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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轻

坐过很多很多次火车， 其中的三次， 让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火车的时代变化。

1980年11月， 高中毕业才几个月的我报
名应征入伍。 我们部队的团部在广西桂林市
兴安县境内。 按部队规定， 新兵集训在团部
驻地举行。

那天晚上7点多钟， 在父亲单位小广场举
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后， 我们十几个子弟乘车
到了冷水江火车东站， 坐一趟运兵专列去部
队。 我们要乘坐的车是一列黑色的闷罐车，
铁路部门称为“棚车”。 踏上三节短木梯进到
车内， 车门处挂着一盏煤油做燃料的马灯照
明， 地上铺着一层草席。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
我们的车却还在离冷水江不远的株洲、 衡阳
间慢慢地“散步”。 在闷罐车里又睡了一晚，
第三天晚上7点多钟， 我们的这趟“老爷车”
才到达兴安火车站。 第一次坐火车， 足足两
天两晚坐在一个互不连通的黑色车厢里， 下
车后我想这坐火车实在是不舒服。

都说无巧不成书。 三年后退伍的我， 却
恰恰地分在了铁路系统工作。

工作第一年的春节前， 派出所领导对我
们两个年初一正好休班的新民警说， 上级要
求春节坚守岗位， 以保证铁路运输安全， 你
们两个平时工作好， 又正好休班， 今天晚上
坐火车回去一下， 明天初一晚上回所上班。
晚上7点50分， 怀化开往株洲的512次火车进
站了， 我从坪口车站 （现在称安化车站） 上
了车。 走进车厢里， 车内灯光昏暗， 烟雾弥
漫， 座椅是木制的。 途中蒸汽机车的煤灰从
车窗缝隙不断“吐” 进车厢内， 脸都黑了。
两个半小时后， 列车终于到达冷水江东站。
坐车到市内， 已是晚上的10点40分， 市内去
我家锡矿山矿务局已没有公共汽车。 经1个多
小时的步行， 我意外地出现在了家人面前。

刚坐一分钟，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就敲响
了新年的钟声。 我喜悦地对父母亲说， 有火
车还是好， 要不今晚我就无法回家和你们团
圆了。

转眼到了2014年的12月16日， 湘西人民
等待已久的沪昆高铁长沙至怀化段通车了！
此前， 京津城际铁路、 京沪高铁、 武广高铁
等高铁线路通车， 坐过的人都感慨地说那是
贴地飞行， 大加赞赏。 现在， 高铁通到了自
己家门口， 应该趁热闹去体验一下。 我通过
手机上的“路路通” 查了高铁时刻表， 惊喜
地发现， 现在仅一天时间就可以去1000多公
里外的花城广州打个来回了！ 而以前要三天
时间。

第二天一早， 我和妻子到怀化南站坐6点
30分开往广州南站的第一趟车。 通过自动扶
梯上到站台， 看到那乳白色的流线型高铁动
车， 我的心好激动啊。 走进车内， 犹如进了
豪华客房， 感到温馨舒适。 这种幸福感， 是
我以前坐过的所有车都没有的感觉。 中午11
点57分， 5个半小时不到， 动车就到了广州南
站。 走出动车， 妻子兴高采烈地说， 早上我
们还在边远的湘西怀化， 中午就到了广州，
真是很奇特啊！

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们祖国成功地由
“追赶时代” 进入到了“引领时代”， 铁路跟
着共和国奋进的步伐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
迹， 成为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名片。 第一次坐
火车去部队花了整整两天两晚的时间， 而现
在坐高铁去桂林兴安只需要3小时20分钟。 高
铁网的建成， 缩短了省际、 城际之间的旅程，
人们不再畏惧路途遥远， 出远门犹如逛家门，
有更多的时间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今年7月1日始， 更高级的复兴号高铁以
长编组在京沪线运行， 人们出行的美好需求
得到进一步满足。 我相信， 也等待着， 复兴
号高铁在我们湘西山区驰骋。

龚曙光

再慢的日子， 过起来都快。
千禧那晚， 我独自蜷缩在书房里， 清点即将过去

的20世纪。 就在千年之钟敲响的一刻， 我莫名地想起
了祖母说过的一句话： “日子， 慌乱仓惶得像一把疯
长的稻草！”

我不知道， 一字不识的祖母， 怎么可以说出这么
一句深刻而文雅的话来。 读过媒体拼尽才情撰写的辞
别文稿， 我觉得， 祖母的话， 才是对20世纪最精当的
描述。

一晃， 新世纪又快过去二十年了。 因为写作， 我
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捡拾起已经成历史的故乡人事。
每每进入一个记忆中的故事 ， 我又会不由自主地想
起祖母的这句话， 浮现出那些日子的种种慌乱与仓
惶： 旧俗的废止与新规的张立， 故景的消亡与新物的
生长， 审美的倦怠与求生的决绝， 顺命的乖张与抗命
的狂悖……初衷与结果南辕北辙， 宣言与行为背道而
驰， 良善和邪恶互为因果， 得势和败北殊途同归。 这
个看上去像慌乱追寻又像仓惶出逃的世纪， 岁月被捣
碎成一堆空洞的日子， 日子被挤榨成一串干瘪的岁月，
恰如田地里疯长的稻禾。

