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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MY LIFE

运河岸边话乡愁
■ 马步升

名 人
■ 任芙康

一位面相诚恳的朋友，对人推心置腹：

你有姓又有名，不一定就是名人；你身份证

在手，不见得就有身份。

朋友说话，并非怄人，只是为了强调，名

人身份，与众不同。

我从小自卑，爱好仰视豪杰，总觉他们

比常人威武。追根溯源，其实骨子里盘踞着

名人崇拜。往“大”里举例，我瞻仰过孙中

山、毛泽东、朱德、邓小平、胡耀邦等革命领

袖的故里，涉足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

等文豪的老宅，眺望过老布什在缅因州的故

居，参观过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肯尼迪在

马萨诸塞州、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图书馆。

往“小”里举例……（略过不表，敬请海涵。）

随年岁渐长、阅历增多，天哪，区区在

下，竟然耳闻目睹到甚多活蹦乱跳的名流。

机灵与愚蠢齐飞，高雅共下作一色，像是他们

获过专利的标配。近在咫尺的种种洋相，先

叫人愕然，又叫人释然：“名人终归也是人

嘛。”遂在不少时辰，说出我固执的声音：“是

人，就该一视同仁。”比方，从前张罗《文学自由

谈》，轮到可以当家那天，便极力鼓吹：从此，

本刊的作者，有望再无高低贵贱之分，无论你

是名角，还是非名角，只要在文学范畴内，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谁都将获得展露锋芒与才

