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河北省沧州，曾
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全
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乔
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
国》等。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4
卷本《蒋子龙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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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还写情书吗现代人还写情书吗？？
□ 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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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幽暗知识生别有幽暗知识生
□ 强 雯

前山河偶书（组诗）

□ 韩少君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强雯 女，重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曾有中短篇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

《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被《小说月报》
等转载，著有小说集《石燕》，长篇小说《养
羞人》《吃鲸鱼的骡子》，散文集《重庆人绝
不拉稀摆带》。曾获两届重庆文学奖等。

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离不开一个
“情”字——学会了发声，就有了情歌；发
明了语言，随之也学会了说情话；创造了
文字，便有了情书。发乎于情，困乎于
情，心思用尽，好话说尽。网络时代手机
普及，连写信的人都很少了，还有人写情
书吗？在网上什么肉麻的话不能说？有
一朋友为自己一个远房的晚辈保媒，还
要负责教会那“手机男”写情书，竟然把
这件麻烦事推给了我。女方或许是“大
观园”的某位才女转世，一定要看男孩子
的情书，以考查其文字表达能力如何。

我原想让“手机男”去读一些名人的
情书，熟读之后自然就会写了。朋友说
来不及了，你先教一两招救急。于是我
简单地向他介绍了古今中外各式各样成
功的和失败的情书样式，供他参考。

写情书没有统一的、百发百中的格
式，可就地取材，利用自己的工作优势炫
耀才智。比如网上盛传的段子，一位地
理教员的情书里有这样的话：“你是东半
球，我是西半球，我们在一起，便是整个
地球！”数学教员受启发，也照猫画虎：

“亲爱的，你是正数，我是负数，我们都是
有理数，就该是天生的一对！”化学教员
看他们都成功了，就也学这一套花言巧
语：“你是氢H，我是氧O，我们的结合便
是水H2 O了。”没想到他的女朋友缺乏幽
默感，且格外认死理，回信跟他断了关
系：“怎么有两个H，还没结婚就有了第三
者！”可见写情书也需要创造，需要根据
自己的具体情况出新，照抄照搬别人的
老套路容易误事。

以多取胜，烈女怕缠郎。法国画家
列克鲁尔，在给情人的情书中就只有一

句话：“我爱你！”然而他把这句话重复
了187万次，这可是个工夫活啊！没有
磨洋工的劲头坚持不下来，他恰恰就是
靠这种泡蘑菇的工夫打动了对方。大
家都知道，1974年冬，70多岁的梁实秋
邂逅了小他30岁的歌星韩菁清，头两个
月就写了90多封情书。后来越写越多，
去世后编成了厚厚的足有六百多页的
一大本。

工于心计，出奇制胜。每当世界杯
期间，时尚女郎都一窝蜂地想嫁给绿茵
场上的英雄。英雄才有几个，女球迷则
不计其数，要想把大牌球星追到手绝非
易事。荷兰19岁的少女丹妮，就凭着一
封别致的情书，立马俘获了五次被选为
荷兰“足球先生”的世界级巨星克鲁伊
夫。克氏收到的情书可车载船装，一般
的信他是不看的，有一天他收到了一本
裘皮精装日记，随意一翻，每一页上都有
他的签名。这调动了他的好奇心，便一
路翻下去，最后是一封写给他的信：

“……我已经看过你踢的100多场球，每
一场都要求你签名，而且也得到了，我多
么幸运啊！现在，爱神驱使我寄出了这
个本子，如果你不能接受我奉上的爱情，
请把这个本子还给我，那上面‘克鲁伊
夫’的名字会给我破碎的心一半的慰
藉。我多么想也得到那另一半啊……”
这个少女成功了，一周后他们开始约会，
并订下终身。爱情的确是一门艺术，写
情书光靠有爱情还不够，还要有点绝的，
会花样翻新，一鸣惊人。

