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空乱云飞渡，山巅岚气蒸腾。
这样的天气正是铸剑的好时

刻。
我从城里来，在这个雨天里进

山，为了寻访冶父，讨一方宝剑。
进山，迎面就是一座庙宇，现在

是疫情时期，庙门紧闭，但那些雕梁
画栋在阴沉的雨天里分外夺目。走
廊里，迎面走来一位女士，身穿素色
长袍，面目沉静，步伐缓慢，手指捻
动着长长的珠子，嘴里喃喃地念着
经语。山因为有了佛性，而令人起
敬。

走了一段平缓的山路，路开始
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雨水越来越大
了，雨伞已遮不住自己的身子，行走
变得艰难，混浊的雨水沿着路两旁
的凹处往下流着，无穷无尽。

迎面走来三个下山的少男少
女，他们青春的身影增加了这艰难
路途中的浪漫，他们走到身边，连声
说，山上没有什么好玩的，上当了，
赶快下去。

我愣怔着，山确实是一座普通
的山，与其他的山无异，但因为有了
冶父而出了名，在这个大雨的天里，
我寻觅而来，何曾是为了赏景。

我继续往上攀登。
前面是一座茅棚，一位老者，

长长的髯须，光着膀子，腰上系着
一块白色的布带，裸露着古铜色的
肌肉，熊熊的炉火映照着他的古铜
色的面庞，他没有发现我们的到
来。

走到跟前，我问，你就是冶父

吧。
冶父抬起头惊讶地望着我，说，

我就是冶父啊，你从哪里来？
我说，我是从城里来。
见到冶父这一刻，我十分激动，

这就是我千里万里要来寻找的人
啊，他生活在世道之外，但又做着世
道之内的事，我一路的艰难，在这一
刻变得烟消雾散。

冶父问，下这么大的雨，你进山
有啥事？

我虔诚地说，我来求你，是想得
到一方宝剑。

冶父捋着髯须说，你们城里人，
要剑干啥？

我激昂地说，我的心头积郁太
多的块磊，我的前途有了太多的阻
拦，我没办法前行了。我听说过你
的宝剑能劈开巨石，能斩杀妖魔，我
需要你的宝剑劈开它们，使我的人
生变成通途。最后我说，冶父啊，你
就是我的知音。

冶父沉思了一会儿，说，来求我
宝剑的人都这样说，但我的剑何曾
帮助过你们，没有我的剑的人，你们
何时又被阻挡住。

冶父的拒绝，使我很不愉快，我
说，这么说，你的宝剑是无用之剑
了。

冶父轻轻地笑了，说，自春秋
起，我便在这山里铸剑了。我为赵
王铸过剑，我为楚王铸过剑，他们打
下了江山，但剑已朽腐。干将与我
合作过铸剑，鲁迅讲述过我铸剑的
经过，但我的剑还是我的剑，不会因

此而改变。
说完，冶父继续敲击着砧上的

一块铁，铁在他的敲击下发出锃亮
的光，我看见那道锋利的刃，已经有
了寒光，让我羡慕不已。

我默默地望着远处，远处是密
密的杉树，树干上都生出了厚厚的
铜绿色，这是时光浸染而出的。

过了一会儿，冶父对我说，我见
过许多来求剑的人，他们坐着轿子
来，开着车子来，红男绿女陪着来，
惟你是冒着大雨孤独而来，你是最
诚恳的一个，但我要对你说，最锋利
的剑，在你的心里。

冶父的话，让我震惊，我坐在冶
父的炉火旁不能走路，身上的汗水
与雨水融为了一体。

下得山来，雨水更大了，满耳都
是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和森林深
处潺潺的流水声，这些声音细小而
密集，在我的耳里，都是冶父铸剑的
声音。

我虽然两手空空，但我已讨得
一把冶父的宝剑了。

观花鼓灯
敲起来，敲起来！
让这锣鼓的声音敲得更猛烈一

些，不要停滞。
舞起来，舞起来！
红绸子在锣鼓声中像烈火一样

熊熊燃烧，融化起我冰冷的血液。
我的心灵沉寂得太久了，它缺

少这种猛烈的声音。鼓声的到来正
是时候，在这沉沉的夜色里，这猛烈
的声音是在为我庆贺，是在为我呐
喊，它是我的心灵史。

路途再险阻，有这猛烈的鼓声
做背景，我将无所畏惧。

那敲鼓的青年已腾空跃起，他
高举的鼓槌落在硕大的鼓面上，发
出咚咚的巨响，震撼天地。手挥红
绸子的大妈们已扭动起来，她们的
脚步和腰身已脱离了平时的矜持而
变得忘我。他们打工的手干农活的
手扫马路的手……此刻都抛弃了艰
辛，敲出了激荡的旋律。

