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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茂谷
完整的瓦罐，拿回家放一些贵重的东西。
记不清什么时候不见了。那年秋天，也就
十多天的工夫，这块坡地被四五尺高的齐
塄，切成几条平整的梯形高产田。
母亲去世那年的冬天，包产到户，这块
地 分 到 我 家 。 成 了 自 家 的 ，可 就 大 不 一
样，精耕细作，图谋扩大，最低处与别人家
的地之间是一条壕沟，两边荒坡，连着洪
水冲刷的窄沟和深不见底的大圪磍。右
边与别人家的地之间，也隔了一条荒坡壕
沟。黄土高原，整山都是土，雨水冲刷，大
沟连小沟，小沟套壕沟，横七竖八，还有奇
形怪状深不见底的圪磍洞。公家鼓励坝
沟淤地，治理水土流失，增加的耕地归个人
所有。我上高中第二年的秋天，为了弥补
上学少干的活，想着做一件大事，在父亲
面前显功劳。开始想填平壕沟，把两边的
荒坡挖成齐塄，造一块地出来。荒了不知
多少年的土坡，被我挥镢横挖。土块成批
塌下来，轰隆一声，漫天飞尘，显出一个男
子汉的力量。十几岁的小伙子，力气没有
长全，但活力旺盛，不知疲劳。汗水沾着
尘土，口鼻灌满尘土，我成了尘土里滚动
的土人。心生冲锋陷阵、勇敢作战、破坏
又新建的自豪。土块滚进大圪磍，空洞的
声音不大一会儿就变实了，原来不是无底
洞。这让我信心大增，把更多的土块滚进
去，虚土垫进去。黑洞洞的大圪磍，以为藏
着什么妖魔鬼怪，竟然被我填平了。一条
大人没有想过要填的壕沟，在一个少年手
里变成一块崭新的地。加上填平的圪磍，
超出预想一大块。我踩着地里的新土，转
着圈，走来走去。想象人们看到后的惊讶
和夸赞，父亲心里满意的滋味，一个后倒，
躺了个四仰八叉。攒足吐沫，用舌头吮吸
沾满牙龈的土末，狠狠吐掉。放声号喊不
成调的野曲子。躺够了，喊够了，疲乏上身
不能动了。

歇了两天，造出新地的冲动让我再次
亢奋，到右边的壕沟，又掀起滚滚黄尘。老
镢头得心应手，每一次挥起，舞一圈优美的
弧线，速度惯性让力道倍增。
“嗨”的一声没
入硬土。陈年土块轰隆轰隆塌下来，给我
力量无穷的快意。日久年深的沟豁一层一
层填起来，真是好不过瘾。牙齿一会儿积
一层尘泥，吮几口唾沫吐掉，继续挥起镢
头。我有些得意忘形，突然莫名发虚。就
在这时，眼一黑，一阵剧痛。以为镢头砍到
了胳臂。回过神来，看到几只蝎子，举着黑
硬的毒刺，正在刺我的右臂。原来挖掉了
它们的老窝。等我想捉住它们捣碎敷毒
时，它们已逃入碎土的缝隙。结果胳臂肿
得几天不能动弹。那种从未有过的、从内
向外肿胀的疼痛，把这块土地的气息深深
植入我的身体。
我用还在长大、但已积了硬茧的手，给
自家的梯田地补上两幅肥厚的花边，足有
两亩多。陈年荒土特能长，第二年种了土
豆，个个大过拳头。后来种谷子，穗子像粗
壮的狼尾巴。我在这块地里劳动，乏累时
躺在背阴睡一觉，心头萦绕着汗水与泥土
混合的味道，做了无数吃饱肚子的梦。
家乡开始退耕还林，公家让栽枣树 。
树苗免费，栽活一棵奖励一块五。父亲把
几条梯田连我造出来的地，全部栽满。一
片枣林长起来，心里好踏实。逢年过节再
寄钱，他说不要了，一年卖枣能收三四千。
有了枣树，
再不用愁
“生活”
二字。
我对枣的渴求与生俱来。过年时，母
亲在枕头下放一把枣压岁。枣糕、枣馍是
家乡最好的美食。大姑娘出嫁，衣兜里装
满枣。但凡喜事好事，离不了枣。枣，代表
生活的甜，
象征所有的美好。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年代不详的老枣
树，长在茅厕旁。粪水营养的枣，酥甜如
糖。每年枣花飘香，一院子的人就开始惦

