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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赞美一下
（外一首）

刘勇

我无数次写到春天
写到桃花，也写到白玉兰
甚至写到村头那些不谙世事的小野花
我一直叫它们小家伙

而对于这暖洋洋的时光
我感到无比的愧疚，我甚至没有
馈赠它一句赞美的语言
对于每一次暧昧的宴请
我都没有提及这养育数十年的感情
面对这季节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我一次次在文档里
种下错失和爱

而今天，我唯一能说出的
也只有爱恋和渴望
不知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赞美

春天的午后
阳光把一根根金色丝线撒向大地
风吹过
田野上到处都是亮闪闪的金子

那些嬉闹的孩子们踩着空气走过
一位纤细的女子抬起她可爱的脸庞
长发在空中飘散

我独自在杨柳下，深深呼吸
花香从南面而来
我一点一点倾斜着自己

民彤

当下，荧屏上充斥着各种真
人秀、狗血剧情、拼明星、拼规模
等俗套节目， 却没料到一档安安
静静的《见字如面》一下子火了。
对于豆瓣上获得9.4高分的这档节
目， 媒体和观众给予一致好评：
“‘见字如面’，是陌生了的心灵之
旅。 ”“是用沉静抵抗浮夸的综艺
清流。 ”“书信中字里行间闪烁的
真诚最能打动人心。 ” 这个节目
“让人重拾写信慢时光”……

《见字如面 》是国内首档书
信朗读节目， 去年12月份首播，
其节目形式是以明星 “读信”为
主要内容，旨在用书信打开历史
节点，带领观众走进那些依然鲜
活的时代场景 、人生故事 ，去触
碰那些依然可感的人物情状和
社会风物，重新领会中国人的精
神情怀与生活智慧。

节目中一百余封跨越古今的
书信，是从上万封文化名人、信件
收集家、 多家书信博物馆和档案
馆的推荐中精选出来的。 不少观
众在微博、 豆瓣上评论：“这个栏
目对于现代社会而言， 是一股新
鲜的空气。过去的人，够真挚带温
度有情怀， 所幸当下的我们还能
缅怀，还未遗忘。 ”还有网友表示：
“真想把手机砸掉， 然后我们写
信，驿寄梅花鱼传尺素，感受以前

那种很慢很慢的时光。 ”
这实在是一种对书信文化

的怀念，它不仅是人们的真实情
感的记录，也折射和记录着时代
的变迁。

其实，这正是人类书信文化
的本质意义。 我们知道，书信曾
被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也是
极好的文学作品。 像鲁迅的《两
地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都
是书信隽永之作。

如今 ， 我们的风格与精神
都被打上了时代的标志和烙印。
我们的书信形式基本上已经电
子化 ， 使用的是随时被删除的
电子邮件、 140字的微博、 符号
化的短信 ， 传统的通信方式所
具有的优美的修辞 、 亲切的笔
迹和情感的期待等 ， 似乎已经
消失———现在， 还有多少人手
写 家 书 ， 又 有 多 少 年 轻人会
手写情书呢 ？ 在这个文化速食
时代 ， 一种传统的文化形式已
被抛弃了 。 我们的情感寄托 、
灵魂归宿， 似乎无处安放……

这不禁让人想到海涅在《论
浪漫派》中所说：“我们的感情枯
萎了，我们的幻想干枯了 ：我们
必须新生，我们必须再去寻求堵
塞了的天真质朴的文艺源泉。 ”
这也许就是 《见字如面》能够走
红，触及到每一个观众内心情感
深处的深层原因。

文化时评

回忆“见字如面”

黄孝纪

昔日毎一户人家的门口，少
说也有一块磨刀石。

旧时我那村庄的瓦屋住房，
不外乎三种样式：一是有天井的
大厅屋， 通常住四户以上人家；
再就是无天井的小厅屋， 住两
户； 还有一种则天井和厅皆无，
形同杂屋，单家居住。 磨刀石的
放置，也同样有迹可循：或在天
井的石沿上，或在厅前两侧的石
墩旁， 或在门口石板巷的明沟
边。 这些粗粝的石头，就常年搁
在那里，用时方便，谁也不会担
心偷走。

村边四周的山岭， 多是红
壤， 生长着茂密的油茶树和杉
树，这样的土质下面，也就不会
有砂岩。 那些偶尔凸出山表的，
也都是乌黑硕大的青石。村前的
小河，河水清浅的日子，一些滩
段就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成片鹅
卵石，乌黑，光滑。 这些石头，好
像也没看到有人捡拾回家，当作
磨刀石来使用。 差不多可以说，
村里的磨刀石， 都是来自外乡。
它们进村的时间，路径，方式，源
头，各不相同，就像这个村庄祖
祖辈辈迎娶进来的女人。

