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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送行

探青鱼
最先碰我脚的是个扁圆的东西，我低头
一看，一下子蹲下来，双手捧起它，它大肚，
两头略尖，形状似一条大鲤鱼，它的开口在
肚腹处，一点点收缩，双边双沿，勾着一个精
致的小盖子。这是用细荆条精心编制的，它
叫探青鱼。
这个东西很神圣。岁岁年年，它在一个
特殊的时刻，行使一次神秘的使命。那是在
除夕夜，一村子人神色庄重地做着一件大事
情，把黍子、谷子、莜麦、荞麦、棒子、黄豆等
五谷杂粮，一样一样包在带细网眼的白色纱
布袋里，然后把一个个小袋子装进探青鱼
里，再用细麻绳把盖子捆好。此时，这个木鱼
筐，就像一只满载货物的小船，只不过它不
是扬帆远航，而是要沉到水里，去完成一项
特殊的探测。
那是除夕夜子时，一村子人拥戴着这个
鱼筐，来到村头三丈多深的水井前，人们把
一根粗麻绳捆在一个人的腰上，这个人要体
壮胆大心细，他怀里抱着这个装满谷物的鱼
筐，被人们送到井底，然后他把木鱼筐放在
井下的水眼处，用一块石头压好。
大年初一的清早，新年起来的第一件事
情，是一村人聚到井口，再到井下把这个木
鱼筐提上来，而后仔细查看哪一类种子扭嘴
冒出了青青的小芽，或者吐出细细的须根，
就意味着来年这些个品种能丰收，人们就准
备播种这些庄稼。
那荒寒的岁月，探青鱼这个物件，承载
着人们对温饱的祈求，它曾在多少粗糙的大
手间辗转过，它曾带给人们一个个年景的蓝
图，它被视为神圣的器物，被人们仔细珍藏
着。如今，它与人们的日子再也没有那样关
乎温饱的紧密关联了，那些用过它的人们也
都早已走了，很快就没有人知道它是做什么
的啦，它也即将化作高速路底下的一缕尘
埃……
我捧起它，就看到了那一山一坡飘摇的
米谷，看到那一沟一梁辛苦劳作的人们，看
到那活跃的、生机昂然的村庄……

点葫芦头是用狗皮做的，是狗皮脑袋的
部位，被卷成半圆形葫芦状，在狗嘴的位置，
横纵绑着些小灌木的细枝杈，做成空隙均匀
的小漏斗，漏斗被安装在一个空心木筒上，
用探青鱼测试到可以丰收的种子，就被装在
这个木筒里，春天伴着布谷鸟种谷、种谷的
叫音，女人把木筒抱在怀里，用小木棍敲击
着，脚步急促欢快地跟着马或牛拉的木犁
杖，一溜儿小跑，种子顺着点葫芦头撒进垄
沟里，这个时候，满山滴翠飘香的愿景，就起
脚赶路了，一年的日月，就从种子入土的这
个时刻一步步前行了。小苗给大地披上华美
的斗篷，而后开花、灌浆、结果，直到那点葫
芦头里吐出的种子，变成一坡一梁的子实，
被收进粮仓，一个年轮就辗转着过去了。人