最初结识她，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
长什么样……一切都凭想象。
8 月份之后，接到鲁院录取通知书比较早，
还有将近半数同学没有进入到班群的时候，我
结识了他。姑且先用这个“他”吧，网络的虚拟
让我多了怀疑、假想和猜测——这或许过于谨
慎和多余，因为单从网名来判断，我尚不知是
他，或者她。
几乎是最后一个露面，低着头，黑发掩住了
于是，
想象也就如最初一样了，一切如未醒
脸，声音弱弱的、怯怯的，在座的人还没听清楚
的梦，
成了亟待解开的谜。
“自报家门”
的内容，
人就匆匆离开。
谜越来越神秘了。侃侃而谈，幽默智慧、多
这是
“他”
吗？
才多艺、虚拟空间里，他的言与行给大家印象深
是的，
是她。
刻，多么值得期待的一位同学！文章写得好，画
开学典礼时间不长，鲁院“规定”动作——
自报家门。善言者侃侃而谈，寡言者怯怯懦
画得棒，话说得有味道，所有的一切瞬时把自己
拉低了，入鲁院学习的恐惧更多、渴望更强，信
懦。她完全属于后者中的后者。依然是弱弱的
心和傲慢也降了十分。同时带来的，是关于鲁
声音，怯怯的表达，只不过站起来坐下去一个动
院的神秘和好奇，关于鲁院的神圣与向往，关于
作，她就完成了自我介绍。
鲁院的期待与担忧……
于是，我开始怀疑她的身份——记者；于
日 子 越 来 越 近 ，那 几 天 是 数 着 秒 针 过 来
是，我开始怀疑她的性格——冷僻；于是，我开
的。焦急、慌乱、胆怯、激动，像即将迎接一场庄
始怀疑她的为人——孤傲。
严的朝拜。入学报到，一群陌生的面孔一一出
但，这一切的疑虑仅仅在数日之后就打破
现，寻找，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恐惧。害怕，一旦
了。不仅仅局限于我，
还有更多的同学在内。
见到的第一眼又该以怎样的方式表达？
默默地，班级新的邮箱建了起来；默默地，
头一天的晚餐，杨仲凯把素不相识的一群
班级的公众号建了起来——漂亮而实用；默默
人拉到一起，一一介绍，介绍完之后还是一头雾
地，很多同学活跃的身影被记录下来。再后来，
水的陌生。
宣传委员的重担理所当然落到了她的肩上。依
她或者他，在哪里？
旧是默默地，默默地把老师的课件上传邮箱，默
她就在这次聚会中。
默地把学校生活的点滴记于公众号，默默地推

