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欣

我觉得在密密的时光隧道里走了一回
长沙城东，沿东塘立交桥下一处小斜坡往上走一段，再右拐，就

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老院子里。朱健先生的家就在这座老院子里。
老先生坐在里屋他那把大大的按摩椅上，和我讲他的故事。

先生精神颇好，能坐在椅子上和我连续聊上两三个小时，腰杆还
挺得笔直。 只是听力不太好，我们两个人说是聊天，其实差不多是扯
开嗓子在喊。朱健记忆力不错，虽然他也常常遗憾地面对我的问题摇
摇头：不记得了。但有时，他又会笑眯眯地补充一句，告诉我可以去看
他写的这篇那篇文章，或者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过来。

我特别喜欢听朱健说起他的童年， 说起山东郓城那个叫杨村的
小村庄。 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一个非常清秀、俊美的小男孩，在高粱
地里跑来跑去；坐在大庙的四大金刚像下面，咿咿呀呀地背“人之初，
性本善”；或者躲进村口大槐树的树洞里，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

先生离家很早，后来只回过一次家，湖南是他的第二故乡。 我有
时会想，命运真是奇妙，它要拐过多少道湾，淌过多少条河，才让我有
缘和这位年过九旬、祖籍山东的老先生面对面，听他津津有味地回忆
起遥远的童年呢?人生若有初见，真愿做先生童年的玩伴，和他一起
打着用猪蹄角做成的灯笼，在大院子里疯玩疯闹地过大年；真愿做先
生千里流亡的学友，和他一起日行百里，过黄河下巴山，一路向西、出
塞……

因为种种琐碎事务的羁绊， 这场为他所做的口述记录一直持续
了一年。 在先生的小屋子里，我听到过窗外树上夏蝉的鸣叫，见过门
前小花园里春天粉红的蔷薇盛开， 斜坡上探出墙头的石榴花由盛而
衰，满壁的爬山虎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每次走进走出小屋子，先生
所讲的遥远的人与事在脑海中晃来荡去， 我总觉得在密密的时光隧
道里走了一回，眼前四季景物的变化似乎也格外惊心，也格外令我安
然。

后半生回归文化，在平常中做不平常之事
朱健不满二十即以长诗《骆驼与星》获得胡风青睐，成为一鸣惊

人的青年诗人。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仕途顺利的他又因胡风获罪，历
经了一系列政治运动。 晚年他终于回归自我，回归文化。

现在，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思维活跃，常常上网浏览天下大事，绝
不固步自封，采访时我们常谈到知识界热门的各派思潮，先生看问题
有与常人不同的角度与观点，叫人意外，叫人耳目一新。

朱健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个人档案。 他是
极富思考力与洞察力的文化老人，看历史看人生都颇具慧眼，他的身
上，有多少真知灼见可以去挖掘呵。我庆幸有缘走进朱健先生和他的
岁月之影，如此近距离地、长时间地感受到一位文化老人的充沛生命
能量、强大精神气场，其为人处世之心得亦给我颇多启发。

朱健一生经历动荡而复杂的历史风云，但无论得意失意，皆能随
遇而安，泰然处之。“文革”中被拉上大卡车挂牌子游街，他靠着车栏
打盹。 这份遇变不惊，颇叫人想起他身上山东人的胆魄。 先生在那个
无法掌控自我命运的年代里，保全了个体生命的尊严与家庭的完整，
冥冥中如有上天眷顾，是人生的大福气。

他的低调朴素里，也藏着非常敏锐、犀
利而又稳健的一面。 他敢言敢做，但绝不脱
离实际空谈玄谈， 而是实事求是， 客观理
性。 我曾以为先生在“文革”中也有苦情悲
史，但他实话实说，“‘文革’中我并没有吃什
么苦头”，聊起来的是在牛棚中煮黄豆下酒
的趣事； 我也以为先生会愤世嫉俗， 但他
说：“我对现实基本满意，社会在进步，好多
了，因为有比较。 ”他有着诗人般的满怀激

情，但看人看事清醒镇定，对世事人情都有着独立的洞见与透彻的领悟。他说一辈子不喜欢跟别人
争，从来没害过别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觉得自己颇有识人之能，从未犯过识人不当的错。

先生还是极能把握生命本质，有着极强意志力的人。 这一点最令我佩服，也最受启发。 先生50
多岁时大病一场，下决心坚持锻炼身体，就算冬天下大雪，他也会骑自行车上班，冷水澡更一洗就
是一辈子。 我以为这就是先生在平常中所做的不平常之事。 健康是人生第一要义。 先生70多岁开
始在《读书》杂志上发文章，直到现在依然保持对事物的敏锐洞见，这也与先生一直坚持锻炼身体，
保持身心良好状态分不开。先生最引为自豪与庆幸的，是他后半生回归文化。我以为他几十年如一
日坚持锻炼，磨练意志，也有着回归生命本质的重要意义。 身体健康是一个人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也是精神自由的基本保障，特别对于老年人，健康就是最大的精神自由。

