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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时节，相约桑株。
仿佛千年誓愿，在万山之祖

的怀抱里。
这次非比以往。曾经袅袅青

烟随风去，马嘶驴鸣人欢过。夜
深了，在老乡沉雷似的鼾声里，
拂昆仑山风，听桑株河水，亿万
年不变地流过。这次，于我是最
壮阔的相约和告别。

天还没亮，我从皮山固玛出
发。皮尔曼的石榴花落了，沿着
桑株河向深处岩画处寻去。桑
株，一说是藏语，吉祥如意。也
有说是维吾尔、藏、汉、柯尔克
孜等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发音演
化而成。几千年前，先民们在岩
石上刻画生产和生活。岩画裸露
在外，牲畜走过，磨掉了不少符
号。任其下去，历史的印迹可能
毁于自然和畜力。我们援疆做了
一个保护项目。我们出资，老乡
们积极参与，为岩画做隔离保
护。保护住了岩画，就保护了精
神传承。

桑株岩画，在柯尔克孜居住
区外。这个居住区是老乡们的搬
迁移民项目，散居各地的老乡们
通过国家和我们的援疆补助，再
自筹一部分资金兴建的。老乡们
冬天回到桑株岩画旁的居住区生
活，春秋季转场放羊。

我去年底曾来检查过，当时
雪山在望。许是“7·3”大地震的
消耗，可能是风沙相迫的窘境，
可能是库尔浪之夜与老乡们聊脱
贫、话真情太深，体力有些透
支。到时，我仍昏睡在车里，有
点不知所向。他们都说我的样子
有点悚人，慌忙把我安顿在老乡
的屋子里，一躺到地毯上，立刻
又昏睡过去。

桑株岩画的图腾，羽化成

羊、鱼和人，演出千年大戏。那
些穿越的场景排山倒海而来。克
里雅河流至达里雅布依，湮尽在
圆沙古城的废墟里。沿着昆仑的
羊道，那一蹄蹄踏出的山水画卷
缓缓展开。玉出昆仑不见玉，人
没有了，只有肉身的附累。

米吉提大娘一直守在我身
边，不停地啜泣，啜泣转化成民
族团结之音，绵绵于昆仑山中，
桑株时空。

醒来，有一种深深感动。走
出屋子，廓大的天空和绵远的昆
仑山，浓郁的精神氤氲。山中刚
下过雨，被洗过的感觉。各色雪
菊清新可人。这样的时空，人无
一念。一群柯尔克孜小孩，穿着
缤纷的衣裙，在草丛中飞来飞
去。一张张红扑扑的脸，映在蓝
天里，融化了我们的心。

离开时，相机跳跃在桑株河
谷，人对物的投射，心与光影的
纠缠，不断回应着昆仑山的召
唤，这种生死的时空是生命的伟
力。我知道，援疆任务将要结
束，我终将离去。桑株时空，一
生牵挂。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

我的生活，有一个意义重大的词
语，那就是“城里”。从很年轻的时
候，我就做了城里的“闲人”。

之前在庄子里，年纪虽小，也要
进行艰苦的“农业生产”。后来离了
庄，成为一名中专学生，跟“农业生
产”无关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当
一辈子“孩子王”。

曾经最羡慕的“城里人”，最大
特征就是不用在庄稼地里出力干活。

“城里”最可恶的一类人，在我们那
里，被称作“街猾子”，基本上等于

“闲人”。
当“孩子王”一点不清闲，没白

没黑。因为写作，我只当了两年“孩
子王”，就远去他乡，并于两年后开
始了悠游自在的“职业作家”生涯
——起码从形式上看，世上再没有比
这个更清闲的工作了。

说得好听，我是一名文化工作
者。在心里，我却暗自认为自己是被

“白养”着。人人在为生计奔忙不
休，我却能够每天坐在家，常常无所
用心，隔三岔五才跟单位的人见上一
面。当然，只要有组织和领导安排，
我都会去市、区、县许多部门和现场
采访、学习，所以跟社会也不算太隔
膜，也能借机看到不少别人不可能看
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似乎比那
些整天忙忙碌碌的人，更像一个“城
里人”，因为这二三十年来，我总是
有闲的。

在我的乡土作品中，我曾写过农
民对不事稼穑的城里“街猾子”的敌
视。那并非出于虚构，而是一种现
实。城里人是什么样子，我已是知道

了的。由我去写乡土小说，自然可以
有两种目光，庄稼人的和城里人的。
既然我是个很像城里人的有闲作家，
我在写乡土题材的同时，写写城里人
也没有什么出奇。随着时间流逝，对
农村的记忆倒是日渐稀薄了。毕竟我
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年，
还得刨除不大记事的幼儿时期。

当年我看县城，那是不得了。我
的庄子，踞于县城南八里，人唤“城
南八里王庄”。县城叫“金乡”，而我
长期不知道金乡更多的历史，即便现
在，也所知有限。金乡最突出的标
志，是城中一古塔。我不记得是哪一
年见到的这座塔，但不会太早。在我
印象中，县城东关就很遥远了。看一
眼东关的码头，是我到现在还没实现
的愿望。

从王庄到县城的距离，差不多就
是从现实到未知的距离。每每赶集上
会，都会揣着一颗又好奇又胆怯的
心，好像随时都会踩上陷阱，随时都
会被城里人欺负。后来因为考上师范
学校，我在曲阜县城生活、学习了三
年，而且有机会抵达了省会济南。那
时候，我可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跟这
座北方城市产生更密切的联系。