这些磨刀石， 有的是石磨的
残缺一角，有的像小石板，有的则
打凿成型，如粗大的砖块，形态大
小各异。不过有一处是相似的，它
们的中部， 长年累月经受刀斧的
磨砺，形成流畅的内陷圆弧。

那时的村庄，虽说大家过的

都是平朴的日子， 却是人畜兴
旺，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村人很
少外出，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每一
样活计，都由人工来完成。镰刀，
柴刀，斧头，猪草刀，菜刀等诸般
刀具，每天都要用到。刀口缺了，
钝了，到磨刀石上磨磨，便又锋
利光亮。

耳濡目染， 村里的孩子，无
论男女，差不多童年里就学会了
磨刀。到少年时，已经非常熟练。
那时，我们在上学之余，扯猪草，
割茅草，砍柴火，剁猪草，全都是
分内的职责。 做这些事情之前，
习惯把刀子磨利。

打半盆水，将磨刀石和刀刃
浇湿。蹲下来，一手握着刀柄，一
手握着刀背，斜按刀锋，抵着磨
刀石来回磨砺。 因为用力，全身
随之摇晃，磨刀石发出嚯嚯的摩
擦声。 砂浆水越磨越稠，在石面
和刀页上涂了一层。 反转来，浇
点水，再磨。如此几个回合，用水
冲刷干净，刀锋便银光发亮。 伸
出拇指肚，试试刀锋，如略有卷
刃，反顺在磨刀石上抽一刀两刀
即可。 有了磨利的刀具，干起活
来，顺手又省力，正所谓“磨刀不
误砍柴工”。

那个时代，有一副书卷气浓
郁的对联曾广为流传：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即便
在闭塞的山村，人们也常以此励
志抒怀。 有好几年，母亲要我这
个中学生写春联，我都是写上这
副贴在门口。 自己看了，也暗暗
地在心底鼓起一股劲来。

磨刀石
流水兰香

伟子

站在水边，把你的手儿拍一拍。
在白亮亮的水边，在白晃晃的白日里，一站

就是老半天，白白地做着白日梦。
在山村的深夜，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你和

小伙伴们一字排开，坐在小溪边久久地出神。突
然，有人尖叫，高兴得手舞足蹈：乖乖，溪里有个
月亮呀！ 发现新大陆似的，大伙儿奔走相告，欢
呼雀跃。瞬即，有人不同意，说：怕是月亮在溪水
里洗澡哩，怕是月亮从天上摔下来了哟！大伙儿
一个个踮脚细看，遥望天穹，天上地下，一天一
地的星星眨着眼。

站在水边，把你的手儿拍一拍。 拍出你，拍
出我，拍出他，拍出一地的欢快，拍出山村的幸
福，拍出满天的梦想，拍出悠长的思绪……

水边是你儿时的乐土， 水边也是我们少时
的追梦所在。

时至今日，我们在一起，半醉半醒之间，说
起童年，总有没完没了的话题，我们一个个好像
立马找回了各自真实、快乐和幸福的美好时光。

是啊，正如冰心老人说：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
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你也和我一样，常常想念那个乡下的老家，
想念童年的伙伴，想念乡邻亲友，想念那些散落
着的山和纤纤溪水，还有那古槐，那晒太阳的老
黄狗，那疯长的田野，那条通往村外弯弯曲曲的
小路……

那般的清风明月中，那样的童真时代里。你
和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伙伴，都是那样的兴奋
和好奇。 一路上，追赶着小溪，小溪弯弯曲曲穿
越于山川田野、山谷石壑，她总是那般欢快地唱
着歌，跳跃着，勇往向前。

你问：小溪啊，你要到哪里去？
小溪说：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那里做什么？
我要流成河，汇成海，变成浪。
那样，你不是没了么？
我愿意，我自由，我快乐！ 嘿，我没了么！ 我

可是壮大了，成熟了，激情多了……
你和我一样，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伙伴，都梦

着自己也变成水滴，随着小溪，开始快乐和自由
的行走……

“小溪奔放你的热情 ／哼着春雨洗亮的歌 ／
犁在如火如荼的素笺上 ／把你写成或深或浅的
韵脚……”

一路走来，你善字当头，真诚待人，正直处
世，平心静气，不懈努力，文学灯塔照耀你前行。

顺风顺水时，你不骄不躁，谦虚谨慎，当属不易；
坎坷不公时，你不温不火，平静以对，难能可贵。
你总是感恩，感恩父母，感恩师友，感恩文学，感
恩乡土，感恩阳光，感恩大地上的生灵。 在你身
上，我学到了许多。

有一天， 你邀我们兄弟几个去爬山。 我知
道， 你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保持一份向上的心
情。你还说，早想去看看那山上开得正盛的兰草
和山下流水潺潺的小溪。