更有那两位年轻的女子，她们
敲击着小锣，毫不起眼，却又那么认
真。

他们组成了一支神圣的队伍，
在这个世界的一角，与我相遇。

让这鼓声敲得更激烈些吧，让
这声音穿透整个世界到达我的内
心。

这是诞生的声音，也是把一切
都粉碎了的声音。

赵宏兴《清明》执行副主编，一
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大家》
《十月》等30多家文学刊物，并多次
被《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和各
种年度精选选载。著有长篇小说

《父亲和他的兄弟》《隐秘的岁月》，
中短篇小说集《头顶三尺》《被捆绑
的人》等10部作品集。

游冶父山（二章）

□ 赵宏兴

秦岭深秋（布面油画） 戴凌云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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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舟

江南跨湖桥一株马尾松，
被部落人不可思议地撂倒。
想象把它划成两半，完成想象的是石头，
石头标志一个时代的文明。

石头啄空树的腹部，
站立的树躺成一片柳叶的舟。
那时不懂诗意，他们在水上的行走，
留下江海最古老的行为艺术。

萧山也没有名字。
一叶独木舟，重见八千年以后的天日，
以惊世骇俗的光芒，
照亮年代的未知。

波利尼西亚人领衔主演的海洋文化，
从东起复活节岛、北至夏威夷，
西至新西兰的南太平洋上的每一个章节，
画上了句号。

独木舟的桨声发出空前的绝响，
不容置疑的惊天动地。
世界所有水域上考证的文明，
从独木舟重新开始。

祖先在独木舟的右侧，成为一支桨，
我在左侧，成为它的另一支桨。

灵魂出窍。我曾经从这里出发，
穿上铁的盔甲，我有了自己的编队，
我的航海日记在独木舟上挂起风帆，
我的祖先是我，我是我的祖先。

良渚遗址

良渚，从犁耕聚落到琢玉的城邑，
反山墓地主人一支冷艳的玉钺，
威武了王的气概。

城墙下石头坐实隐约的国度，
夏的礼制以远，贵族与平民已经分野，
墓葬静默森严的等级。

玉器、丝织、黑陶、木器的遗存，
那些无法辨认的“原始文字”
能看见远古的舞蹈。

那个反复出现的战神是我的祖先，
五千年前国王曾经的骁勇，
或为蚩尤的前世。

良渚主人携带一个古国的秘密
消失了。莫角山俯视过大半个中国，
祭祀台上的风，屏住了呼吸。

石头没有说话，符号没有说话，
我把我的这首诗落款在史前，
能不能让我的先人开口？

古滇国墓葬群

石寨山没有一丝鸟鸣。
一个王国的墓葬沉寂得太久，
斑驳了。满地落叶与树枝，
都是大风吹散的矛钺。
与战事无关的烟火留下来，
饰纹爬满青铜的身体，
把远古红土高原的民族血脉，

永不消逝的译码 （四首）

□ 梁 平

我和张贤亮的故事我和张贤亮的故事
□ 李 唯

三月，草长莺飞，万象更新。本报文艺副刊《湾韵》
应时而生。

昔有先贤石溪流觞，游目骋怀，尽抒胸臆，回响于
今；今设副刊，名曰《湾韵》，湾区咏志，时代气韵，文以
载道。

《湾韵》将刊散文、诗词、书画、文学评论等多种体
裁作品。惟愿以此小园地，弘扬中华之传统，传唱时代

之大歌。
创刊之际，海内名家，闻讯相贺。或寄佳作鼎力相

助，华文丽句，皆为呕心之作；或赠言寄予美好希望，言
语恳切，尽显关爱之情。

深情厚谊，何以回报？惟有春蚕吐丝，编织锦绣
文章。以无声润物，文以化人，开启徐徐而来的美好
春天！

三月，用文艺开启春天

梁平 当代诗人。著有诗集
《时间笔记》等13部，以及散文随笔
集《子在川上曰》和诗歌批评札记

《阅读的姿势》。现为中国作协诗
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
会长，居成都。

埋伏其中。

围墙里杂草和野花，
肆意的五颜六色，成为后裔的披挂，
两千年译码。
抚仙湖底的繁华浮出水面，
一枚黄金“滇王之印”，
在自己的姓氏上，
举起了曾经的江山。

滇池浩荡，
谁能看见它的满腹经纶？

我在两千年以后的造访，
与守山老人和一只癞毛小狗，
谋面阳光下的苍凉。
老人没有经纶，狗也没有。
一支长杆旱烟递过来，
却之不恭，只能不恭，
我不能承受，如此强烈的潦草。