究其动机， 我写这些人事， 并不是为了给20世纪
一个删繁就简的抽象评判， 也不是为了印证祖母几十
年前所说的那句话。 于我而言， 时代只是一日一日的
日子， 历史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人。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
一日一日的日子， 总会有苦也有甜； 一个一个的个人，
总是有悲也有喜。 置身其中的每个个体， 其苦其甜，
其悲其喜， 都是连筋连骨， 动情动心的真实人生。

我当然明白， 文中所载的那段岁月， 注定是要在
历史中浓墨重彩的。 其臧其否， 也必将为后人们长久
地争来论去。 不管未来的史学家们如何评判， 我笔下
的这些人事， 都会兀自生活在评判之外。 他们中， 命
运顺遂的未必适得其所， 命运乖悖的未必咎由自取。
无论历史的逻辑是否忽略这些人事， 但对他们而言，

时代过去了， 日子却留了下来。
我一直质疑所谓的大历史观。 见史不见人， 是历

史学家们的特权。 对于文学家来说， 任何历史都是不
可替代， 不可重复的个人史。 史学家评判的昏暗岁月，
一定有过光彩的日子； 后世人艳羡的幸运人群， 一定
有着悲怆个人。 在生命的意义里， 光彩的日子， 哪怕
只有一日也不可被忽略； 悲怆的个人， 即使只是一个
亦不能被丢弃。

这自然只是个人的文学态度。 星光灿烂的作家群
里，也有好些被喻为编年史家的。 或许是因为我对弱小
和孤独的生命天性敏感，抑或是弱小和孤独的生命铸就
了我审美的天性，因而我的这一写作立场，并非基于某
种社会学认知，而是源自个人的审美本性：在峻岭之巅，
我更关注小丘；在洪涛之畔，我会留连涓流。 子夜独行，
为远处一星未眠的灯火，我会热泪盈眶；雁阵排空，为天
际一只掉队的孤雁，我会揪心不安；年节欢宴，为门外的
一个行乞者，我会黯然失神；春花烂漫，为路旁一棵迟萌
的草芽，我会欣喜若狂……

其实， 我始终都在逃避和压抑这种天性。 近二十
年， 我一直作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而存在， 不仅放弃
了成为作家的少年梦想， 而且与旧时的文学圈子渐行
渐远。 无奈， 天性就是天性， 可扼制却无法割弃。 年
前的一个周日， 我在书房翻读鲁迅先生的手稿， 忽然
心头一热， 拿起一管毛笔坐上案头， 情不自禁地写作
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 祖母所说的那些疯长的日子，
竟如泉水一般突涌出来。

这便是我散文创作的缘起。
即使在今天， 我打算将一年来所写的这些文字，

零零星星聚拢来结集出版了， 仍说不清为什么要写下
这些旧人旧事。 不过我敢肯定， 断然不是为了怀旧、
讽今， 或者警示未来那么风雅而宏大的目的， 也不是
为了向某部巨著、 哪位大师致敬那么猥琐而堂皇的意
愿。 也许， 仅仅只是因为那是一种真诚而实在的生存。
毕竟， 疯长的稻草也是稻禾， 疯长的日子也是岁月。

再虚的日子， 过起来也就实了。

3次坐火车

花朵院子
罗瑞花

花朵院子是我家祖宅， 紫鹊界牛形山脚下
一个小四合院。祖母很会持家，在院里栽上了桃
李果木，芙蓉木槿，院墙下种上了各种菜蔬，桃
红李白，芙蓉粉红，木槿艳丽，瓜花金黄，豆花淡
紫，把院子装扮得花花朵朵，山民就直观地叫起
了“花朵院子”。

早些年，花朵院子无花朵。
秋婶婶总是把水淋淋的衣服不知轻重地晾

挂在院子里的果木树上， 不时会听到枝丫断裂
的脆响；队长的儿子们淘得很，有事没事摇树踏
树荡秋千；果子核儿都没硬，那两家的孩子们已
如猴子一样攀援上树，满地断枝残叶；芙蓉、木
槿还只露花苞，秋婶婶就忙不迭地摘了炒着吃，
生怕队长老婆占了先。 几年下来，桃树枯了，其
他果木也稀稀疏疏。两家的鸡鸭从不拘束，满院
子蓬勃生长的紫苏薄荷被糟蹋得根都不见了，
母亲种在院墙下的瓜菜被啄食得残败不堪。 母
亲气得不行， 跟父亲嘀咕， 父亲要她装瞎子聋
子， 一再叮嘱我们兄妹不准跟院子里的孩子胡
来，放学回来就安排我们干农活，晚上教我们编
织箩筐，打算盘，写毛笔字。