华的版面。后来，将这段意思润饰妥帖，自认

天衣无缝之后，索性堂而皇之印上扉页。

这些年来，名人行情，大有牛市之势。各

处比学赶超，编撰史志成风，发掘乡贤上瘾。哪

怕昔日一块穷乡僻壤，亦能镶嵌出“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的锦绣文字。

只看眼下，“观山品水”“诗文颁奖”之

类活动，议程愈加讲究。主席台不坐上几位

“著名”水货，彩是剪不动的，幕是揭不开的，

仪式是启动不成的。其实，就连操办者，除

开晓得来客虚虚实实的头衔，亦难以说清赝

品们的来龙去脉。杂花野卉茂盛，嘉宾举止

怪异，餐宴上小小座签，不留神摆错一个位

子，会当场败掉半桌人的胃口。

话虽这么说，我内心深处，仍旧一如既

往，钦慕质地优良的名人。前些日子，一月

之内，两赴安徽合肥，就为完成自己景仰贤

达的夙愿。

浩瀚巢湖，西北岸边。安徽名人馆，好

一座徽派“宫殿”。占地面积 6.5 万平方米

（九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建筑面积3.8万平

方米。这般规模，就名人专题场馆而言，国

内最大，世界第一，已属板上钉钉。

该馆汇聚古往今来的安徽翘楚，个个赫

赫有名，多达五千之众。馆舍内外，氤氲开

文韬武略、彪炳史册、声震环宇的圣贤气

象。这叫人震撼，亦同时感动。主人别树一

帜，不用虚构史实、谬托伟人，不靠道听途

说、涂抹灿烂，只是静静地将客人带来，让顶

天立地的名流，济济一堂，对我们进行一场

集体接见。运气、福气充溢于心，循序前行，

令人步步顶礼膜拜。

我十六岁那年，十八岁的战士蔡永祥英

勇牺牲。这回在肥东，无巧不成书，听闻蔡

永祥的出生地，正是城南长临河。我的探

访，倏地变得单一，远离古代包拯、近代李鸿

章等当地名人，而回返少年情结，专注于与

我仅差两岁的偶像。

又一日，肥水以西，三河古镇，杨振宁的

出生地。我预先请示领队，独自先行造访杨

氏旧居。东西向一溜狭长的老屋，屋内每件

展品，以各自不同的“经历”，述说着同一个

聪慧孩童，如何在外婆膝下，蹒跚学步，牙牙

习语，识字描红。数年后，这位翩翩儿郎，离

开三河，走向厦门、北京，远涉大洋彼岸，成

为三十五岁获得诺贝尔奖的才俊，成为专业

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成为享誉世界

的物理学泰斗。

见识过众多假货，仰慕名士的初衷始终

未变。庆幸自己，每每受到杰出人物精诚之

气的触碰，仿若谛听到怦然心跳。合肥神

奇，先后不过数日，胸腔里屡屡摇荡开来。

我在川东北崇山峻岭间长大，少有愁闷

与悲凉，五六岁，便喜欢听大人们回音撞山

的放歌。比方这种劲道十足的句子，洋洋盈

耳，叫作巴山“莲花落”：

要喝就喝包谷酒，

要烤就烤青杠火。

要吃就吃老腊肉，

要服就服背二哥。

在小小年纪的认知里，负重前行的背二

哥，尤其是一位背动三百多斤石料上坡下坎

的好汉，远近闻名，是我平生第一位佩服透

顶的英雄。

江湖汇秀地，名士部落城。两句话，十

个字，完成了对常州城的一种精准叙述。常

州自古盛产名士，名士也容易吸附招徕名

士，于是，有本土名士，流寓名士，羁旅名士，

追名士踪迹踏访名士行状之名士，真可谓，

江山有胜迹，我辈复登临。名士往还，千载

不休，犹如瓜瓞绵绵，名士之城由此造就。

2019年3月29日，江南常州春意正浓，

春阳在天，春风抹地，更有那潇潇春雨间或

滋润，莺飞于春阳春风间，草长于乍暖还寒

中。有文士三四十人，于此日从东南西北中

远近而来。齿高学劭者，有年在古稀之前

辈，青年俊彦者，才刚而立不惑。一时群贤

毕至，少长咸集。因何而聚会常州，只因为

运河与乡愁。大运河勾连华夏腹地，并非常

州一地独有，然而，常州串连湖江，汇通五湖

四海，乃运河节点城市，因地理而获地利。

尽述现代乡愁之余光中氏，亦非常州人，因

其母，因其妻，因其童年遭际，终生钟情于常

州，天涯飘零人，却道常州是原乡。运河与

乡愁，除却常州，似再无最佳整合点。而常

州主事者，敞开文化襟抱，诚邀远近文士，聚

谈运河与乡愁，又为常州注入鲜活文化元

素。常州之为名士部落城，借用一句古话，

真个是：良有以也。

作家与学者本是一身而二任，但却各有

侧重。于作家，大约崇尚感性，于学者，则理

性优先。梁衡、杨维刚、王荣泰诸前辈学人，

或仕，或文，或实业，各有不凡造诣，而其文

化情怀从未与人生剥离，于此时，并不斤斤

于坐而论道，而是以各自经见为底蕴，备述

与余光中交往之点滴，披露此次雅集之动议

与过程，令人恍然开悟：所有出自情怀的乡

愁都是遥相呼应的。长篇散文《娘》的作者

彭学明，以他幽深而博洽的亲情追述，为我

们凝结了一个乡愁核心：亲情。而他对余光

中的评价则是：余光中先生是中国写乡愁的

第一人。无疑，这是点题之论。军旅诗人王

久辛曾以长诗《狂雪》，让远离战争之苦数十

年的华夏儿女，以铭记国耻的方式，警醒人

们：无国则无家，无乡只有愁。而当下的他，

正是怀抱着这种家国情怀，去体味乡愁的底

蕴，阐释运河对于华夏文化的象征意义。小

说家王十月离乡背井多年，似乎更能体会乡

愁对于离乡者的痛感与质感，在他看来，大

陆就是台湾一代人的乡愁，互相离散的乡

愁，成为海峡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资源。诗

人王童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照方式也天然带

着诗性，以诗而求真，以真而求真诗，这不是

循环论证，而是互为表里的互相提醒。在一

身而兼小说家、诗人和学者的李浩那里，乡

愁是一条无形的运河，运河是一条有形的乡

愁，两条河，两条纽带，缔结起一个精神共同

体。与常州隔湖相望的湖州，地分两省，文

则同脉，吴越春秋，无问苏浙。长年生活于

湖州的杨静龙以“遍地”系列小说闻名，在大

转型时代，遍地乡愁，声声断断都是时代与

传统的撞击声。诗人陈丽伟与小说家刘诗

伟，二“伟”相遇，其说也伟哉。他俩不约而

同暂时放弃了写作者的感性优长，而是条分

缕析乡愁文化的源流本末，提要勾元，学术

根底颇为坚固。从青海远道而来的诗人曹

有云，也是有备而来，诗情的准备，学理的准

备，试图给乡愁赋予大高原的色彩。

感性与理性虽各有侧重，但从来都不会

分道扬镳，只会互相生发，合力助推，其宗旨

无不指向求真求实。评论家出身的任芙康，

说话行文尊崇一种被他称之为的“高级的幽

默”。确实，幽默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当运

河与乡愁这些稍嫌凝重的话题，以某种高级

的幽默方式来表达时，运河与乡愁便成为我

们每个人的日常情感。来自湖北的周新民

教授，人虽年轻，却学问博洽，在纷繁的文化

线索中，提炼出乡愁母题，当个人的视野开

阔后，天地也会更为开阔，却原来，乡愁并非

一个人一时一地的情绪，而是一条奔流于文

化血脉中的澎湃江河。来自河北的评论家

桫椤则将乡愁推向了另一个高度：乡愁是一

种道德概念。也是的，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深处，对故乡的态度如何，言语行状，无不关