龚旭东的讲座 《浪漫的古风 悲
悯的抚慰——充满内在张力的勃拉姆
斯》 在湖南大剧院开讲。当时，我恰
在长沙，打电话问可否去听，龚老师
淡淡地笑了笑说，可以。认识龚老师
许多年了，那年他来湘西参加一个文
学活动，印象是人很瘦，腰微弯，寡
言。后来，我又在文学会场上多次见
□
到他，仅仅打个招呼，并没有太多交
流，只是觉得他依然很瘦，头发花白
稀疏了些，腰似乎更弯了，来去还是
匆匆。我想，在省城做报刊工作，或
许压力很大吧。
经不住朋友的几番邀约，今年，
我在乐途旅游网上发湘西地域文化散
文，并将链接发在文学群里，竟接到
龚老师的约稿。文章他发了几篇，并
及时将电子版链接发在湖南省散文学
会群里，我因此收获了些许赞誉。这
时，我才知道他已经是 《湖南日报·湘江周刊》 的主编
了。有时，文章发过去，久无音讯，我内心也很忐忑，会
在微信上留言请教，他总是客气地说些誉美之辞，这于我
是一种鼓励，在内心深处，我很感谢他。我们之前不太交
流，或许是因为，我和他都属于性情疏淡之人，都不擅长
人际交往吧，在别人眼中，我又何尝不是一个淡漠的人
呢？
勃拉姆斯是德国最重要的浪漫派音乐家之一，是创作
与演奏并重的作曲家。龚旭东在解读时说，勃拉姆斯的所
有音乐都是走心的，经灵魂走出来，真挚，没有虚饰，他
的许多作品表达了爱与死的主题。在汶川地震时，面对强
大的自然灾害中人类的悲怆无助时，许多人陷入了无边的
沉痛，就是靠听勃拉姆斯的 《安魂曲》 得到抚慰，慢慢超
拔出最后得以解脱的。
勃拉姆斯的一些作品，令他经常联想到鲁迅的 《野
草》：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
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而勃拉姆斯用室内
乐表达对师母克拉拉的那种无望的爱，又使他联想到了鲁
迅的 《野草》：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
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
由知？”勃拉姆斯对爱绝望，却又无限地眷恋，不舍离
去，在咀嚼绝望中徐徐回味，才能抓住“我还有爱”的这
种感受。龚旭东用李商隐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勃拉姆斯室
内乐作品的感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龚旭东对勃拉姆斯音乐及人生的诠释中，结合了他对人
生、情感的思考与领悟，并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诗句来概括
其精髓，令人能够轻易地于中国的古典浪漫诗意中，领略
到勃拉姆斯音乐中的古典精神与浪漫气质，感受到音乐无
国界、文学无国界、情感无国界的博大辽阔。
跟随讲座中播放的一段段乐曲，畅游于那些时而激越
奔放，时而静水深流，时而伤痛悲悯，时而欢快明丽的旋
律中，我的灵魂时而波涛澎湃，时而静如止水。这些乐曲
片段，是龚旭东聆听了成百上千张乐碟后精心挑选出来
的，可谓经典中的经典。为了这两个小时的讲座，他花了
一年半时间做准备，如果不是对音乐及勃拉姆斯作品的彻
骨热爱，是不会那么长时间乐此不疲地沉浸其中的。对艺
术真诚，或许就是龚旭东老师的一种人生态度，对真善美
的挚爱与忘我投入的追求，或许就是他的一种日常生活方
式。或许正是因为内心完全被文学艺术占据，致使他在人
际交往上不落于俗套，表面上就显现出一种淡漠。静坐于
此，我彻耳聆听，深入感悟那些跳动的音符中所表达的情
绪，沉浸在伟大的乐章或幽深细微的情感描述中，仿佛从
中得到启示：文学与艺术，对于有着文学艺术领悟力的
人，在云淡风轻的平常日子，是一种滋养，在悲伤困苦的
无助时刻，是一种救赎。
有文艺才华的人，对欢乐和痛苦的感受比常人更为深
切，对于精神的追求比常人更多更高。深入感受人间的无
限美好，深切体察人生的痛楚，寻求对“爱而不得，爱而
不能”的自宽自解，仿佛成为了追求灵魂超脱的人必须学
会的本领。而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解读中寻求滋养与救
赎，应该是有才华的人一种可取可行的方式。这或许就是
才华对于人生的意义。勃拉姆斯是这样，龚旭东也是这样。
龚旭东说，
心沉下来精神才能高蹈，
灵魂才会更加向上
攀越、亲近光明。我凝望台上，此时的龚旭东老师，精神饱
满，
腰背挺直，
笑容温暖柔和，
眼神熠熠发光，
周身散发着灵
魂的暗香。窗外正是金秋，
阳光遍洒大地，
枝繁叶茂的桂花
树，
迎着秋风惬意舒展，
阵阵飘香，
浸人心脾，
令人明亮。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