令我羡慕的，是先生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他与“婆婆”余潜女士一辈子没有红过脸，四个
儿女个个成家立业有出息。 先生曾说，一见钟情可遇不可求，白头到老则可以经营。 遗憾的是，
2014年6月，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的“婆婆”去世了。 得知噩耗，我赶去吊唁，先生红着眼睛，紧
紧握住我的手。 我不由想起先生说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在重庆，读书生活书店，一位头上戴
着红发卡的女孩转过身来……

以自己的姿态挺拔前行
“挺拔”，是朱健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朱健的好朋友、著名七月派诗人，同在长沙的彭燕郊给

我的第一印象。 记得是千禧年，因为一个文化专题报道去采访彭燕郊，也因此认识了朱健。 我记得
也是在潇影厂的这间小屋子，朱健评价彭燕郊是“天才”。这次再听朱健先生说起彭燕郊，他仍然用

“天才”二字评价。 彭燕郊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七月派老诗人，曾给过我很多教诲。 两位老人惺惺相
惜，同城60余年的友谊，亦是中国诗坛的一段佳话。

“挺拔”，也是这两年因为采访先生以来，我对先生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印象。他们历经
各自的时代磨难与人生命运，但都依然以自己的姿态挺拔前行。这样的情景令我在深夜静思时，常
怀感慨。

中国百年来历经重重磨难，但一种自由独立、洁净清亮的生命气质，一种尊重文化、有着古典
中国信仰的精神内在，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磨灭的，一代一代自然而然地传承、流转着。 这样的精
神能量在当年战争的乱世中，令中国人维持基本的生命尊严与秩序，更是现在走向现代中国所需
要强力汲取的。 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沉心自律、感发内在，让那种激情的热烈的
生命之源喷涌而出，一点点修复我们的精神世界，滋补我们的精神元气。

如果某个偶尔的时刻，你坐下来读到朱健先生的过去和现在而有所感悟，如果你也愿意和我
一样对自己默默许诺，无论世事如何变换，都要努力做一个挺拔的人，那将是我的荣幸。

江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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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君

有着“一山一水”的衡山
很幸运

“衡山”得名于境内的山脉，据《今
县释名》：“西北衡山，是为南岳，山如车
盖及衡轭之形，故名。 ”外地人到了这
儿，常常会因地名问题感到困惑。 他们
辛苦坐了火车到衡山站， 却被告知，这
里是衡东县。 接着坐车过桥，到了衡山
县，当地人又说，山在南岳，不在衡山县
城。 这种混乱的局面有其历史成因。 旧
时的衡山包括了今天的衡山县、衡东县
和衡阳市南岳区。这三地自三国后就一
直是一体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拆
分。三地在建筑、饮食、风俗等方面基本
一致，外地人基本分不出他们的差别。

对当地人来说，更有意义的区分是
“前山”“后山”。 这里的“山”指衡山山
脉，其东南区域被称为“前山”，西北区
域被称为“后山”。前山、后山方言不同，
前者属于湘语衡州片衡山小片，后者属
于湘语娄邵片湘双小片。 前山、后山风
俗文化也有差异， 比如当地有句俗话

“前山人喂猪，后山人读书”，体现了前
山人和后山人在职业选择上的不同传
统。 当然，还有一条地理分界线———湘
江，它把衡山、衡东隔开，但因此地水运
一直很发达，所以湘江两岸的人来往频
繁、沟通很顺畅，方言和文化基本一样。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
着“一山一水”的衡山很幸运，每年八月
前后，是南岳衡山最热闹的时候，来自
五湖四海的香客身着黑衣、 头扎红巾、
胸挂红肚兜和香袋、 手持龙头拜凳，浩
浩荡荡地穿过南岳古镇的大街小巷，集
体朝拜圣帝，场面极其壮观。 当地有句
俗话，“南岳农民不种田，赶个八月吃三
年”， 可见宗教名山之地位对当地人生
活的影响。湘江则将衡山与衡阳、株洲、
攸县等地连接起来，作为洞庭湖水系流
域面积最大的河流， 这里的河运事业，
一直长盛不衰。这“一山一水”不仅是衡
山连接外界的纽带，为衡山人带来了丰
厚的物产， 提供了多样化的谋生手段，
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比如过去当地人非常重视春节去南
岳拜菩萨、端午节有在湘江赛龙舟的传
统。