涉道德。来自香港的罗政、罗光萍、王运丰，

各自带着家国使命谋职于港岛，当然与余光

中的乡愁有着质地的不同，但对于乡愁的认

知却别具只眼，另有况味，为解读乡愁提供

了别具价值的尺度。常州本土学人晁岱键

是雅集诸人中与余光中个人渊源颇深的音

乐人，由他谱曲的余光中部分诗作传唱甚

广，经他之手，乡愁由纸上，到耳际，到心上。

乡愁是一种文化情怀，深潜于古今中外

所有区域所有人的文化基因中。乡愁因时

而生，因时而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随着

全球性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乡愁情绪也会

来得越来越广泛，更趋隐秘而深刻。然而，

何为乡愁，乡愁为何，乡愁的过往表现到底

是什么，乡愁的现代载体究竟是什么，对这

些题目的探研，无疑带着深深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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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浙江永康，胡公故里。

在祠堂内，我久久地凝视着墙上的

地图。我曾看过各种各样的地图，地理

的，战争的，文物的，古村落的，相比那些

地图，面前的这张似乎简单了些，没有标

注山川，没有标注河流，但我依然被深深

吸引。不是公众地图，是一个人的。虽

然没标注山川河流，但我看得到大山的

高峰，听得到河水在奔流，知道岁月在行

走，春花开，秋叶飞，冬雪飘。那背影忽

而清晰忽而模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

地方。

那是胡公的仕宦图。

胡公，本名胡则，原来的名字是胡

厕，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中进士，并

由太宗赐名胡则，为官数地，浔州（今广

西桂平）、睦州（今浙江建德）、温州、信州

（今江西上饶）、福州、杭州、池州（今安徽

贵池）、隐州（今河南淮阴）、永兴军（今陕

西西安），或为郡守，或为知州。即便是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走遍这些地方，也要

耗费数月时间。他就像一粒行走的种

子，每到一地，生根发芽，待绿树成荫，再

到另一个地方，将自己种下去。

胡则是官，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每到

一方都竭诚为百姓做事，百姓奉他为

神。据说最多的时候有三千庙宇。我相

信远比这些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殿，

无形的庙宇何止千万。中国几千年的历

史，官员是个庞大的群体，但让民众敬仰

的并不多，被供奉为神的就更少了。由

胡则到胡公，是普通百姓对一个普通官

员最普通也是最深沉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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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不大，左右各有一个天井，正对

