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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曾维浩公民曾维浩
□ 蓝宝生

有个地址（四首）

□ 叶 耳

我与作家曾维浩的交往，是先闻
其名后见其人的。介绍我认识曾维浩
的是我的大学同学、鲁迅文学奖得主、
广西作家东西。我据此判断，维浩和
东西是同一个段位的作家。

2013年9月下旬的某个下午，在
一个小说创作研讨会上，因为继续鼓
捣小说评论，荣幸受邀参会，因而得以
越过好几个文学同道的肩膀或头颅，
遥望全国文学排行榜上榜作家曾维
浩。目光交接之际，我从维浩眼里读
到了两个词：儒雅和散淡。维浩的微
笑浅淡、温和，仿佛春风拂过脸颊。会
议间隙，我主动走到维浩跟前，告诉维
浩，我是广西小说家东西和凡一平的
同学。他回道：东西和凡一平是我的
老朋友了，他们每次途经珠海，少不了
和我推杯换盏。我发现，维浩的声音
很有磁性，回响很大，让人有一种置身
剧场的错觉。我还发现，维浩身材挺
拔，气宇很是不俗。我说我早就买了
你的大作《弑父》，改天请你签名哦。
维浩朗声大笑说好的好的。那一天以
后，维浩的温文尔雅，还有他脸上春风
一样的笑意，常常以慢镜头的方式在
我的记忆长河里跋涉。

第二次见到曾维浩，是一段有风
拂面、有水绕指的美好记忆。2016年
12月下旬，广西作家东西受邀到珠海
为少数民族高级研修班的青年作家授
课。那天上午授课结束，下午我和朋
友到珠海党校宾馆拜会东西。我们刚
刚聊了几句，东西说等一下维浩会过
来，送我去珠海机场，话音刚落，维浩
便笑盈盈地来了。寒暄两句，维浩提

议我们找个地方喝茶聊天吧。于是维
浩开车，我们便坐到了吉大一家可以
俯瞰大海的酒店，点了一壶大红袍，
还点了几盘茶点，然后开始天南地
北、海阔天空神聊起来。吃完，喝完，
聊完，我们一起送东西前往珠海机
场。从机场回市区，维浩的谈兴丝毫
不减，兴致勃勃。维浩祖籍湖南，邵
阳师专78级的，我是河池师专79级
的，因此，我和维浩瞬间零距离了。
我因为读过不少湖南作家的作品，于
是趁机向维浩探问文学湘军的新闻
旧事，维浩从早期的丁玲、周立波到
新时期的古华、莫应丰、何立伟、王跃
文等，都一一道来，不是掌故就是轶
事，不是笑话就是段子，甚至包括个
别作家的雅趣或怪癖，都是我之前无
法得知无法了解的。

第三次见到曾维浩，是2017年6
月5日，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进校
园”活动珠海第一站在珠海市第三中
学举行。曾维浩以《中国古典文学作
品里的影像欣赏》为题，在珠海三中音
乐厅与海韵文学社师生分享自己阅读
鉴赏古典文学（主要是古代诗歌）的心
得感悟。在短暂的互动环节上，少男
少女们纷纷提问维浩，甚至和维浩开
了两个友善的玩笑。尤记得那一天，
曾维浩身着黑色圆领衫，春风满面，朝
气蓬勃。

第四次见到曾维浩是今年7月初
的一个聚餐上，得知曾维浩出版了一
部非虚构新著《一个公民的成长笔
记》（2021 年 7 月出版）。当晚回到
家，我就开始阅读《一个公民的成长

笔记》。面对《一个公民的成长笔
记》，我完全沉浸于心无旁骛的拜读
之中——只因为，作为维浩的同龄
人，《一个公民的成长笔记》里有太
多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故事情节
几乎和我的经历重叠：维浩的艰涩
艰辛，其实也是我曾经的艰涩艰辛；
维浩的迷惘惆怅，其实也是我曾经
的迷惘惆怅。当然，其中也有温暖
和亲切扑面而来。我和维浩心有灵
犀，共鸣共振如影随形。在我看来，

《一个公民的成长笔记》是维浩利用
日常穿越深邃的情怀之作，作品深
度再现历史影像，深刻反思司空见
惯，让沉默的历史关节不再沉默。
维浩以克制、冷静、细腻的笔触逐一
勘探，把现代人情感的困境和弯曲
心路和盘托出，呈现出60后作家的
自我认识和觉醒。也可以这样说，
《一个公民的成长笔记》以亲历的事
实、事件和温馨的文字，为一种名叫
自强不息的精神立传。