在开始懂得乡愁的时候，
接到保存家乡方言文化的任务

成长于“此山此水” 中的我，于
2012年1月接到任务--承担“中国语言
文化典藏”衡山点的工作。彼时，我已外
出求学十年。少年时爱踩自行车追逐长
途客车，仿佛客车能带着我的梦，奔向
外面未知的世界。 等到年岁增长，真正
到达远方，故乡的影像、童年的记忆却
总萦绕心头：逶迤的南岳山、滚滚的湘
江水、光滑的石板街……我和小伙伴们
漫山遍野追赶， 上紫金峰采花摘果，去
湘江河摸鱼抓虾， 去橘子园吃果子、捉
迷藏。外婆春天推着咿呀作响的石磨做

“艾粑子”，冬天拿稻草秆用炭盆熏制腊
肉。外公则带我们看庙会、逛集市。我左
手一个金黄的“葱油粑子”，右手一串外
焦里嫩的“麻丸”，眼睛还在瞅着各式米
粉。那时的小孩玩累了会就近在小伙伴
家吃饭，大家都吃惯了“百家饭”，谁家
父母也不嫌弃。 夏夜，左邻右舍把竹席
摆到一块儿，大人聊天，小孩则听着老

人家讲各种传奇、鬼怪故事。农闲时刻，
没事儿就上邻居家串门、聊天，唱花鼓
戏、影子戏时更是全村大联欢的时刻。

然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都挡不
住。 我亲眼看到泥砖屋被推倒，建成红
砖屋，后来又被新式楼房取代。 幼时最
爱的那些玩具、 零食———“竹蜻蜓”“洋
菩萨”“木弹弓”“炒米子”“米棍子”“绿
豆冰棍”等慢慢都不见了。 那些手工制
作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门窗床具，渐
渐地被归到“落伍的行列”了。消失的不
仅是房屋、物件，曾经声势浩大的庙会
越来越冷清，节日庆祝的仪式越来越简
化。 曾经亲密无间的乡里情，似乎也慢
慢被高楼隔断，不知隔壁姓甚名谁早就
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

想到这些改变，难免会伤感。 我也
观察到，这种怀念、伤感不是一个人的。
比如，很多人仍会经常去关注人民医院
旁边做手工布鞋的老奶奶在不在，西街
小学刻糖人的老爷爷有没有出现；每逢
赶集从石湾大老远挑着担赶来的那位
老爷爷，总是一边自豪地夸赞他的烧壳
子饼“老式做法，只此一家，绝对好吃”，
一边又悲凉感慨“过几年，你们可能再
也吃不到这样的味道了”， 让顾客不知
作何反应是好；几十年前，郑家台街附
近有一群卖竹木日常用品的人，他们以
树为界，划定彼此的摊位，如今当中的
少数人仍站在集市上同样的位置，用他
们的话说，“卖的是六字头以上的（‘六
字头’指1960年以前出生的人），买的
也是六字头以上的”，“费工又不赚钱，
要不是看在老式主（指老顾客）的分上，
早就不做了！ ”

在开始懂得乡愁的时候，接到保存
家乡方言文化的任务，心中的兴奋和使
命感不言而喻。那些承载过记忆和温度
的美好时刻、景象和事物，即便将来不
复存在， 起码可以通过我的手记录下
来。

跑遍衡山， 历经艰辛的
调查记录

项目开始时，我博三在读，北京离
衡山2300多公里，调查诸多不便，打电
话给舅妈向明，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帮
忙。 头半年的拍摄工作主要是舅妈在
做，个中辛劳自不必说，加上项目组对
拍摄要求很高，对一位并不从事学术研
究的人来说，绝非易事。 这中间我们电
话、视频沟通、演示，不知经历了多少反
复，谢天谢地的是，舅妈没有中途放弃。
2012年7月到2014年11月，我和舅妈跑
遍了衡山县、衡东县、南岳区的犄角旮
旯，搜寻各种老建筑、旧物件、民俗活
动。这本书的照片基本都是通过这种方
式获得的。

有时， 我们能够事先联系被拍摄
者，然而并不是时时奏效，于是我们就
得采用“瞎猫撞死耗子”法：比如跑到偏
僻的农村，听到哪里动静大，就扛着机
器一阵狂奔；又比如敲开那种比较老旧
的门，厚脸皮地央求拍几张照片。 大多
数老物件，比如手罩子灯、纺车、弹棉花
工具等，往往被老人家收藏于摇摇欲坠
的阁楼上，一来二去，我练就了一身爬
老屋阁楼的好本领。当然，“瞎猫撞死耗
子”法也并不是毫无章法，比如我们会
选择房子比较密集的村子，这样“中奖”
的几率更大；同时我们一般会选所谓的