他，
她？她！！
□黄军峰
出那么多同学的佳作。粗略算了一下，这样的
工作量如果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奉献和付出，实
在做不来的。在这一点上，似乎她的时间已经
不属于自己了。
一切的美好记忆，
全部来自一个人——她。
似乎可以定位了吧，一个不善言谈、务实高
效、勤勉敬业的人。
“鲁三三”金秋联欢。第一个节目就“炸了
锅”——野狼舞。没想到占据核心位置的竟然
是她。很多人一下子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惊
诧。那股野性、那股疯狂、那股洒脱、那股专业，
那股……彻底的颠覆。
突然发现，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和定位太早
了。
节目之后，她又恢复了本样，默默地看着，
默默地笑着，
默默地做着宣传委员的工作。
那天，她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向我约稿。我
再三推脱，终究挨不过她的软磨硬泡——一位
资深记者的深厚功力就这样显露出来了。想
来，很多同学的文字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她
俘获的吧。日月流转，鲁院的日子仍在继续，她

灵魂的暗香

枣树地

记。青枣长到黄豆大，半大小子们从树下
走过，故意放慢脚步，趁大人不看，跳起来
揪一颗吞在嘴里。红枣连梗的顶部是个眼
皮似的圆圈，成熟时从上往下红。长出一
线红眼圈时，有了甜味。我家树上的枣，每
年长不到红眼圈，跳起够得着的枝条都被
揪光光，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叶子。到了中
秋节，树梢顶上幸存的几颗摘来献月。邻
居张家园子里有四棵枣树，便显出高高在
上的架势。园子边扎满酸枣葛针，树下的
土耙成细细的花纹。谁要进去留下脚印，
就是破案的依据。我和他家亲侄子年龄相
仿，出入相随，到现在还是好朋友。我们走
出家门时，经常从篱笆外跳起揪一把，立即
从圪塄下的大路上消失。树梢一摇，张家
大娘跑出来跳脚开骂。有时能揪到几颗，
骂了也值。多数时候只揪到几片枣叶，被
大妈翻着十八代祖宗咒骂，不由得恨在心
头。找到机会，
再揪几把找回来。
外婆家离我家 30 多里，路远挡不住去
看她的想望。她家有枣树，每一次去，都能
吃个够。回来时，衣兜装满。摸一颗塞进
嘴里，甜蜜的枣肉吃完了，牙齿和舌头啃吮
枣核，直到吮尽最后一丝甜味，枣核成了白
白的小木头尖尖，才舍得吐掉。再摸一颗
放嘴里。两衣兜枣，能满足 30 里路的甜。
回到家，
肚子一点不饿，
心里能甜好久。
父亲的枣树长起来，他老吹嘘修剪得
有多好，枣结得有多大，产量有多高。遇到
苹 果 梨 子 不 好 卖 的 年 份 ，村 里 人 就 会 得
意。还是枣好啊，红枣补气补血，多了多
吃，永远不愁卖。就算行情差的年份，只是
卖得便宜些。枣树就是摇钱树。
何曾想到，枣多也会成灾。在我的人
生字典里，只有美好没有缺憾的枣，落到如
此不堪的命运。
5 年前的秋天，我回来时刚过收枣季
节。家乡人世代当宝贝的红枣无人收购，
人们无心去捡，落在地里厚厚的一层，血海
一 般 惊 心 。 腐 烂 的 气 味 ，熏 得 人 不 能 走
近。几年过去，家乡的枣年年难卖，还上了
中央电视台。父亲得意的枣树地，完全撂
荒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
班学员）

依然默默地，把一个又一个惊喜送给我们，我们
也在她的默默坚守中享受到关于文学、关于友
谊的美好。
结业前夕，恰逢新年的元旦。班里决定再
搞一次最后的联欢。当我们都沉浸在分别前的
聚餐、道别和留念时，她却在独自完成着一项重
要的工作——联欢 PPT。晚宴之前，同学们陆
陆续续来到食堂，记录着同学们 4 个月鲁院时
光的 PPT 正在循环播放。搞怪的表情、深情的
拥抱、认真的听讲、会心的欢笑——许多的美好
回忆在这一刻被重新唤醒。许许多多连我们自
己都忽略了的细节被她捕捉并记录了下来，表
面上的开心回忆也瞬时成为了我们内心深处莫
名的感动。我们谁都没有讲出来，却在心里埋
下了最深切的感激。
最后一课，同学们早早地来到教室，齐刷刷
地，座无虚席。没有了此前开课前的欢声笑语，
每个人面带微笑却又心存伤感。但是，结业典
礼还是在我们不期望到来的时候来了。结业代
表发言，她是其中一位。声音出乎意料地大，我
们也第一次出乎意料地看到了她的眼泪，看到

