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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潜是珠海之子，二十多岁就在全
国各地出版畅销小说，写个中篇小说就
被《小说月报》转载。他的优秀曾被所
处的时代实证！

1987年2月，我到鲁迅文学院的时
候，梁潜早已结业回到珠海。我到珠海，
梁潜则去了西北大学。直到1989年初，
大约是春节前，在香洲烈士陵园的石头
房子里开会，我们才算见上面。梁潜南
人北相，身材修长，皮肤白晳，不多言。
很多人一到会议室就抽烟，梁潜不抽，完
全一副模范青年的样子。我通报姓名。
梁潜微笑着点头：“知道。”在以后的交往
里，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微笑，即便聊起特
别开心的事，他也从不仰天大笑。我想
他应该没学过什么社交礼仪之类的东
西，是骨子里的温文尔雅。

1988年5月我调来珠海。单位领
导问：“梁潜你认识吗？他在你们鲁迅
文学院读过的。不过，他去年就回珠海
了。”那时的珠海没有机场没有高铁，很
多珠海人连广州都没去过，北京是个过
于遥远的地方。而鲁迅文学院很小，仿
佛凡在那儿学习过的人都应该相互见
过。我知道梁潜，没见面时就知道我
们“三同”，同庚同事同学。创办于1950
年的中央文学讲习所，1953年更名中国
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85年更名鲁迅
文学院。两种不同前缀的文学讲习所
各办了四期讲习班，改名鲁迅文学院
后，又从头算起举办文学创作进修班。
学员按名额由各省作家协会选有创作
潜力的青年作家推荐。梁潜是第一期，
由广东省作家协会推荐，1986年入学并
结业。我是第二期，由湖南省作家协会
推荐，1987年入学并结业。按这个学
缘，他算得上我的学兄。如果不差钱，
我也会去西北大学读那个作家班，和梁
潜应该是西北大学作家班同班同学。
西北大学作家班就是我们鲁迅文学院

第二期进修班折腾起来的。在学习期
间，一拨小说诗歌写得不错盘算着续写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家伙，不甘心在提倡
文凭的时代没有文凭，受院领导鼓励，
派来自辽宁的何首乌和江西的于国颖
前去西北大学洽谈作家班事宜。临近
结业，西北大学老师带试卷来鲁迅文学
院考试招生。暑假里，我收到西北大学
的入学通知书。入学要缴3000元的学
费，我手头没钱，只好放弃，南下找工
作。学院肯定通知了第一期部分希望
获取文凭的学员。我不知道梁潜是不
是曾跟我在同一考场。但他与我们第
二期的同学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同班，那
是确定无疑的。

梁潜会后跟我聊天。我迫不及待
地打听同学们的消息，东北的迟子建、
刘国良，西北的王刚、都沛，华东的胡正
言、曹征路，西南的鬼子、存文学……梁
潜告诉我，华东的同学因为要照顾家
庭，没有去西北大学，又在南京大学捣
鼓出一个作家班来。我说，这真是个心
想事成的时代啊！梁潜说，还有更厉害
的呢！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办
了个研究生班，有些人就直接去那边拿
研究生文凭了。是的，我们班王刚、余
华、何首乌就去了研究生班。我后来去
鲁迅文学院碰到他们。余华说：“正好，
何首乌那里有东西吃。”何首乌正在吃
烤鸡，赶紧给我撕了个鸡翅。已写出
《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的莫言上的
也是这个研究生班，与余华同室。

梁潜认真地说：“周艾若很喜欢你
发在《岁月》上那两个短篇小说。”我说：

“周艾若在北京啊！”周艾若老师是鲁迅
文学院的教务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文
艺理论权威周扬的儿子。我在鲁迅文
学院学习时，几个湖南同学联络要一起
去看望周扬先生。周艾若告诉我们，周
扬已卧病在床，认不得人了，去了没什
么意义。我们只好作罢。尽管我知道
周艾若只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并

不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心里还是有小
小的兴奋。可是谁知道周艾若喜欢我
那两个短篇小说呢？梁潜告诉我，是来
自大庆的同学王清学说的。《岁月》是大
庆市文联办的，刊物寄到西北大学。我
的《小说二题》含《枪毙》《红纱卡》两个
小短篇。很多同学看了，他也看了，确
实不错。梁潜用完全肯定特别赞赏的
口气，让我很有些不好意思。

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
们认真地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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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潜不断带回西北大学作家班的
消息。除了哪些同学发表作品引起反
响外，还有一些八卦，说完浅浅一笑。
梁潜出了书，而且挣了不错的稿费，这
是别的同学信中告诉我的。梁潜不提
自己出书的事，可能被认为是畅销小
说，不愿意提起。那时兴玩深沉。其实
我一直觉得靠写作挣钱，不诲淫诲盗低
级趣味，传达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主
题，是挺棒的事。畅销书不是谁想写就
能写成的。