“好日子”出门，因为老百姓大多数都是
按皇历来决定仪式的日期；后来我们想

到很多讲究的人家会提前请道士选日
子， 于是便有意识地去找道士了解信
息，甚至请他们“牵线”。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衡山”拍摄工
作历时两年多，这两年的假期常常要深
入山林。因为“中国语言文化典藏”项目
采用了新型的调查方式，对我们提出了
新的技术要求。很多东西往往要拍了再
拍，才能符合项目组的需求。 有一些时
令性的项目，一旦错过就必须再等一年
才能拍到。 比如端午节的龙舟赛，我们
连续两年试图拍摄结果都不理想，
2012年龙舟赛提前进行， 我们没有赶
上；2013年我提前两天去勘察，却只有
一支龙舟队在练习，为以防万一，我决
定先跟拍，不料中途被暴雨淋成了落汤
鸡。 端午这天终于放晴，雨后更显宽阔
的湘江河面， 三支龙舟队姗姗来迟，最
终因无人赞助无法比赛。 但还是有人、
特别是老人仍在这日从两县一区各乡
镇赶来观赛，龙舟队象征性地表演了一
下，草草结束。想起幼时骑在外公肩头，
一边穿过人海观摩盛事，一边听他曾经
的“辉煌战绩”，如今外公人已不在，赛
龙舟变得如此冷清，心中好不唏嘘。

当然，我们也有走运的时候。 2013
年1月31日， 我们在人民东路声屏大厦
附近吃米粉， 无意瞥到有鼓乐队经过，
跑去打听，原来有人结婚。主人家阔绰、
讲究，婚礼场面大，仪式也比较传统、复
杂， 于是我们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
路补拍到了表妹婚礼上没有的“接亲”
“吵扒灰佬”等仪式。 2月2日，我们本来
在拍田间劳作， 听到村头一阵鞭炮声，
赶到现场， 原来是广田村的一个葬礼，
小心翼翼地征得了家属的同意，之后就
没日没夜地拍了三天，舅舅笑我们“比
人家的孝子还发肯”（指勤奋）， 因为人
家是轮流上阵，我们却是全程跟踪。 原
本我对所有跟死亡相关的场合都很避
忌，当时却想不了那么多，只在心中对
亡灵默念“多有打扰，望能谅解”。 农历
正月初八，在街上遇到舞龙队，跟领队
聊了聊，才知道他正是衡山皮影戏的传
承人王冬林。 他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
持，于是相约初十拍摄影子戏，这天正
好是他们同村人为自己的小孩“办三
朝”。初十到现场拍摄时，又听到他们元
宵节要走新节灯。 我跟舅妈开玩笑说，
本来很多场面第一年都没拍到，第二年
居然都赶巧撞上了， 连老天也帮忙，可
见这个项目的意义。

2014年11月，“中国语言文化典
藏”衡山点的拍摄、整理工作基本结束，
进入写作出版环节。 如今，通过这本图
册，为我的家乡留下了影像，算是圆了
当初的一个梦。

为激发文化自信尽绵薄
之力

乡音与地域文化承载着个人珍贵
的回忆，又是地方和社会宝贵的文化遗
产，能够激发人们的文化自信。 语保工
程和《中国语言文化典藏》项目，能够让
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乡音之美，地域文化
之美，推动祖国文化的繁荣兴盛。 或许
我们无力决定社会改变的方向，但是总
还可以尽一点绵薄之力。我们住过的房
子、吃过的食物、看过的风景、听过的故
事、庆祝过的节日、出席过的红白喜事
等等，于自己，是珍贵的个人回忆，于地
方、于社会，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而“中
国语言文化典藏·衡山”的工作，只是一
个开始。

2017年12月15日，“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20卷 ）
在北京发布，湖南仅有衡山卷
收录其中。 该丛书是“十三五”
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也是

国家出版基金的重点支持项
目， 具有创新与存史并重、学
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衡
山》作者杨慧君博士是湖南衡
山县人，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教师，她在家乡进行了长达
五年的田野调查，利用文字和
音标、录音、摄像、照相等多种
手段，记录了衡山地区的房屋
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
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
节日 、 说唱表演等原生态文
化。 该书图文并茂、EP同步，图
书里附有二维码，阅读时可用
手机扫码 ， 在线访问相关图
片、声音、视频，立体地为读者
呈现衡山的语言文化形态。

五年磨一剑 记录我乡愁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衡山》调查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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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

朱健，原名杨镇畿 、杨竹剑 ，
1923年生，山东郓城人，“七月派”
诗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长
沙市委办公室秘书科长等职。 “文
革”后参与《辞源》修订，1978年底
进入潇湘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剧
本编辑和创作。 离休后在《读书》
杂志发表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 。
著有 《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
自述》《朱健诗选》《潇园随笔》《无
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
火》《碎红偶拾》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