写情书大都要装出被爱情热昏了头
的样子，“无耻”吹捧，山盟海誓，以肉麻
当浪漫，蠢话连篇。情人间的绵绵私语，

固然是越蠢就越甜蜜，但过了头也容易
被误解，或华而不实，或满纸都是空洞无
物的“假、大、空”，让情人摸不着头脑，又
如何向你托付终身？为音乐而生的贝多
芬，在爱情上并不走运，他留下的三封情
书也许能解开他在爱情上失败的原因。
第一封：“我有满怀心事要向你申诉——
唉，有时我觉得言语文字不足以表达感
情——祝你愉快——愿你永远做我唯一
的忠实宝贝，做我的一切，恰和我对于你
一样。”第二封：“我哭起来了——你固然
也有爱情，但我对你的爱情更加浓
厚……哎，上帝呀——我们的爱情岂不
是一种真正的空中楼阁——可是它也像
天一样稳固。”第三封：“请你放安静
些——你要爱我——今天——昨天——
我因思念你，不觉涕泗滂沱了——
你 —— 是 我 的 生 命 —— 是 我 的 一
切……”

满篇都是删节号和波折号，语无伦
次，不知所云。用这种方式表达的爱情，
自然会充满波折，或是不知所终。而有
些人又因为太会说，花里胡梢，天花乱
坠，反而坏了自己的好事。如本杰明·富
兰克林，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声名仅次
于华盛顿的伟大人物，曾参与起草了《独
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同时还发明了避雷
针、富兰克林炉等，被誉为“万能博士”。
其妻去世后，他追求巴黎上流社会里的
一位艾尔维修斯夫人，那女人还深爱着
已经去世的丈夫，拒绝了他。他于是写
了一封很长的情书，卖弄才情，像编造荒
诞剧一样说他遭到拒绝后回家就躺倒
了，以为自己已经死去，随后便进入天国
并看见了那个寡妇艾尔维修斯太太的丈

夫。岂知那个男人在天国又娶了新的太
太，欢爱异常，把前妻忘得一干二净。富
兰克林非常愤怒地替他正在追求的艾尔
维修斯太太抱不平，最后还有一神来之
笔，说那个寡妇的丈夫在天国娶的新老
婆正是他富兰克林前不久死去的妻
子……以期激起那女人的醋意和恨意，
从而跟他结合。岂料游戏玩过了头，再
一次被人家拒绝。

现代年轻人写情书就轻松多了，嬉
皮笑脸，油嘴滑舌，搞一点脑子急转弯就
行了。这里不妨摘一点现代情书中的

“经典”句子：“我要正式向你问路，怎么
样才能走到你心里？”“我真想看看你领
子上的标签，想知道你是不是天堂造
的？”“今天的雨真大，是老天爷冲着你流
口水！”“请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
界上第二最幸福的人。因为有了你，我
才是第一最幸福的人！”……

好啦，该打住了，我看那“手机男”眼
光游离，精神已经不能集中，就想自己可
能白费口舌了，便拿朋友调侃：“你真是
咸吃萝卜淡操心，现在时兴直奔主题，最
好的情书是一串数字，房子多大，车是什
么牌号，年薪多少万……”

生活变了，人们的感情变了，情书还
能不变吗？

对知识的热爱和追逐，有时来源于一
种氛围。幽暗的，陌生的，湿润的，清凉的，
试图亲近的，琢磨不透的却又朦胧的气息。

那种混沌不清的气息，在逼仄的空间
里，储藏着与热爱有关的能量，对一个少年
来说，那可能是对知识最本能的渴望与探
究。那一个时刻里迸发出热能，会伴随一
生。

季节转换到了夏季。
重庆一如既往的酷暑，而酷暑总是少

不了补课。
在若干个与酷暑有关的日子里，唯有

一段幽暗与炽热交替的暑假，百味丛生。
那时作为小学生的我，被班主任老师叫到
家里开小灶。只有特别拔尖的学生才能享
受那种待遇。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到老师家
去，时值暑假，烈火在天空奔跑，我们每天
早上九点汗流浃背地到达老师家中。

那是镇小学统一分配给老师们的住
房，在学校背后的一个山坡上，在院坝里可
以远远地看得见嘉陵江，乡镇的部分民居，
当然，更多的是稻田、玉米田。第一次去语
文老师家里，没想到这么逼仄。甚至没有
我们几个学生的家庭环境好。