百草耙
在一个老房院前的草棚边，我发现了
它。一长排粗铁丝，弯成弧度均匀的铁齿，形
如一个半张开的巨大手掌，这些粗硬的铁丝
被固定在一块长条形的横木上，横木又绑在
一个长木竿上，它叫大耙。
大耙如同女人梳理头发的梳子，大耙是
山梁的梳子，它被用来打扮大山。塞北四季
分明，秋寒肃杀，浓霜降落，一夜间满山飘摇
的草都苍白枯萎了，大地呈现一片凋零衰败
的景象，这个时候人们用大耙来为大山整容
清场。
秋尽冬初，庄稼打完归了仓，一年的农
活忙碌完毕，塞外大雪纷飞的日子就要到来
了！漫漫长冬就要开始了。在大雪封山以前，
男人们就去山里拖大耙。
村子的高远处，山梁的顶端，是苍苍茫
茫、一眼望不到边的草甸子。那个拖大耙的
人，把大耙的长木柄搭在肩上，大耙的另一
端，那铁丝弯成的巨大手掌，摸索着大地。那
人在广阔的草地上快跑起来，天悠远而空
旷，地寥寂而苍茫……这个时候，秋阳下拖
大耙的汉子，不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后背的
衣褂，但他并不觉得累，反而被自己顶天立
地奔跑在辽阔野地上的举动，激发出英勇豪
迈的情怀。于是，草甸子上响起高亢的梆子
腔，惊得草窝窝里的鸟儿，扑棱一声飞起来。
就在这样的奔跑中，大铁耙把地上飘落
的草，一点一星地揽抱在怀里，一堆堆，浪涛
一样凝聚在草地上，然后那个拖大耙的男
人，把那些草波浪收拢在一起，背回家去。这
样拖过的草地，如同男人剃了胡须的面颊一
样，洁净而清爽，来年新鲜的草惊艳登场，黑
幽幽的地上，冒出青青的草，那才能够展现
出春光中的一片锦绣呢！
一天一天，大铁耙在草地上奔跑，而那
大耙拖下来的细软的草，在一家家白桦木栅
栏围圈的小院子里，堆叠起了一座座小山般
的草垛，人称它耙搂草。有了耙搂草，女人
的 心 里 才 殷 实 暖 和 。寒 冷 的 长 冬 ，煮 饭 烧
炕 ，需 要 好 多 柴 火。过冬柴里有木头绊子、
灌木树枝，这些是硬木柴，不好生火，而一旦
着起来又气势汹汹，一不留神就会把饭锅烧
冒了烟。
可是有了耙搂草就好了，耙搂草谦卑温
和，划一根火柴，它就哗地一下在灶子里亮
堂堂燃烧起来。在你需要小火或者不用火
时，火苗就眨巴着小眼睛，渐渐弱下去了。耙
搂草烙出的莜麦饼，外黄里嫩，耙搂草是巧
手媳妇呈现手艺的好帮手。故此，那个时候，
大垛耙搂草成为过日子人家的象征，给姑娘
相看女婿，除了看房屋粮仓，还要看看院子
里有没有大垛的耙搂草。
今天，山里人也用电用气烧饭取暖了，
山里人烧柴的日子过去了，烧草的日子就更
为模糊遥远了，眼前的大耙变成了不可思议
的东西，它老了，铁齿断掉了好多根，坚韧的
拖把也裂开了缝子，好似日子的残骸，展示

着岁月的过往……

牛皮大鞭
这是三股柔软的牛皮条拧成的麻花辫，
拴一个蔡木把，这是村子里一个叫来福的牛
倌用了大半辈子的东西，如今，它横卧在一
口青石槽边上。
来福用它赶牛，用它打响。岁岁年年的
除夕夜，来福上山甩大鞭，用它叫醒安睡在
山山岭岭的先人回村子里来过年。来福的日
子里，一群牛，一只狗，还有一条大鞭，就让
他过得乐呵呵的，如果你回望一条大鞭从诞
生到终老的履历 ，不免觉得人活一世简单
得很，一条大鞭就足可以欢乐地终了一生。
太阳缓缓从东山头探出脸来，来福站在
村中，啪地甩一声大鞭，牛们就列队集合准
备出发，来福摇晃着大鞭，赶着一群牛，往太
阳升起的高山上走，他的鞭子实际上不怎么
用得上，他只用大声说话就可以了，老黑，往
右走，再往那边走我就抽你，那头黑牛果然
转头往指定的方向走了，也就用不上大鞭
了。来福手里的大鞭，就像是乐队指挥手里
的那只明亮的小棍，威风凛凛地引导着他的
队伍，奔他一天的前程。
来福甩动着大鞭，迎送着一天天一年年
的日子，也放养了牛的子子孙孙。
如今，来福去世多年了，被他的手磨得
光亮纤细的牛皮大鞭，还在他住过的房屋
前，看见它，我就看见了他穿着黑衣跟在一
群牛后边的身影……
我走着，散落在尘埃里的这些旧物，在
我的眼里，每一件都是那么难舍难弃，从我
张开眼睛会看东西，我就认识它们，我是多
么不忍与它们草草诀别，一些体量小的物
件, 如 布 褡 裢 、绣 花 烟 荷 包 、玻 璃 罩 子 提
灯……尽管我不知道该如何安置它们，但能
够带上的我还会把它带下山。放眼望去，还
有那么多：桦皮斗、山花榆方桌、柳条簸箕、
杨木连枷……我由这些物，看到一庄子的
人，种地的，锄草的，割麦的，赶羊的，放牛
的，劈柴的，担水的，鲜活活的，吵吵嚷嚷的
一庄子人，我看到庄子和那些人的好年华，
如幻影一样呈现在我眼前。
一件件，提起来我都舍不得放下，可我
没有办法带走它们，我来不及细细地把摸它
们 ，推土的大铲车已经开上山梁，我尽量不
去多想什么，安神静气，让自己手脚麻利一
些，赶在大铲车行动前，把流落在庄里的老
旧弃物一一拍录下来，留此存照，以这样的
方式，为我们的村庄送行。
几日后，一条从山洞里伸展出来的高速
路就要通往这里，这个村庄，将变成高速路
上的一个路标，路标的名字叫桦皮窝棚。上
个世纪初，一对相爱但贫穷的小夫妻，在这
里搭下了第一个桦皮窝棚，而后一个又一
个，从窝棚到起脊的房屋，繁衍成了一个村
庄，村名就叫桦皮窝棚。
时光不舍昼夜，流水般奔涌向前的过程
中，总会带走一些东西，这个大山里的村庄
即将消失，但是，这里永远不会是野地荒山，
那老井、黄土房屋、旧物等都在路基下边，这
里 800 米深处还留存着人烟的味道。这村庄
的遗址，刻印着时代前行的沧桑步履！