那一夜，我做梦了。 看到在石缝中，在荒山
野岭之间，一株株、一束束、一蓬蓬兰草逶迤开
去。 我们顿时惊讶了，惊讶如许之多的兰草，那
样坚韧地生长着，蓬勃地茁壮着，又是清一色的
婀娜绿衣，飘逸脱俗，清香淡远。小溪呢，还是那
样絮絮叨叨地和我们说着话儿， 还悠悠地哼唱
着小调；风来时也好，雨下时也好，它总是那么
从从容容，从容得你不得不佩服它，佩服它的镇
定、豁达与远虑。 望天上，云卷云舒，月升月落，
去留无意。 陡然，我们的心情也舒卷开来。

是啊，过了多少年，我们又回到了童年，回
到心灵深处那个宁静的港湾。最终，回到自己出
发的老地方，回到生命的原点。 一切都已远去，
一切都在皈归。

有一天， 我忽然看到一篇资料中说兰草以
花茎分，一茎一花为草兰，一茎多花为蕙兰。 那
一刻我仿佛明白：兰是草，草为兰，香在心，品独
高，香自远；溪水潺潺心中流，小溪就永远不会
干涸，不会走丢，不会停流。心中有兰，什么都可
以有，什么都可以无。

作为兄长， 要圆年轻时的那个多彩的文学
梦，我很高兴为你写上几句，以壮行色。

流水兰香，清香悠远绵长；寥寥君子，行必
久远……

卜布

在这个沉静如梦的清晨，我
要去一座城，看望一个人。 那里
远山如黛，白雾横江，你着一袭
青衫， 在烟墨如雨的长巷里慢
行， 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
来到你的面前， 对你伸出双手：
“你好，沈从文。 ”

我若去看你，必将经过一条
小溪。 你告诉过我，那条小溪宽
约20丈， 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
底，却依然清澈透明。

我站在小溪边上，想起你给
我讲的那段哀婉而凄美的爱情。
也是在这风光秀丽的小溪口，有
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邂逅了两
个英俊少年，在那月光高照的碧
溪岨，有优美缠绵的歌声，带着
人们各处飞， 飞到对溪悬崖半
腰，飞到了女孩的梦里。 女孩摘
了一大把虎耳草竟不知道把它
交给谁……你告诉我，女孩的最
后，孤独地守着那条渡船，苦等
着那个未归的少年……

或者， 我会乘一只方头渡
船， 待那年老的渡客人将船拢
岸，我就着溪岸两端水槽牵着的
那段索缆，引手攀援。 渡客人断
是不会收钱的， 我会学你平日
里，送他一扎草烟，或者从自带
的茶叶里抓出一把，塞到他的手
里去。 山里人如你一般朴实，赠
予是我对他的尊重与爱戴。

渡得岸去，就真正走进了你
说的那座城， 小城安静平和，客
店、理发馆、饭店、杂货铺、油行、
盐栈、花衣庄，无一不全，装点了
这条河街。有纤夫会和我一起上
来，拿了细点心洋糖之类进城中
来换钱，杂货铺子里有大把的粉

条，大缸的白糖，还有炮仗，红蜡
烛。 我想为你买两丈官青布,或
一坛好烧酒， 为你量身材做衣
裳，倒烧酒坐案桌。 那酽冽的烧
酒啊，从陶质的坛里倒出，流进
茶峒自制的土碗里去，我对你举
起碗来，许你一世欢喜。

我若去看你，必要入住于你
喜欢的民房，黄泥的墙，乌黑的
瓦，房子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独
具特色的吊脚楼，贯穿各个码头
的那条河街， 河街上的人家，用
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
端搭在城墙。 推开窗去，山中翠
竹逼人眼。

我在你书写的桌边坐下，如
水的目光抚摸过你坐过的桌椅，
用过的笔墨，还有纸砚，书稿。我
分明看到你戴着眼镜伏案疾书
的身影，你在思索，在理解人生，
你在灰暗岁月里饮尽的那一腔
寂寞，你在繁华落尽后也不放弃
的对文学的挚爱。你留下文字的
脉脉清香，定格成了永恒。

我若去看你，定会顺着你时
常走过的那条青石板路，一步一
行都是我对你的敬慕，我与你爱
的山、水、人，一一相识，成为挚
友。你将一生的心血都埋藏在文
字里，你的乡愁就像江水一样流
淌在苍茫的大地上。你15岁离开
家乡，可是，你所有的文学作品，
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青山、碧
水、翠竹和纯朴善良的人们。 我
爱他们，一如爱你。

我若去看你， 定会带一卷
《边城》，采一束洁白芬芳的七里
香。 你看，春天依旧，沱江依旧。
我背依青山， 看青青的竹林，听
小溪欢快流淌， 对岸有山歌在
唱，我将这一切，慢慢地讲给你
听，你大概可以安心入眠了。

去一座城 一个人
汉诗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