那是一套阴凉的老平房，阴沉的石灰
地，终年难见到阳光的地板，但透出一股湿
润，在夏天里，她和她的家人会轮流用清水
拖把洗刷四五次家里的地板。

这套30几平方米的房间，被分隔成两
室一厅，其实每一个卧室都只能摆下一张
床，但是老师就是老师，自带书香和威严。

补课的房间有时在客厅，有时在卧室，
但总体的住房条件都差，不过语文老师似
乎有一种勤劳求善的本能，她把自己的房
子布置得很温馨。我们几个小学生在昏暗
的房间里练习题，做语文阅读理解。

班主任老师的女儿彼时已在直属重
点中学读书，见我们来补课，也不出声，
只是默默地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做
题，跟她母亲说话也极其温柔。见多了
青春期的逆反母女，这一对母女却出奇
的和睦，互相都有一种包容和理解，让我
们十分羡慕。

偶尔老师会让我进她女儿的房间休
息，但是我不敢，即使躺着，也从来没有在
那张小床上睡着。我的眼睛、鼻子里都是
那些潮湿，昏暗的光影在密实的窗帘上浮
动，花露水的香味淡淡漂浮。

她女儿的案头上摆放的《少年文艺》
《读者文摘》，还有旧版的《悲惨世界》等世
界名著，对我们来说都很艰涩。

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暗暗的从阴暗潮
湿的墙缝里生长出来，从隐隐约约的蚊帐

中撩拨起来，老师的居家环境并不好，放在
今天来看，是相当寒碜，但是那个女孩子却
能暗暗发奋用功，对她母亲言听计从，有一
段时间我甚至认为，这种逼仄的环境更能
激发一个孩子的求知欲。

她们像那幽暗局促的环境一样，有着
某种韧性。

“你看的什么书？”有一次，我鼓起勇气
问她，她也没有说话，只是把书封对着我瞧
了瞧。

那个时刻，我认为老师的女儿一定会
去当作家，但后来她考进了华西医科大学
本硕连读，后来当了一名医生。

那个清凉阴暗漫长的暑假，我至今记
忆犹新。不觉30几年就过去了。

当时在那里伏首，只觉得光线昏暗，看
字吃力，但老师的女儿也坚决不拉窗帘，也
不开灯，幽暗的光线似乎能把她渡到另一
个明亮欢乐的世界。

会近视吧？离开后，我们会小心议论。
语文老师和她女儿都如此笃定，这是

最好的消暑方式，毕竟重庆一到夏天就是
40度的连晴高温，还没有空调。

人生走过了曲曲折折、沉沉浮浮，回望
求知的旅途，那是我最好的补课时光，也是
最温馨、最有文学启蒙的酷夏。

这个语文老师是学校里公认的最好
的语文老师，对人和善也知道怎么传授方
法，经过她调教的孩子，都能上重点中
学。暑假里的补课重点是阅读理解，她的
教学方法就是把标准答案念下来，我们听
写，最后形成一种套路式的记忆，那种方
法现在想来也非常可行，因为到如今记得
很牢固。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我至今没有去看
过她，因为她已经搬家了，不知道去往哪
里。

可我依然记得教室后面的山坡上，沿
着长长的青草丛生的石梯，抵达了一间教
师的平房，而语文老师就住在那里，她刚刚
用水泼过地，拿起一套试题，周围还有许多
旧书，恭身以待，她的女儿和学生都化作身
后一本本模糊的书。

那样的夏天何其动人。对于知识的渴
求是那样悄无声息，枝枝蔓蔓，终身不绝地
向我缠绕过来。

前山河观鹤
暮光涌进河道
半个钟头前，烟波
在更远的天际。
有翅膀的，瞬间
直抵山涧，有时
一只只落在裸石上。
前山河观鹤，静坐
盲目如我，空洞洞
如苏子言：
一日似两日。

南方之夜
一边梳理羽毛
一边嘟噜、嘟噜叫着
类似吃药人的声音
类似割断苇杆、啃噬树皮
发出的钝音。
芒果林内，这鸟
对树皮的热爱
超乎想像
尤其在深夜。
骑楼上
吃错药的南方人
望着栅栏外，保持
俯种姿式已经很久。
这鸟，从树顶
俯冲了下来。
睁开眼
才两点半
看不出发生过什么。