【白俄罗斯】 Andrei Arinouchkine
插画作品

点葫芦头

们虚空的心就如放入谷米的粮仓，有了一份
踏实和指向，村里人的日子，就在探青鱼与
点葫芦头的探望与躬行中往前走。一代代人
在坡坡岭岭的山地，于一青一黄的播种与收
获中繁衍生息。

衡

一个村庄就要走了。
老松上栖息着仙鹤、松下白胡子老头仰
望长天的插掸瓶，被人装进了纸箱子里；波
涛汹涌的江海里，八仙各展神通的木雕屏
风装上马车；红红绿绿的驴皮影人、骑着高
头大马的状元及第、刺绣门帘，都被车拉走
了，在这个庄子上相守经年的物件儿，将风
去云散般流往天南海北，永不会有重相汇聚
的日月。
抢收民间旧物的商人们走了，告别庭院
的主人们走了。
庄子一片寂寥，只有一些被扔掉的弃物
在风中叹息。
我站立在山坡一棵老榆树下，眺望整
个村庄。我小心地把这里的一切完整地摄
入镜头。
然后我从梁上走下来，从村庄的北头，
一步步走向南头，我的脚步总被打断，因为，
总有东西在我的脚下，阻挡住我迈步子的
腿，这些物件，都不能够让我如对待一块石
头，或者一个土坷垃一样，不费力气地踢开，
然后阔步向前。我总觉得像是有一双手抱住
我的腿，让我的心总是一颤一颤地抖动。
下边我告诉你，我的脚下都会晤了一些
什么。由此，你或许可以知晓，我的文字叙说
我的心绪，是有些力不从心的……