聂元松

祖坟往东，朝向东南的几塄梯田，是曾
经命根子一样的枣树地。我今年清明节回
去时，看到地里长着比人高的野蒿。密虬
虬，齐整整，一塄一塄，梯次排列，像整连整
营威风凛凛的军队，逼视我远远投去的目
光。这是赖以生存的田地呀。我活了几十
年，从未见过野蒿长成这样。它们借助熟
地的肥力，用几年无人根除的荒芜时光，威
风成势。经过寒冬的收缩，枝杆尖硬地穿
刺着新的春天。
曾经倍受恩宠、修剪有形的枣树，一棵
一棵，被野蒿分割围困，成为陷入汪洋的孤
树，相互之间，相望不能相救，枝细针长，挣
扎向上，完全乱了章法，慌乱地伸向虚无的
天空，哆哆嗦嗦，勾画着生长的绝望。雨水
顺枝条聚成鼓胀的水珠，凝滞张望后，无奈
跌落，像一颗一颗大大的眼泪，倾诉受野蒿
挤压欺凌的不幸。
穿越千年。枣，在更长的年代里，都是
家乡愁苦生活里的甜美和吉祥。这些曾经
宝贝似的枣树，从栽下到长大，短短 20 年，
竟然由甜到苦，失落为一种负累，让珍视它
们的人，眼睛像枣一般红得喷血。
可是，先辈从未遇到的事，现在的人能
有多少办法呢？
我对这块枣树地，有着最深的感知 。
就算远离故土几十年，生活在迷宫般高楼
林立的城市，依然割不断对它的牵挂。
最 初 的 记 忆 里 ，这 是 一 块 很 陡 的 坡
地。农业社时期，全村分 5 个生产队，这块
地归我家所在的 4 小队，种过麦子、谷子和
黄豆。我长到四五岁，跟着大人来干活。
刚开春，拿个小镢头小篮子，在坡上挖草
根，地边揪艾叶。过不了几天，因为朝阳化
冻早，生产队从这里开犁。铁铧犁开休养
一冬的湿土，正在厥劲往外拱的草根，突然
一下被翻出来，躺在黑黑的新土中，格外惹
眼。我跟着黄牛铁犁和大人，把白白嫩嫩
的草根一个个活捉，装在篮子里，回家让母
亲挑拣。不太苦的人吃，太苦的猪羊吃。
庄稼长起来，我在地里剜苦菜。庄稼收割
时，捡遗落的穗子散豆拿回家，母亲做成纯
粮面食。那是最美味实惠的奖赏。再大一
点，生产队在这块地里修梯田，我和瘸腿二
姐一起干，挣了上百个工分。还挖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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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的泣不成声。泪水，打湿了我们每个人的
眼眶，几位同学不能承受伤感的离别，抹着眼泪
跑出教室，而后是歇斯底里的大哭。那一刻，她
说的什么、讲的什么，没有人能够记住，惟一记
住的就是哭泣和眼泪，乃至整个教室里满满的
感伤……
时隔大半年之后，偶然翻阅自己的“朋友
圈”，当“鲁三三”公众号的很多内容再次出现在
眼前的时候，鲁院 4 个月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
一段时光又浮现在眼前，那个为整个班集体默
默奉献的她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突然想起《一生无悔》的歌词：好久没联络，
现在你过得怎么样，忘不掉昨日的时光；就算天
各一方，依然把你放心上，这段情怎能说忘就
忘……
回首往事，天南海北的我们聚到一起，有争
吵、有欢笑、有快乐也有感伤。现在看来，一切
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依然惦念着这
段友谊，惦念着那些或许一辈子都无缘再见的
彼此。我同样相信，相信有一天，她还会“疯”起
来，
“疯”完之后依旧是那个默默的自己，她把所
有的美好瞬间定格，留给每一个“鲁三三”的同
学和老师，接下来她还是那个默默的自己。我
们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在公众号中看到，看到
那个默默的和疯起来的她。
她是谁？
吉建芳。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