大哥高中毕业后回生产队劳动， 跟着父亲
挣工分养家。国家恢复高考之初，村里的高中毕
业生都不敢去考，父亲却鼓励大哥报考，大哥考
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父亲的好友德仁叔来
院子里放鞭炮贺喜， 好久没有花朵的院子炸开
了一朵朵烟花，喜庆、热闹。

当队长把“田土承包到户”的精神传达给村
民时，花朵院子沸腾了。 村民在院子里开会，吵
嚷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把田、土、山以及猪、牛、
农具，还有仓里的稻谷，坪里的草垛，按人口用
抽签的方式分到了各家， 每个人眼里都闪着亮
光。 一天被拉长了许多，晨雾弥漫，村民穿过凝
结露珠的芒草来到田间； 夕阳歇山很久了还有
人影在山野里晃动。 村里的姐妹商量着要去广
州打工， 我也跟母亲说不想读书了， 父亲听到
了， 训斥和竹梢子向着我劈头盖脸而来：“养崽
不诵书，不如养个猪。 时代一天天好起来，你竟
敢不读书了，我打死你这个没出息的丫头……”

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的二哥下海了，
创办了一个家具公司。回家过年，带了几大卡车
标准课桌回来， 把村里小学那些破烂不堪的课
桌全换了， 还把我们村通往镇上的泥巴路铺成
了水泥路。 父亲穿着布鞋走在水泥路上去镇上
赶集，心里很高兴，觉得二哥为他争了荣光。

紫鹊
界梯田如
养在深闺
的美丽女
子， 被人撩开面
纱后惊艳四方，
引来了无数的游客。 一条
省级旅游专线从村前穿
过，村里的格局马上发生
了改变，公路沿线热闹起
来。 秋婶婶和队长家都在
公路两边占了田地， 每家一栋两个门面的五层
小楼拔地而起，欢天喜地搬进了新楼，花朵院子
里歪斜的木屋交给了一把铜锁。

父亲八十大寿，我们都回到了花朵院子。大
哥给父亲带来了茅台酒， 我刺绣了一幅红底金
线的“百寿图”，小妹从奥迪车里拿出一个米筛
大的蛋糕，引得满院子的孩子一片欢呼雀跃。二
哥从一个藏青色的布袋里拿出一个卷轴， 摆在
八仙桌上徐徐打开，大侄子边看边念：花-朵-
院-子-修-建-图。 父亲兴奋不已，雪白的胡子
颤抖着，母亲从厨房走出来，担心地问：“人家能
同意吗？ ”

“妈，您放心吧，我已经跟人家协商好了，镇
上新开发贸易街中心， 我给他们两家各买了一
个门面， 他们答应随时搬离。 这院子是我们的
家，我们要把它建设好。 我想在正屋这个位置，
建一栋双拼三层的乡村别墅，有堂屋有车库，前
面是阔大的草坪，种上各种各样的花……”二哥
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听得心花怒放。

父亲捻须沉吟一会， 说：“还是修个四合院
吧，藏风聚气，生活方便。 我和你娘仍然住这栋
横屋，左边那栋留着你们兄妹回来时歇脚，中间
的正屋我想为村里的老人建一个说话、 闲玩的
地方……”

“老年活动中心？ 爹，这想法好啊。 ”小妹高
兴地叫起来。

这几年， 我们兄妹把父亲心里的花朵院子
复活到了牛形山脚下。院子里，桃李芙蓉开枝展
叶，紫苏薄荷随处生长；院墙下，母亲种上了各
种瓜菜，伸着藤儿往上长。 正屋门楣上，挂着一
块樟木匾额，父亲书写的“老有所乐”在橘红的
夕阳中敦实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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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

与故土和昨日的
一次促膝长谈

时代过去了，
日子却留了下来

张炜

这十几叠散文组成的集子可以看作首尾相衔的一部
“梦溪诗章”， 一曲时而激越时而低徊的长吟。 笔触所
及， 皆为梦溪故地， 父母至亲和儿时老友。 野风吹起渡
口的层层涟漪， 湖上芦荻声声如诉。 这是一场追忆的逝
水年华， 一个离我们遥遥无测、 邈远到难以言喻的空阔
世界。 诗人沉浸忘我， 以至于忽略了光阴流转， 心灵留
驻， 耽搁在一壶浓香扑鼻的春醪旁， 酣醉不起。