石头缝里，一簇黄色小花，
开得分外嚣张。

滇池与郑和

五百里海的梦，
把一个人的名字斧凿成船，
漂洋过海。史记的笔跳过了章节，
忽略了这个记载，
忽略了这人在滇池的胎记，
那是滇池的蓝和天的蓝。
天的蓝有多宽，
梦里的海就有多远。

注定举世无双的远行。
海上了无人迹的六百年前，
还没有好望角的比达·伽马，
没有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
大明王朝的一千只帆，
从这人手上升起。
七下西洋，宛若闲庭信步，
亚非海岸和岛礁的眼睛，
聚焦在帆上了。

那些惊恐，那些警惕，
那些四处奔突仓皇而逃的背影，
那些剑拔弩张严阵以待的敌意，
在滇池蓝一样的清澈里，
在滇池波一样的温情里，
手语可以解冻，可以冰释，
郑和的和，一枚汉字，
和了海上的风，海上的浪，
世界第一条航海之路，
和了。

滇池五百里就是浩瀚。
月山西坡那人，滇池一滴，
固执地泛滥。
为海而生，为海而死，
滇池的蓝，大西洋海的蓝，
还会一万年蓝下去，
那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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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到2021年，我也要算一个资
深的电影工作者了。这一年，我的
新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在宁夏银
川拍摄并在全国上映，这是我的第
八部电影。作为一个从文学刊物的
编辑跨界转行的影视编剧，有八部
电影上映，其中还不乏在全国有所
反响，如《黑炮事件》《美丽的大脚》
《泥鳅也是鱼》等，此外，还有十几部
电视剧在央视及各大卫视频道播
出，我自以为这个跨界转型成绩还
是及格的，证明文学编辑完全也能
从事其它艺术门类工作。正在此
时，我看到了《北京文学》关于编辑
部往事的征文，遥想起我的过往，不
禁心潮澎湃。

1978年，几月我记不得了，应
该是冬末初春的一天，我在宁夏银
川市的省级文学刊物《朔方》做小说
编辑。这一日，彤云密布，黑暗，是
那种令人心情不爽的天色，我一个
人在小说组偌大的办公室里看稿，
其他编辑都因天色早早回家去了，
而我不能，我必须坚守工作。我在
编辑部里属于小字辈，我由上海复
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边疆来这家
杂志社就职，还是菜鸟新人，我只有
多干活儿。何况我还没结婚，我也
无家可回。也正因了我这一份的独
自留守，我和我要记述的这个人有
了缘分上的交集。

应该是下午了，天色更暗，开始
有零星小雪飘落，很冷，我之所以要
特别描述一下天气，是想说明这个
人当时的处境。有人敲小说组的
门，接着一个人披着一身雪花闪了
进来，他冻得瑟瑟发抖，穿一件很破
的棉袄，拦腰系一根草绳，宁夏人把
这叫做草崾子，你完全可以根据这
一件棉袄和这一根草崾子把他归到
乞丐那一类中。他说他是从银川市
远郊南梁农场来的，今天赶大车走
了一上午和一中午来市里拉化肥的
（或者是拉种子的？我记不清了），
顺便来送一篇他刚写的小说。他一
直在哆嗦，除了冷，还有业余作者见

到编辑的惶恐。
他的小说是写在信签纸上的，

信签纸是他从农场的小卖部买来
的，他当时没有任何门路能搞到那
种带格的稿纸。我把他的小说留
下，同时记下了他的通信地址，告诉
他，我看完后，会跟他联系。然后我
请他快回去吧，天越来越黑，他赶车
回去还要走几十公里路哩。

他不走，神情期期艾艾地，欲言
又止。

最后他鼓起勇气说：“李老师
（他特别问了我的名字），您要大米
吗？”

他说他的大车上有一袋大米，
是今天早上出发时特地放到车上
的，他在农场种田只有这个，他想把
这袋大米送给我。

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回
答他的了。我肯定是回答了他的，
我回答的核心意思肯定是我不要，
我不是有多高的觉悟，因为我没有
结婚没有老婆，我要了他的大米谁
来给我做熟呢？我也不会做饭。我
的这个回答，后来被文学界的各路
人马演绎成了各种版本，其中最为
辉煌的是我豪壮地说：“我不要大米
我要人才！”我今天可以负责任地告
诉文学界：我绝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不要他的大米纯属是我当时没有
一个女人可以给我做熟它。