天井的是花池。鸡冠花红艳如火，和古

朴的祠堂风格竟然很搭，很和谐很舒服

的感觉。被切割成方块的天空越发地

蓝，偶有黑影闪过，也许是燕子，也许是

蝴蝶，细瞅，却不见了。我知道就在房梁

的某处躲着，或许偷听胡公的故事呢。

那天似乎是胡库村的节日，从祠堂

出来，街上到处是人，比北方的城镇还热

闹。同行的当地朋友说，是因为我们这

些客人的到来。

胡公桥不长，三四十米的样子，是一

座普通的桥，并不惊艳，桥名除外。凡以

胡公命名，任何风物、地名、祠堂，甚至小

吃，都是特殊的。胡公就是文化印记。

这是胡库村的福气，是永康的专利。

下了桥头，便看到那棵四百年的古

樟树。据说三十年前就死了，在胡公灵

柩回归故里后，突发新芽。确实，原本粗

壮的树干已经断了，中间部位凹进去一

大块，但就在靠近上端的一侧，斜逸出一

根枝条，缀着密密的绿叶。

老树发芽并不稀奇，但在胡公故里，

那就特别了。也许就是个传说，但我愿

意相信。

胡库村美食甚多，最好吃印象最深

的是角干麦饼，也叫胡公饼。其做法是

用麦面与南瓜搅拌、发酵，擀制成饼，切

成三角状，再到锅里烙。口味甚多，有的

加红糖，有的包肉馅，有的掺拌葡萄干。

我在胡公桥上逗留时间久了些，待

我过去，刚出锅的饼已经被分食一空。

距中午尚有两个小时，我没有饥饿感，可

看到吃过的人仍围在那里，都是期待的

神情，似乎那位妇女不是擀面，而是在变

魔术，都在等待着见证奇迹。脚便被勾

住了，脖子也伸长许多。若说勾起了馋

虫，倒不如说是妇女的表演吸引了我。

那不是刻意的演出，没有盛装，寻常的衣

服，没有任何图案的围裙，她的招式也无

特别的花样，揪面、团面、擀面、切块，再

放到锅里。可是，我认为，那就是演出，

自然，专注，忘我，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她使用的擀杖与北方乡村常

见的擀杖不同。杖外还套着一个环，擀

面的不是杖，而是那个圆环，这使她的动

作带有声响，很有节奏感。她不看“观

众”，目光始终与面粘连在一起，由盆至

面板，再至锅至屉。那是她的舞台，是

她的世界。间或有人问话，她回答得随

意、自然，仿佛答案也是表演的一部

分。待饼出锅，铲到屉里，她才抬起头，

满脸热情的笑。围在周遭的客人争相

抓起金黄的饼，边嘘气边啃咬，她的脸

便如花朵盛开。

我抓了一块，吹了吹，小心翼翼咬了

一口。果然好吃，饼下肚了，香气还在鼻

翼浮荡。

午餐就在胡公广场的回廊内，十多

张桌子一字排开，果真是胡库村的节

日。我想起张艺谋的电影《千里走单

骑》，远比电影里吃饭的场面壮观。说是

胡库村的小吃都在桌上了，确实好，但最

好吃的还是胡公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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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胡公故里，自然要登方岩山的。

方岩山距永康二十公里余，因山上有胡

公庙而盛名。我素喜登山，某年清早一

个人登泰山，直上直下，中途没有歇息，

真是痛快。只是刚在胡库村吃过午饭，

有些慵懒，好在吃得不是太饱，到达山

底，突然间就来了精神，便想这方岩山是

有气场的。

方岩山为丹霞地貌，山体的肌肉绷

得紧紧的，透着隐隐的褐色，山顶是茂密

的树木，已是九月，仍有花香弥漫。脸忽

而暴露在阳光下，忽而被山体和树木的

阴影遮挡，分秒之间从一个世界滑入另

一个世界，让人体味到方岩山的神秘。

进入第一道大门，一个穿白衣黄马

甲的清瘦男人正在吹奏，旁若无人。身

影孤单，曲调却透着欢快。细看旁边的

介绍，知那是方岩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单

人坐唱，俗称“自敲锣自打鼓”，表演者单

人同时进行吹、拉、敲、唱。不知他每天

要表演多久，看他完全是超然物外的样

子，一旦被曲调淹没，方岩和时间都不存

在了吧。

方岩山阶甚陡，临近天门，越发陡

了，如竖立的梯子，似乎那是从天空垂下

来的。踏上几十级台阶，路突然折向另

一方向。仍如悬梯，在梯的顶端便是

“天门”。贴着天门的岩石即是方岩。

整座山峰果然如一块方形的巨石，这或

许就是方岩的由来吧。想象着天门那

边的奇景，那一丁点疲累旋即烟消云

散。急步踏进“天门”，再走数十米，便到

了“天街”。

胡公庙就在“天街”上。方岩虽陡，

海拔并不高，“天街”有名，并不在其高，

不在其平，而在于有胡公庙，胡公被百姓

想象成神，他自然要住在天上。

胡公浓眉红脸，忽就想起黑脸包公，

红脸关公，而戏曲里的曹操，则永远是白

脸形象。胡公的脸也许没那么红，但在

民众心里，他就应该那么红。红与黑已

经不是想象，而是寄托，是象征，是风骨，

是精神。

庙内烟雾缭绕，不知多少人焚香叩

拜过，不知多少人还在叩拜的路上。我

只知红脸胡公值得敬拜，只知方岩山因

他而灵动。

在胡公故里
■ 胡学文

凋零田地间的女人
结豆。生籽。被榨成油
润滑日子的苦涩
挂一些酸酸甜甜的果
味觉生活

那些花已然非花
田地间凋落的女人
任随光阴无情地打理

村口的雪花

专注于喂养怀里的麦苗

心里想着如何越冬和春天的长势
不愿抬眼去看
外面的世界

她知道菊花和梅花的事迹
认定自己是水做的，属于云朵和

风雨
麦苗就是她的命

她宁愿就此席地成冰
慢慢融化
也不忍眼下这块麦田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些花（外一首）
■ 罗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