倾听摇晃不醒的呓语， 走入那个叫做“梦溪” 的古
镇深处， 感受风情野韵和一个个传奇。 青石老垣从雾幔
中一点点析出， 粗长的声气由远而近。 扁平的历史在我
们眼前矗立起来， 古井苔痕变得鲜活洇湿， 开始一滴滴
渗流垂落。 一个少年从踏上停泊乌篷船渡口的第一步
起， 就开始目击生存的忧伤和惨烈， 接受自己不可摆脱
的命运。 记忆中的第一次死亡事件是镇上的老更夫， 这
位老人每天夜里呼喊的“小心火烛” 突兀地消失。 而后
是一个个亲人的离去、 从小厮磨的友伴作别， 生活真容
依次显露。 无法习惯的死亡与同样唐突的爱情交织一
起， 令人滋生出无法排解的哀痛和深长的惊惧。

这是发生在一座中南小镇及四周的故事， 它由小
城、 村野、 河畔、 知青生活点组成， 孕化演绎， 滋生万
物。 它贫瘠， 却散发出永恒的温情， 浊臭与馨香， 冷酷
与热烈， 一层层积叠镶嵌。 纯真无瑕的爱恋与乡间猥
亵， 大义凛然和怯懦苟且， 生生搅拌在这方无所不包的
乡土里， 令一颗游子之心无力割舍。 这是一部周备细致
的人物志、 风俗志， 是与故土和昨日的一次促膝长谈。
其中， 追忆“九条命” 的顽韧的父亲、 美丽柔弱而又刚
强坚毅的母亲之章， 读来真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再没
有什么文字可以替代。 这是最不喧哗的刻记， 具有惊心
之力却又始终呈现安然沉默的品质。 与这些记述相映的
是另一副笔墨， 即幽默俏皮和忍俊不禁、 机智过人的耶
揄和反讽。

有一些过目不忘的篇章， 于节制朴素中透露出惊心
的消息： “三婶” 的失贞和男人的颓唐； 麻脸老校工悲
壮的“义举” ……它们沾满血泪， 闪烁着艰难生存的人
性之光， 其故事本身就蕴含了底层的日月伦常， 写满道
德礼法， 可以作为复杂的人性标本， 一部乡间的百
科全书。

全书的丰富性既表现于斑驳的色
彩和含蓄的意绪， 又由淳朴率直
的美学品格显现出来。 它
写苦难不作强调 ，
谈幸福不事
夸张 ，

所有议论和修饰都给予了恰当的克制。 这部忆想之章把
坎坷与折磨化为题中应有之义， 内容上毫无沉郁滞重之
气， 形式上也没有迂回艰涩之憾。 它转述的是流畅的生
活和乐观的精神， 有一种自然沉稳、 自信达观的气度。
我们掩卷之后， 除了对人事耿耿于怀， 还有关于风物的
不灭印象。 比如我们耳旁会长时间响着知青们在露天影
院的那场打斗声， 北风掠过大苇塘的尖啸， 感到阵阵刺
骨的寒意。 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凄凉而又迷人， 好像
是专门为当年知青们量身打造的一个人生舞台， 在此尽
可上演淋漓的悲喜正剧。

书中浓墨重彩写了一棵祖父的大梨树， 它仿佛栽种
于文字中央， 蓬勃茂盛， 硕大水旺， 俨然成为一凛然不
可侵犯的神物， 为一历经沧桑者的另一具形骸。 这些描
述甚至让笔者恍若站在了 《诗经》 中那棵神奇的“甘
棠” 之下， 瞻仰它的浓阴匝地， 伟岸雄奇， 承接不可思
议的神性之光。

翻阅中， 随着最后一个字符的出现和消逝， 思绪漫
洇开来。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有什么理由从无数的乡野回
忆中凸出， 也不明白它叩击心弦的力道从何而来。 熟悉
的生活场景， 血缘和故土， 生死离别， 他乡忆旧， 如此
而已。 可又不止于此。 形制类似， 质地有异， 原来它以
独有的蕴含和舒张吐纳， 产生出绵长不息的力量。

我们感受了它的洞悉和宽容， 率直和诚恳， 还有无
讳饰无虚掩的为文之勇。 信手写信心， 倾吐过来人的慷
慨，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文事。 世事洞明而后能舍， 经历
漫长愈加执着。 我们就此看到了一篇篇没有书生气也没
有庙堂气， 更没有腐儒气的自然好文。 它是心灵自诉，
岁月手札， 亲情存念， 也是搏浪弄鱼。

“弄鱼” 在书中有过专门的记述， 那是精密
的河溪水口绝技： 踏激流涉滩石， 捉到活
蹦乱跳的大鱼。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 山 东 省 作 家 协 会 主
席 ， 荣获第八届
茅 盾 文 学
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