梁潜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单位风流
云散。听说他去了市公共汽车公司。
一直有梁潜出书的消息。他是出版社
的抢手作家。出版社指着出他的书赚
钱。湖南文艺出版社闻风而至，派李一
安和王平来组稿，就住在梁潜家里。梁
潜早成家有了孩子，在光明街分到一套
房子。他知道两位是我老乡，且先前熟
悉，就通知我去陪客。印象里没有去酒
店，是在梁潜家里喝酒吃饭。后来一安
告诉我，他们组到梁潜的长篇小说《非
法移民》。好象还有上海的谢德辉来
过，也住梁潜家里。那时候接待文学朋
友就住家里。我也接待过沈阳的刁斗、
长沙的何顿。梁潜肯定不只接待过这
两拨朋友。1991年《珠海》杂志复刊，我
们办了一个“珠海作家实力展”栏目。
我打电话给他：“拿两个你自己满意的

小说，配评论推出。”梁潜不多话，很快
拿出一个中篇一个短篇，再配篇评论。
中篇小说发表后很快就被《小说月报》
转载。梁潜淡定地证明着他的写作实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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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潜在股市上玩得风生水起。见面
不多的时候，他成了朋友闲聊的传奇。
再见面，他承认自己已很少去单位，确实
在炒股。那时有很多发行内部股票的公
司，不知道能不能规范上市。格力电器
早期就是这样一种股票。梁潜说，刚发
行的内部股，属一级市场，等到上市，那
就是二级市场，我们现在有一拨朋友，专
门研究、打听哪些内部股可能上市，然后
在上市前想办法收购，到二级市场再抛
售，我们叫炒一级半市场。我觉得，梁潜
在努力走向财务自由，以便接下来好好
写东西，当然，也包括他更有财力接待全
国各地来珠海的文学朋友。炒股的故事
惊心魂魄。他说，有次去成都炒某支股
票，在广州到成都的飞机上，就有朋友意
味深长地扫一眼，发现乘客十有八九是
去炒那支股票的，没准所带的钱能把那
架飞机买下来。当天晚上，东北有个朋
友跟他换了个房间睡觉。第二天早上，
那朋友进来，掀开床垫，下面铺了500多
万现金。朋友说：“不好意思，我自己不
敢睡在这床上，会整晚睡不好觉的，所以
才跟你换了房间。”梁潜大惊：“你不怕我
发现把钱卷走了？”朋友说：“你不会的！”
梁潜强调：这是真的！从写作的角度看，
他像一个生猛侠客，正在亲历财富传奇。

果然，这些故事出现在他新写的小
说里。我已经好几年没发过他的小说
了。1998年，他送来中篇小说《潜龙在
渊》《飞龙在天》，写的全是炒股的故事，
床下 500 万的故事出现在《潜龙在
渊》。我计划刊出的时候，刊物因经费
停拨，已经没有发表他小说的机会了。
我有些歉疚，拖了许久，听说他身体不

好，就去看望他并解释因改刊而不能发
表的情况。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梁潜，我
握着他的手感到冰凉。他没有说话，努
力向我微笑，但没笑成，变成长时间的
对望。后来，有人说他去加拿大陪孩子
读书了，有人说他移居香港了，只有一
个朋友告诉我不愿意相信的事实。我

独自一个人去了那个“先人阁”，没查到
任何相关的信息，沉默良久，在门口作
了三个揖悄悄离开。

潜龙在渊。现在，每当想起梁潜，
或者朋友们提起梁潜，我就会想到他这
篇小说，想起这个充满张力的词。也
许，这就是关于梁潜的隐喻。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5 月
16日，“千字一文·千年传承”云水阁
校订版《千字文》书法展在市图书馆
二楼举办。作为珠海市第十八届社
科普及月活动之一，本次展览吸引
了50多位珠海及各地书法家、书法
爱好者踊跃参加，共收集53幅优秀
作品，通过展览形式传播学习校订
后的《千字文》，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经典对大众的熏陶，使传统文
化深入人心。

家喻户晓的蒙学经典《千字
文》，是由距今 1400 多年前南北朝
时期的文官周兴嗣，次韵编撰而成
的一部启蒙字书。《千字文》是以儒
学理论为纲，集天文、地理、人文史
哲、教育、美学、德育于一体之大成
的一部小百科全书，将儒学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念贯穿全
篇。从隋代始，《千字文》经历代20

多位书法家竞书，从皇家传播于民
间。从欧阳询、褚遂良、米芾、宋徽
宗、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到近现
代于右任、启功等，《千字文》一直活
跃于汉字文化圈。

