好好的粮食和蔬菜，烂在地里太遭罪了！”说
着他数了一个豆荚上的颗粒，说：“5粒豆子，落地生根，就
是5棵苗，秋收一升粮呀！”

孙占英讲完这件事后，久久无语。他低头沉思，想什
么呢？我不知道。但我的思想受震动了。就是这几粒黄
豆吗？是，又不全是。这是连根带土的从庄稼地里长出来
的农民的故事。有土炕的暖，有炊烟的香，让我的心贴近
了故乡的泥土，贴近了这位一辈子以农民自居的作家孙
犁！

当然，牵痛孙犁思乡爱农之情的，还有他在多篇文章中
总会写到的陋巷里的那间老屋。他是怎么写的来着？“陋巷二
字，虽不雅训，却出自圣人经典，也就是那些质朴简短的文字
之中。我7岁时，入乡村小学，学校门口虽然悬挂着两面虎头
牌，却原是一家农舍，处在一条陋巷之底。”他的一本散文就
起名《陋巷集》。他说，自己的散文“仍然是陋巷里发出的弦
歌”。

我们很难知道孙犁在陋巷那老屋里写出了多少作品，
但是他作品的早期根脉扎在陋巷，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年当他慷慨地把自己的老屋送给村里的小学校时，他的

“弦歌”就像那黄豆粒一样聚散出了照亮一方天地的光
芒。老屋是他文学生命扎根的地方！

“文革”后不久，已经身居天津的孙犁得知自家的老屋
妨碍着村里新的街道规划，了解到村里要新建小学，他马
上动了心思。往事浮上眼前，村里早就有一所小学，但从
来没有一个正规校舍，都是借用村人的闲房闲院。多么艰
难的小学！现在要新建学校了，自己怎能袖手旁观？他毅
然把老家的几间老屋卖了1000元，又拿出1000元稿费，捐
资兴学。新小学修建好后，乡长专程来天津感谢他，提出
小学校要以孙犁的名字命名。他说：“别开玩笑，我拿2000
块钱就可以命名一所小学，如果拿两万呢，岂不可以命名
一所大学吗？我心甘情愿做一点微薄的奉献，不必这样！”
后来，孙犁对来天津看望他的乡亲说：我仿佛天天都能听
到从陋巷里传来的孩子们的读书声，这就足够我享受的
了！有人写文章提到孙犁让出老屋办学的事，他提笔就把
这个内容勾去，说：“一个人如果老是摆功卖好，会唱衰自
己的！”

一次深情而庄严的随笔写作，让我终于有点明白：敏
感的随笔可能是一种不能随便去触碰的情感载体。

2017年8月末的一天，突然得知与我同城的当代大
学生诗歌的拓荒者和淘金者、原《飞天》“大学生诗苑”专
栏的创意者、主编张书绅已于半个月前溘然去世的噩耗
之后，我不仅及时用手机短信传出了消息，而且受于坚、
伊沙等诗人反馈的短信、悼诗的感染和启发，还在很短的
时间之内创作了追记张书绅生涯的万言随笔《九百年
祭》，为一个默默无闻而又卓越的逝者搭起了一个肃穆的
纸上灵堂，深切地寄托哀思。

落后于时代的我十分惊讶新媒体的神奇。因为我
一直没有微信，关于张书绅的《九百年祭》定稿后，我发
给了马步升，他立即发在了自己的微信中，文章受到广
泛关注。作为合水一中的同班同学，我和马步升无疑为
合水一中的老教师张书绅欣慰。当然，我们心里欣慰的
不只是以文字的方式纪念了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更为

欣慰的是我们共同真诚地纪念了一位文学领路者——
而且，我们期望这个时代能善待并敬重那些曾经无私地
为许多人做过嫁衣的文学编辑。

传统的纸媒体也令人欢欣鼓舞。首先联系转载《九
百年祭》的纸媒体是广西桂林的《南方文学》，然后是宁
夏固原《六盘山》、甘肃庆阳《北斗》，但因其都是文学双
月刊，稿子发出来时已经到了年终，所以还是将稿子给
了《飞天》刊发。毋庸置疑，这些来自文学的眷顾和致
敬，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学情怀。随后，一直致力于
新时期大学生诗歌研究的黑龙江诗人姜红伟说，其研究
大学生诗歌的编著也将收入《九百年祭》。近日，马步
升又告诉我，《九百年祭》已被编入今年的一期《特别
文摘》（湖北），并且放在了头条位置。作为当代中国文
学一个珍贵的良心，张书绅当然是一位跨越时空并超越
地域的人物，应该得到这些尊贵的待遇。遗憾的是，逝
者这些身后的荣耀自己已经看不到了。

可以看出，《九百年祭》不是我一个人的随笔，也不是
我一个人在祭奠，大家都是在心心相印地主动纪念一个
逝去的灵魂，并尽可能地为自己获取些许心灵的慰藉。

2017年是我的随笔年。这一年，我忽然疏远了诗
歌，而是潜心创作了一些文化和人物随笔。我是从媒体
走出来的写作者，痴迷的仍然是那些白纸黑字的旧媒
体，所以除《九百年祭》之外，年内我在各地传统媒体上
发表了7篇随笔作品。有意思的是，在写张书绅的《九
百年祭》之前，我刚刚写了在天津去世的诗人李老乡，
而写李老乡的那篇《丁酉苍茫》除在几位诗人的自媒体
上发表而外，最后还发在了一家国家级刊物上，但却没
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就过去了。我无意
把二位的死放在一起比较，他们都曾经在《飞天》杂志
供职，都是我敬重的诗人或编辑，在我的心目中二位没
有可比性难分伯仲。所以，无须怀疑我的真诚，每篇文
章都不是随随便便信笔写就的。

不过，新媒体的力量还是令人惊奇。一篇诞生于手
机微信的随笔改写了我苍老的心态。因为《九百年祭》的
经历，我开始对一直畏惧和排斥的手机新媒体刮目相
看。去年岁末，我终于开通了微信，悄悄地跟着大家走进
了早已到来的新时代。

与心灵最亲近的随笔，从此以后对于我就是书写人
世间传奇的心灵的新笔，肯定不会随便放弃。

孙 犁

一篇在微信上诞生的随笔一篇在微信上诞生的随笔
□高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