汕头北岸往南望去，隔着一个碧
波荡漾的内海，有青山如黛，很美的一
个地方。这就是著名风景区礐石。

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当年游礐
石，欣然赋诗说：“隔海望礐石，但见山
嵯峨。绝海入其中，胜境亦云多。桃
苑常如春，杂花攒青螺。竹树颇蓊蔚，
行衣拂松萝。曲涧漾浮沤，凫泛逐天
鹅。白云自卷舒，翠鸟飞鸣过。高低
循小径，引接洞盘陀。出洞复入洞，玲
珑交枝柯。礧砢不碍眼，突兀铁颜
硪。石林更幽静，秀削肩相摩……”把
礐石的奇峰秀色，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闹市里的桃花源，一片心灵
栖居地。可以说，走进礐石，每一块山
石，每一个幽洞，不但美丽，而且都有
动人的故事。

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我们且走
进其间，聆听有关它的一个故事。这
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其实是真实的故
事，尘封了近百年的时光，可是越是久
远，越是如陈酿般溢出醉人的芬芳。

那是1928年的一个冬天，从来就
没有出过北京城的萧乾，连自己也没
有想到，会一下子跑得那么远，由漫天

飞雪的北方，来到犹如春光的南国。
汕头这座漂亮的海滨小城，忽然间就
锲进了他的生命。一时间的不知所
措，乃至彷徨，是可想而知的。他是由
于卷入学潮，为逃避黑手，不得不随着
一位热心的汕头籍学生，逃到这里的。

这种逃难的气氛，加深了他内心
的忐忑。陌生的南国情调，多么新奇，
但充耳的异乡之音，却也使他心中怅
惘。这种无奈的凄苦，使他在汕头，在
礐石的故事，天然地有了更多的酸楚
和况味。

故事发生在山海之间的美丽背
景，有着苦楝树苦涩香味的这段爱恋，
注定是苦涩、凄怆的。

在一曲“小白菜”的旋律中，一个
大眼睛的汕头姑娘走进了年轻的萧
乾的心中。他们因为某些相同的气
质，互相吸引，惺惺相惜。爱情的种
子，萌芽、开花，遂使两颗年轻的心
贴近了。

于是，大海回荡着他们脆亮的笑
声，美丽的石头也会唱歌了，流传着声
声激动心弦的歌；而苦楝树下，却见证
了一对正当青春年华好时光的人儿，

那海誓山盟的铮铮。
一切都充满美好！山更青，天更

蓝，大海之上有白色的鸥鸟在飞翔。
可是，再蓝的天空，有时也会阴云

密布，狂风和暴雨，就要来了。
面对残酷的现实，霜刀风剑，那么

无情地摧残着绽放的花儿。几番的风
雨，爱情的花朵已零落成泥，留下的是
残花败叶，一片狼藉。

爱情竟是那么脆弱！他们也抗争
过，负隅顽抗着，但是，那个岁月，两心
相悦的爱情，却抵不住现实的残酷，权
力与金钱，就是爱着的两颗心难以逾
越的天堑鸿沟。

于是，苦楝树哭泣，大海呜咽，礐
石的每一块石头都黯然。

两个爱着的年轻人，渐行渐远，从
此天各一方。

但他们的内心，爱的光华何尝黯
淡？后来，男主角的萧乾，成了一位著
名记者、作家，他为这段难以忘怀的爱
情，谱写了一部动人情肠的长篇小说
《梦之谷》。

梦之谷，就是汕头的礐石，一个有
过美丽的梦的地方。

一个梦竟陪伴着一个年轻人，由
青春年华走到老年，走遍了全世界。

而大眼睛的汕头姑娘，她的一辈
子都没有离开过潮汕故土，但爱情却
滋养了她的一生，支持她走过艰难困
苦的岁月。或许，有多少个不眠之夜，
她会魂牵梦绕，梦见心中的那个人吧！

《梦之谷》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那年的某一天，历尽
劫波，饱尝苦难，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的
萧乾再度来到汕头。他深情地称这里
为“第二故乡”。是的，对汕头他充满
了感情，这里收容了他的爱，有他所爱
恋的人，——他的初恋，他的难忘的感
情。