珠海市云水阁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对《千字文》训诂工作自2018年开始，
通过成立编委会，查阅148本文献资
料，历时四年，不断增删、修改，校订
45字，恢复1000个不重复字，于2022
年1月《千字文学记》面世，本书由珠
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社科文
献出版社出版。

据悉，本次书法展筹备两个多月，
在交流学习、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积
极创作的氛围中进行。书法展由市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市云水阁传统
文化研究中心承办，市政协书画院、市
图书馆协办。展览时间截止到5月26
日。

千字一文 千年传承
云水阁校订版《千字文》书法展举办

《千字文》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5月18
日是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

“ 博 物 馆 的 力 量 The Power of
Museums”。珠海博物馆开展了精
彩纷呈的活动，充分释放“博物馆的力
量”。

5月17日，珠海市文化文艺志愿
服务系列活动——“‘岭南墨香·拓印
留芳’拓印体验活动”率先开启。珠海
博物馆与桂山小学“馆校合作”，将文
化送到校园，传递中华传统艺术之美。

18日上午，在博物馆二楼书吧开
展的《敦煌壁画之美》讲座拉开系列活
动序幕。主讲人带领听众超越时空的
限制，探索敦煌壁画之美，给人们带来
美的享受。

同时，非遗演唱者们用歌声把非遗
文化唱到珠海博物馆内，把传统文化精
神唱进观众们的心里。《钓鱼仔》《对花》
《抗病毒 保家园》《虾公虾婆》《望上黄
杨山》《红船过险滩》《梦忆沙田》，一首
接一首，听众们的反应热烈非凡。

此外，馆内还设有全天开放的展
览，如《“记忆——消失的行业”风俗绘
画艺术展》《百态——曹文汉黑白木刻
肖像作品展》《珠海历史（珠海通纪）》
《艺文与民俗》（古今珠海人、传承在民
间）《滇韵——云南民族文化展》《历
史——珠海家园40年》。一些展览内
还提供定时讲解服务，参观者们对珠
海的历史文化以及艺术审美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受益良多。

馆内活动如火如荼，馆外，珠海市

文化文艺志愿服务系列活动——“珠
海博物馆志愿服务活动送展览到基
层”也在高新区中山公园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深藏于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深
度融入基层，其力量渐植民众内心，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

除了精彩的活动，“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学生党员实践教育基地”授
牌仪式也于当日举行。据悉，珠海博
物馆多年来都在开展针对大中小学学
生思想教育、知识拓宽的活动。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珠海博物馆开展“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

据新华社伦敦5月17日电 利物
浦17日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
战胜南安普敦，继续以1分之差紧咬

“领头羊”曼城，将本赛季的英超夺冠悬
念保留到最后一轮。

与上周末足总杯夺冠时的首发名
单相比，利物浦的阵容出现了多达9处
变化。19岁的小将埃利奥特、曾被租
借至南安的日本球员南野拓实等都获
得首发机会。

趁着利物浦“崭新”的阵容还未找

到感觉，主场作战的南安先下一城。第
13分钟，雷德蒙德沿左路快速突进杀入
禁区，摆脱后卫后起脚打门命中。不
过，南野拓实第27分钟接若塔传球劲
射破门，将两队拉回同一起跑线。第67
分钟，马蒂普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
利物浦2:1全取3分，继续对曼城施压。

22日最后一轮大战中，利物浦将
主场对阵排名第八、已无缘欧战的狼
队。曼城将主场迎战前“红军”队长杰
拉德执教的阿斯顿维拉。

据新华社法国多维尔5月 17日
电 17日，正值第19届世界中学生运
动会在法国诺曼底大区举办期间，国际
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中
体联”）四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大会在诺
曼底的海滨小城多维尔举行，由中国推
选的候选人张爱龙成功当选新一届国
际中体联副主席。

本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中国共派
出了35名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击剑
等9个大项的比赛，由教育部学生体育
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张爱龙担任
团长。除了参赛，此次中国代表团的另

一大任务就是竞逐国际中体联副主席
的职位。

在当天下午的投票中，共有来自中
国、巴西、秘鲁、摩洛哥、乌克兰及希腊
6个国家的候选人竞选该组织的副主
席职务。经过投票，张爱龙以49票成
功当选新一届国际中体联副主席，实现
了我国代表在该组织副主席职务上的
连任。

在主席职位的竞选中，现任国际中
体联主席、法国人劳伦特·佩楚卡作为
唯一候选人成功连任，这也是其第三次
当选国际中体联主席。

张爱龙当选国际中体联副主席

南安普敦
队门将麦卡锡
（右前）未能阻
止利物浦队第
二粒入球。

新华社发

英超单场：

利物浦胜南安 夺冠悬念留至末轮

写作中的梁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