化之河，聚积成一个文化的湖泊，形成一块可
以照见历史的明镜。
近些年我发起寻找人文古树，即在全国
挖掘有文化故事的古树，倡导建立一门“人文
森林学”，这也是一项梳理乡愁的工作。去年
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树梢上的中国》。常
州市中心有一棵 300 年的银杏，旁边是唐代
就有的城隍庙，民国时改建为“中山纪念堂”，
周围有许多故事，可惜这棵树没有好好保护，
被砍手剁脚，挤在两座民居楼里，未能入选我
这 本 书 。 29 年 前 ，我 考 察 常 州 的 瞿 秋 白 故
居，在故居门前，挖掘出了当地已经消失的
□
“觅渡桥”旧址，由此引申、阐述了革命先烈瞿
秋白的觅渡人生，后来发表了《觅渡，觅渡，渡
何处》。本文广为流传，又入选中学课本，充
实了秋白故居的文化含量，也为古城常州留
住了一段乡愁。
当然，乡愁不只是说一个乡村，它泛指家
乡、地方文化。可以是一个村，也可以是一个
县、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如果在常州城里
选一些最有乡愁意义的标志物，可以是一座
古塔、一条老街，但我觉得最有代表意义的是
一座石桥。它能代表常州的水乡文化、运河
文化。比如刚才提到的“觅渡桥”，是清代光
绪年间的一座石桥，曾经坐落在秋白故居门
前，秋白就是走过这座桥去参加革命，书写了
他的传奇人生。这座石桥不但承载着运河文
化，还有革命文化。可惜由于城市发展，桥已
消失，幸好它至今还保留在一个地名里，就是桥边的
“觅渡桥小学”。我建议借今年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修复这座有特殊意义的古桥，那是我们共产党人
的乡愁，共和国的乡愁。对发展地方文化、旅游事业
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特别的意义。

梁

□张秀超

留住一段共和国的乡愁

为一个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留住乡愁”这
一命题后，全国各地都在追寻乡愁之根，打
造乡愁之旅。
什么是乡愁？就是乡村的文化记忆。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来自乡村，所以乡村
记忆也即是民族记忆、祖国记忆。乡愁并
不是过去乡村的所有记忆，那样就成了记
忆垃圾。正如历史也并非所有记忆的堆
积。宋人吴文英在《唐多令·惜别》一词中
写道：
“ 何处合为愁，离人心上秋。”可见愁
是因离而生。社会在变，已由农耕社会步
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乡愁是这些“离
人”心上放不下的惦念、抹不去的春秋。乡
愁的核心是乡土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
化，是发生过的，现在仍然起着积极作用的
文化遗产。比如某地过去的人、事和实物，
它现在仍有知识、思想、审美等方面的价值
和教育传承作用，这就是一段乡愁。现在
种田早已机械化，过去的农具，北方一个碾
场的石滚子，南方一个舂米的石臼，都保存
了过去的农耕文化，有厚重之美、沧桑之
美。这便是乡愁。所以我们的使命是：挖
掘乡愁里的文化，留住有文化的乡愁。
什么叫美丽乡镇？文化加美景。有文
化积累的城镇，也即是有乡愁的城镇才美
丽，如生态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文化、名人
文化等等。所以留住乡愁又和建设美丽城
镇、保护古城古村落、发展地方文化紧密联
系在一起。
留住乡愁要有一个抓手，要找到一个标志，我们
搞新闻的叫“由头”。它可以是一棵树，一处老房子，
一段故事，或一个人物。就是找到一个题目，借题发
挥，溯本求源。再顺流而下，吸纳支流，形成了一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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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我觉得很少有遭大难者是因为一个刺激、一
种激励，或是肾上腺素极度分泌，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
“斗士与勇者”的。真实情况是，在被痛苦、寂寞、蹉跎反复蹂

金蔷薇
创作笔记

躏后欲死不能，欲生则必须学会将就和妥协，在不得不继续
前行中，尝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努力在轮椅上“站立
站立”
”
□蒋