这翻腾的一切
真正的大海隔着几个街区
气息浓郁，宽阔的前山河上
小铁船刚好划过，咔咔声
传得很远，路口，有车辆
打着双闪，如果真有什么
呼啸而来，你只能留意到
那声音本身，小区树丛间
几只被点燃的亚洲鸫鸟在争斗
使用腹语，偶尔安静
看不出谁将成为“急切的情郎”
谁会逃之夭夭，它们的喜悦
正是它们自身在纷扰，唉
它们拥有下午这翻腾的一切。

河畔
惦记对岸的那个人
也是起身离开的这个人
阳光铺了过去
阳光甚至穿越桥洞
光洁的瓷面让这里
有了一泄千里的快意

这条小河并不起眼
时常干涸，摸鱼的人
下到河床，改种青菜
长寿的决心，藏在皱纹里

他把一口无釉的土瓮
扔进草丛，收集雨水
也收集雷声，还可以盛
别的什么，譬如银子

譬如雀鸟的翅影
贴着流水哼歌时
他哼唱出来的，谁知道呢

前山河偶书
遇到一块石头
便不打算朝前走了
大海距此5公里。诸如
居民村、漂浮物
跳海的祖母，都在一盏
古老灯塔之前完成了。
石头上吸附太多蛎壳、螺壳--
热蛎壳，尖锐的空螺壳。
慢蜗牛爬进乱石，触角模糊
刚从粘液中探出。晚八点
前山河在潮水的回溯中
开始恢复它的完整性。

栈桥
习惯站在这里，独自一人
看老军工种下的一片向日葵
偶尔，扭头望远处。要是从前
该有多好，一个个飞身入水
当年，他俩二十出头，牵手沉潜在
明镜似漳河里，光亮的身姿修长，
可现在，一个去了
美利坚，一个移居清迈
全然不知共同的大哥
刚刚遭遇这个苦夏的悲凉。

他们修这么长的栈桥，拐着弯
向水中延伸，就是让我们来看落日
或者，书写落日颂，掌中
袖珍收音机里，那个善于
讲笑话的相声人，诙谐地
唱着一首红艳艳的歌儿。
汗衣搭在木栏上，他，甩臂
踢腿，空空的鲤鱼泛出水面。

有朋自远方来
我得在此傻等

他们从另外一个城市过来
由着他们蹦跶，年轻人
骑着小青桔向前滚动
老情谊随着风景飘忽
一点火焰，被那队长长的
鹤影驮着，斜斜地上升

谁在那头，都像是冲着这边
亲密地走动，都是要拥抱的样子
落日下，他抡了几下手臂，巨大的
背影，在葵花地里摇曳，我就看好
这个影子，其实不用对话
背对落日，比什么都真切。

韩少君 男，1964 年出生，中
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委员,湖
北荆门市文联副主席，荆门市作协
书记、副主席；著有诗集《倾听》《夜
里会有什么声音》等6部，获“长江
文艺”诗歌奖、“或者”诗歌奖、“朝
阳”文学奖等；曾主编中国唯美诗
歌丛书,曾受聘主持《诗歌月刊》

“先锋时刻”等。现居湖北荆门。

湾区新貌（国画） 韩建明 作品

野葵园（国画） 刘春潮 作品

海铺石（散文诗）

□ 蔡 旭

海铺石在电城海铺村里。不
只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巨石，或
者说是一座石山。被不知是一棵
还是多少棵榕树拥抱着。树干从
石头上长出来，树根从石缝里钻出
来，树的叶子则遮挡了一片天空。
说起它的名字还有村子的名字，就
得讲到宋朝了。其实它是一堆海
石，那时它的脚下还翻滚着潮水。
石头上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孔，那是
用来拉船系缆的。后来沧海桑田，
有了村庄，成了海港。又有了店
铺，米铺，布铺，油盐铺，药材铺。
有了石头街。潮水漫上来时，踩着

石头也就畅通无阻。据说在有电
城街之前，海铺圩可是方圆几十里
的商贸中心呢。

这一天，我站在石头上，同海
铺石一起张望八百年的变迁。这
座由巨石与古榕组合的小公园，让
历史的深沉厚重与现实的勃勃生
机，把我深深打动。想把我的身影
交给这幅美景，但它的容量实在太
大了，镜头竟无法把它包容。有人
说，如果能把它搬到城市，该是无
价之宝了。我说，历史是无法搬动
的。更何况它和美丽的乡村在一
起，不是更美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