听说，他心中的那个人还活着。
于是，有好心人要安排他们会面；可
是，萧乾却摇了摇头。究竟为何？他
没有说。——见何如不见，留下各自
青春的美丽和笑声，或者是最好的抉
择。

岁月如水，流走了多少如歌的往
事，却留下了多少美丽的故事。只是
山川依然，大海、蓝天、白鸥，一切如
旧……

苦楝树之恋苦楝树之恋
□ 林伟光

小托村是坐落在斗门白蕉黄镜
门河畔一条自然纯朴的乡村。

小托村是吴姓客家人聚居的村
庄，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原
名黄镜门村，后因村后小托山有特产
山橘远近驰名，村民出于对山的崇敬
之情，以山定村名为小托村。

客家人勤劳，曙光初起，大地还
笼罩在薄薄的雾霭中，人们辛勤的身
影就陆陆续续出现在蜿蜒小路上，蓝
天下，村前的“庙仔海”缓缓流过，村
后的观音山，翠竹迎风，山林如海，横
坑、坑尾、叶成坑、泥沟坑和官田坑等

“五坑”，风光优美。
在通往村庄的小路上，青草和野

花点缀着，看不到尽头。村道两旁新
植的黄花风铃、大红花等，经过阳光
雨露的滋润，显得郁郁葱葱。沿途村
民的说笑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田
野里虫子的叫声，还有小鸟的鸣叫，

交汇成一首动听的交响乐。
小托村的自然环境无疑是美丽

的。只是在过去，这里的人居环境却
让我皱眉，村内破旧的房子林立、满
地的垃圾、污水横流、泥泞、狭窄的巷
道……这是我第一次踏足小托村的
感觉。

小托村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人文
底蕴丰富，这里背靠风景秀丽的观音
山，观音山下，既有广府民居，又有中
西结合的洋楼，有清道光二十年建的
古井，有抗日旧战壕，又有防空洞遗
址。祖祠“曰有吴公祠”是村民聚集议
事、拜祭先祖、欢庆娱乐的地方，曾是
农会旧址，里面珍藏着市送文化下乡
赠送的名家书画；后来在小托山北侧
官田坑口还发现贝丘、沙丘遗址，经专
家鉴定，约为5000年前新石器时期人
类遗址。

我对人文历史丰富的村庄情有独

钟，一直关注小托村的发展，后来在村
书记的支持下，斗门作协在此建立创
作基地，我对小托村的感情也日渐深
厚。每次到小托村采风，村民的淳朴
和蓝天清风一样，还是那么温暖舒
心，只是小屋变成了高楼，入村的泥
泞小路成了宽敞的沥青马路，房子新
颖别致、井然有序，布局合理，统一用
古香古色的青砖装饰；巷道有路灯照
明，整洁美观；民居房前屋后树木花
草散生其间。村里一切呈现出看不见
纤尘的纯净本色，丰富充实之美伸手
可掬，一步一态，令人目不暇接，使人
分外惬意。

走进小托村，穿过古色古香的牌
坊，上书“蕉北明珠、古韵乡村”，浓浓
乡土味扑鼻而来，凭栏远眺，满目的青
翠让人流连忘返，人间的美丽似乎都
浓缩在这村落，花红叶碧，绿树成荫，
奇花异草尽情开放，古朴典雅的农舍，

美轮美奂的别墅，在绿荫、翠竹的掩映
下，在蔚蓝的天幕下显得格外宁静、
淡然，仰望天上，云散风流，一种无以
名状的舒畅在心中静静流淌。在这
里，让我忘却了城市的喧哗，忘却了
冗繁忙乱的生活。在这里，再匆忙的
人也会慢下脚步，细细感受人生，体
会生活。

坐在观音山的古树下，这里绿树
成荫，铺锦叠绣，绿草如茵，溪流潺
潺，我闭上双目，静听溪流叮咚，我呼
吸着弥漫在空中的芬芳，一种悠然、
恬静的感觉萦绕于心，骤然涌起许多
思忆。

作为美丽乡村的创建者，在每一
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努
力创建美丽的村居，让村民过上美好
幸福的生活。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小托村会更
加美丽富饶。