2019 年 4 月 30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五
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六点要求，寄予殷切希望。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我被共青团中央授予 2019
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荣誉，既备受鼓舞，将笃定
地走向更远的地方；又珍惜命运加添给我的时光，不
会忘记自己从何处走来。这么说，不是故作玄虚，而
是我的经历与绝大多数同龄人完全不同。
“ 80 后”的我，在 11 岁时查出患有罕见的脊髓肿
瘤，经过三次大手术，成为“轮椅族”，告别了校园。后
来自学英语、计算机、写作等十余载，才走上评论和文
学创作道路，先后在全国报刊及网络发表作品数千
篇、几百万字，2007 年加入中国作协，近 40 年的光
阴，半世人生，有太多的苦辣辛酸……
有老师感慨于我的人生经历，觉得很励志，建议
我写本自传，激励更多年轻人。起初，我不太情愿。
倒不是因为懒惰或不知该从何下笔，而是回顾曾经不
堪回首的岁月与病痛的煎熬，要对自己一系列心路历
程进行“心理自剖”，深感五味杂陈。
在脑海中纠结多时，我还是开始动笔了。我觉
得，我的前半生虽算不上经历大风大浪，却也曾身涉
凶险跌宕、生死搏斗；我没有机会走如同龄人一般上
学、高考、就业的惯常路径，却在无奈与渴望的夹缝
中，在机缘巧合与自我突围的契合下，蹚出了一条看
上去不算坏的、属于自己的“野路子”。将这些与他人
分享，或许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于是，笔尖顺着心
路走，泪滴轻落键盘上，感怀、感动、感恩充盈其中，最
终形成了《生命是劫后重生的奇迹》这部自传，由人民
日报出版社出版。
讲述童年趣事时，我想起了童年的快乐时光。遗
憾的是，快乐的童年转瞬即逝……
回忆病痛最神伤。肿瘤压迫中枢神经，四肢瘫
痪，影响呼吸，命悬一线。在医院里，我看到一个女孩
头天还乐观地要病友们祝她手术成功，第二天却没能
从手术台上下来。我还眼看着旁边病床上的爷爷咽
气 ，家 人 痛 哭 着 给 他 穿 上 寿 衣 ，被 太 平 间 的 车 推
走……一幕幕生死别离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
我的手术十分波折，先是“初进手术室，无功而
返”，然后“几度鬼门关，生死徘徊”，还遭遇“救命钱不
够了咋办”，最后“放疗拉锯战，硬扛”。从冰雪未消到
中秋满月，我在上海整整住了半年医院，在阎罗殿转
了几个圈，才死里逃生。
虽然捡回一条命，代价也极惨重——下肢瘫痪、
左手不灵活，我不愿面对，又不得不面对。回过头看，
我觉得很少有遭大难者是因为一个刺激、一种激励，
或是肾上腺素极度分泌，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
“斗士与勇者”的。真实情况是，在被痛苦、寂寞、蹉跎
反复蹂躏后欲死不能，欲生则必须学会将就和妥协，
在不得不继续前行中，尝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长达 10 年的光景里，我几乎没出过家门，整日自
学 看 书 ，这 让 我 相 信 自 己 有 事 可 做 ，不 是“ 混 吃 等
死”。那段“困囚”在家、自我封闭、自学苦读的时光，
最难熬、最孤寂。人生有多少个 10 年？何况是本该
五光十色的青春花季。我只能说，那是一种“向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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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一种“涅槃”。我要靠仅有的一只正常的手养
活自己，即便我看不清前进的方向，但我愿意学习和
尝试。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写起网络评论，并且得到了
网站编辑和读者的认可。它犹如一根救命稻草，我意
识到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不能让它溜走。我从自己熟
悉的话题，如青年、体育等开始写起，逐渐向更广的话
题拓展。有不懂的就上网查资料，网络这座图书馆几
乎可以找到我想找的一切。然后，我再把所学、所思
的东西转换成文字。在边写边学的过程中，少不了吃
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父母劝我注意休息，我执意
不从。我很怕自己某天醒来，写不出来怎么办。只有
不断地学，不断地写，不断地发表稿件，才能让我忐忑
的心得到一点安慰。我从写作中，愈发找到存在感与
价值感。
在“困囚”的岁月里，我仍有两个真正的朋友：异
姓兄弟乐乐和异性朋友晶晶，他俩是我从幼儿园开始
的“发小”，他们利用假期来我家看我，和我讲学校和
外面的新鲜事，在我自学遇到困难时又当我的老师。
我学着攒第一台电脑，乐乐作跑腿的“买办”。晶晶
上大学后，与我保持了 4 年英文书信联系，使我了
解了大学生活，也让我多少知道一些女孩的心历路
程。后来，他俩相继出国留学，仍与我保持越洋联
络，还从国外给我寄生日礼物。乐乐回国后结婚生
娃，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他闺女的“干爹”。晶晶在大
连安家立业，我去大连旅游，她跑前跑后……我们之
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们，与曾出现在生命中的他们休戚
相关。
《生命是劫后重生的奇迹》源自我的切身经历。
我相信，我用真情写下的文字，会引起一些人的共
鸣。本书入选中国作协 2018 年重点作品扶持名单，
或是一种印证。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前路虽不平坦，我仍将砥
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