我没有要他的大米，他很失望，
我看出他很失望，他离开我告辞的
时候，在暗暗地叹气。大概他以为
我不要他的大米，他的小说也完蛋
了。

我看着他在冬日飘着雪花的黄
昏里蹒跚地走去。

他叫张贤亮，几年后蜚声全国
文坛的人。他赶着大车来的南梁农
场是宁夏的劳改农场，他当时还是
劳改犯，还没有被彻底平反。他拿
来的这篇小说叫《霜重色愈浓》，这
是他自十九岁因诗歌《大风歌》被逮
捕判刑坐牢二十三年之后重新拿起
笔来写的第一篇作品。我没有要他

的大米，但这篇小说我给他发了，发
在《朔方》上，哪一期我记不得了，当
时的《朔方》还叫《宁夏文艺》。

从这篇小说发端，张贤亮以令
我眼晕的速度一发而不可收，他在
《朔方》连续发表了四篇小说后，又
拿出来一篇，这篇又是我做他的责
编，但不是我一个人，是三个人，有
《朔方》的老编辑路展老师，他现已
故去，有我复旦的同班同学杨仁山，
他后来调到浙江做了一家出版社的
社长，现已退休。张贤亮的这篇小
说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这篇小
说后来获了全国小说奖，又被电影
导演谢晋改编为电影上映全国爆
红，这篇小说是《灵与肉》，改编的电
影叫《牧马人》。这是我最后一次做
张贤亮的小说责编，从《灵与肉》开
始，张贤亮和《朔方》的蜜月期结束
了，从此大火的他开始走向全国，
《朔方》再也拿不到他的作品，他开
始属于更高级大牌的刊物，如《收
获》《当代》《十月》等。有一句话好
像说，女人永远也得不到她一手捧
起来的男人。张贤亮和我、和《朔
方》的文学关系就是这样的。我和
《朔方》的同仁们都欢迎张贤亮向着
更高远的天地飞翔。

但张贤亮和我、和《朔方》编辑
部的其他关系依旧继续，张贤亮和
我也成了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说，并
且经常相互调侃，亲密无间。张贤
亮后来平反也调入了《朔方》，和我
成了同事，四十四岁的他生平第一
次结婚，他娶的是《朔方》的女编辑，
这位女编辑还是我复旦中文系的同
学冯剑华，小冯比我大几岁，是我的
大姐，他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发展速
度太快，张贤亮刚调来几天就把小
冯拿下，文坛都知道老张小说写得
好同时也是撩妹的高手。编辑部同
仁便凑了一副对联献给他们，上联
是：昨天还是游击队，下联是：今日
已成正规军，横批：速战速决。这副
对联以及横批就是我一手贴到张贤
亮新婚洞房门楣上的。多少年之

后，我和张贤亮伉俪还说起此事，我
们三人一同大笑。

再后来，张贤亮愈发地火，做了
宁夏文联主席，成了我的领导。他
见了我自然再不哆嗦，大米之类的
话也再不说，同时也因为熟悉和亲
密到不分彼此，他开始时不时不客
气地拍拍我的脑袋，吩咐我：“李唯，
去给我买份羊杂碎来，再买一个饼
子！”他喜欢吃羊杂碎就饼子。我便
去买。我有时候还调侃他：“贤亮，
你当初答应要给我的大米呢？拿
来！”他不客气地回复我：“滚！”

再再后来，张贤亮殁了。贤亮
兄如今已故去七年，兄与我，与《朔
方》编辑部的关系，这一页已经彻底
掀过去了，但贤亮兄的一颦一笑，我
们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常浮现在
我的心中。我的身份也从《朔方》的
编辑做了编剧，后来还做了《北京文
学》的小说作者，这些年，我在《北京
文学》发表了四部中篇，两次获得了
《北京文学》奖。《北京文学》的编辑
们开始哺育我，修正我，拔擢我，奖
掖我，他们比我在《朔方》做编辑时
做得好，他们是：杨晓升，师力斌，白
连春。我感谢他们。

李唯 国家一级作家，毕业于上
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供职于天津电
视台，在多个国家文学艺术协会担
任职务，创作《腐败分子潘长水》《暗
杀刘青山张子善》等中、长篇小说多
部，两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获

《小说选刊》年度大奖，两次获《北京
文学》奖，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年度
大奖，获庄重文文学奖，获老舍文学
奖提名奖等。创作《黑炮事件》《美
丽的大脚》《我的父亲焦裕禄》等电
影、电视剧多部，获金鸡奖最佳编剧
提名奖，两次获夏衍电影文学奖，获
建国七十周年优秀电影剧作奖，获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优秀电影剧作
奖，作品获金鸡、百花、华表、飞天、
金鹰等所有奖项，三次获得五个一
工程奖，被授予德艺双馨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