蕉北明珠蕉北明珠，，古韵小托村古韵小托村
□ 黄龙汉

那天

表弟和他父亲来了
他们在冠利达大厦等我
我在黄昏的灯光下
见到了我的亲戚
他们健康而朴素

姨父见到我说
你怎么这么瘦
跟原来的你
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生活

许多人在这个下午
与我走着相反的方向

女人化好了妆
给另一个男人打电话
女人说：你到了吗？

病历

红斑型的胃
她在临床的科室
呈现 27岁的胃镜
型号是Fujinon-88fp

我知道大量元素的哲学
都来自生活的胃

地址

我站在车流如水的站台
广告牌下的自己
像一个失去重心的果实

很多人从家里出来
就忘了回家的路

只有一个地址
才能使我们准确地
发现自己更像一个人

山野清香的风，很温柔
如何让阳光照进我的诗里
有一种爱源于土地
父亲像一张弓，一刻不息地劳作
播种了田间与地角的旋律
我看见父亲赤背上流下一条河
母亲跟在河的身后
父亲的犁却一直犁到了自己的满头白发
犁到了农事的深处

银丝和沟壑反射着强烈的光
镰，渐渐地瘦了
割伤了秋风与田间的梦境
做了大半辈子的村支书的父亲
泥土上的脚印露出了万事千家的痕迹
根脉相连，心灵相通的村东的路
牵牛花牵动了我的眼眶
清晨的风过后，几声鸟鸣，土地又苏醒了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

我们常常一起在墙根下
用碎瓦片和泥沙子玩过家家

你还只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
却突然烟消云散了

你们家在山坡种了许多果树
你母亲说有个晚上在月光里看见你跑过

她一路追，一路喊你的名字
你始终没有答应也没回头

母亲脸上的月光
很像一颗闪亮的珍珠

历史的车轮总是按照历史的进程，
有规律又打破规律地前进，它的进步是
惊人的相似又截然不同。

开荒，这是一种力量和过程。这个
过程是漫长的，痛苦的，心酸的，同时也
是短暂的，喜悦的，充满希望的，让人向
往的。

这好比是开荒的人，在一片荒芜上
播种一片绿荫，感受汗水粘身后带来的
惊喜，在黎明前看到晨曦初露，阳光穿
透薄雾，冉冉升起，感受阳光驱走黑夜
的兴奋和胜利，这是怎样的一种欣喜和
成就。

眼前景山幼儿园这群开荒者，让我
惊喜又惊讶。与黄土和灰尘共舞的日
子，她们是那么朝气蓬勃。在家是十指
不沾阳春水的公主，吃穿不愁，渴了饿
了，动动手指有美团送的，动动嘴巴有
父母做的，居然能在这个垦荒地待下
来。纤纤玉指也需要拿起扫把拖把，脚
穿耐克也能踩在黄泥地里，一袭优雅长
裙也要换上便装，弯下腰来刷地板，长
发飘飘也照样盘上去，楼上楼下来回搬

东西……中午，放下工具，拿个盒饭，席
地而坐。这些开荒者中，九零后零零后
的小姑娘，平时都要求精致生活的她
们，居然能坐在满是灰尘的地板，吃最
简单的快餐，没有风扇空调，居然还能
吃得津津有味，一边说累，一边谈笑风
生，看似矛盾的心情，其实是她们的另
一种体验，生活的体验，开荒者的体验。

这是一种怎样的开荒？繁华都市
里的一座山，霓虹灯下的一颗心，她们在
城市心脏手绘彩图，她们在高楼大厦中筑
梦未来。如果不是因为喜欢，很难想象这
样的环境，她们能心甘情愿地选择留下来
开辟新天地；如果不是因为有坚定不移的
信念，不是因为追随某个人，某种精神，她
们不会在该旅游度假的最好时间，留在
这片荒原吃苦流汗。最好的时光，她们
把心血和梦想筑在理想之山。

不久的将来，她们这群开荒者，会
用爱托起孩子们心中美好的童年，手绘
孩子们成长的每个痕迹，让童年的美好
记忆，像一座座巍峨挺拔的高山，矗立
在他们心中。

开荒者
□ 毛岸琴

山雀叫醒了清晨(外一首)

□ 慢 慢

沅陵民居之一 钟凡 作品

人物简介：曾维浩，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弑父》
《离骚》、小说集《凉快》《都市雕塑》、长篇非虚构作品《一
个公民的成长笔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