不用说，跟济南相比，县城小得
多了。

师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金乡县
城。才过两年，就又离开故土，前往
青岛求学。在青岛大学只停留了一个
月，就因故退学回来，见了父母和单
位的人，并不道出实情，随后去了另
一个县城，熬过元旦，才把学生关系
转到当时的济南师专。事实证明，我

从青岛大学退学的选择是正确的。在
济南的学习，使我有机会调到鲁东北
一地的文化部门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一口气将这闲差做了十九年。然后我
来济南当编辑，还是做文学，而且很
可能做到老。

不管我身上残余了多少农民的习
气，我都认为自己最像城里人，因为
我是世上少有的并且生活在城市里的

“大闲人”。
为什么我几十年来呕心沥血，不

停赋诗作文，还要认为自己“尸位素
餐”呢？因为我是在依从一些普通人
或者是老农民的观念来评价自己，甚
至我自己也一直秉持着老农民的观
念。我不生产吃的、喝的，穿的、用
的，就是说，除了物质，其他一切都
是虚的，都是在“玩”。

你看，以不同的观念看世界，世
界就会有不同的面目。我也乐得不把
自己的工作看得多么高级，以便踏踏
实实做一个城里的闲人。

自然，城市生活给我提供了书写
城市的物质条件。作为一个在城市生
活了大半辈子的作家来说，对于城市
不可能是陌生的。我写济南，也并非
突然。从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与济南
邂逅，经历了在济南求学的时光，其
后也不间断地与济南发生联系，到我
调至济南工作，济南差不多横跨了我
所有在城市生活的时间。

而实际上，别说那些比我迁居济
南更早的人，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济
南人，甚至祖辈几代都是本地土著的
老济南，都随处可见。在一个地方生
活的时间长短，并不决定一个作家能
否真正写出这个地方的神韵。

正像我写乡村会有两种目光，我
写城市，写济南，也应如是。这说明
一个问题，不论写城市，还是写乡
村，我很注意的就是自己会以什么样
的目光看待所要描述的对象。

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而一个
作家必须具有突破局限的能力。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一个泥潭。
作家既要善于从这泥潭般的生活中发
现真善美，也要善于挑毛病。我一直
都在挑庄稼人的毛病，但要说是忘
本，我不同意。同样，我也会挑城里
人的毛病。我很闲，但很闲也不吟风
弄月。

亲眼目睹一批批文学路上的同行
者渐渐偃旗息鼓，或终归于平庸，在
我看来，就是在泥潭中浸淫太久的缘
故。文学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消

耗，而应该给予我们一种从泥潭中拔
出腿来，甚或腾空跳起的力量。我们
看到的不应只是眼前这一点事情，文
学一定要体现出一个作家的眼界。

在写作中，我给自己的人物和故
事找位置，也是在给我所要书写的乡
村、城市找位置。这是一个用文字营
构的世界，要见得到天，也要见得到
地。小说里有句话：“这样的一幕，
幽暗，质朴，却似乎透出一种悠长的
光芒，可以照彻老实街的往昔、今生
和来世。”我们所描述的对象，不仅
要有空间的位置，社会关系之中的位
置，还应该有时间的位置。“阴阳割
昏晓”。在作品中，时空的表现之
外，甚至还能找得到阴阳。

我居住在济南。济南是一座传统
色彩浓厚的城市。既然要写济南，怎
样看待这座老城是很大的问题。

一个城市有很多面，“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内看
与从外看相比，还有更大分别。

我选择了它的一条老街巷，但
是，从落笔起，我就意识到，不管我
写到多少的器物、手艺、老词、老
理，这条老街巷都不能仅是济南的老
街巷，那些执迷于老词、老理的老济
南人，也更是人类中的一员，既属于
生者，也属于死者。我以我的钝笔，
勇敢地在这些小说中试图去做打通古
今幽明的豪举，因为我知道，做了大半
辈子的“城里闲人”，是要为“城里”说
出点什么了，而这深思熟虑之后的创
作，于老之将至的我又是特别重要。

这条老街巷，被我命名为“老实
街”，具体的方位都是实在的，却完
全出于我的虚构。在小说一些章节陆
续发表期间，不断有人问我，济南有
没有老实街？我说没有。

有一次，一位大姐说，怎么没
有？济南就有一条道德街！“老实”
和“道德”，二者就这样对上了，真
的如冥冥之中得了神助。

但济南有条宽厚里我却是知道并
亲自去访探过的。“宽厚”也是我为
这条老街巷命名的诱因。回头想，

“道德”“老实”“宽厚”，恰好也正是
组成济南文化的核心因素。

还有问济南有没有“涤心泉”
的。济南有七十二名泉，不见经传者
无计其数。

涤心泉洗的是心。老实街遍布着
屋中泉、墙下泉，另有一虚构了名字
的，唤为浮桴泉。“浮桴”二字自然
出于 《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

桴浮于海。”
《老实街》 书写一个城市的世道

人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个认老
理的老济南人，他们生活在那些百年
老宅和老街巷，在经历了漫长岁月而
形成的民风民俗包围之下，像他们的
祖辈一样安然惬意地承受着天地灵
气、日月精华的滋养，有时也不免显
得有些迂腐自封。但实际上，就连他
们自己也不见得就一定相信那些虚幻
的道德想象，因为世道的嬗变不仅是
传说，更是他们一次次亲身经历。老
实街上，人情练达、洞悉人心者大有
人在。

“文学造大城”，你尽可理解成一
种文学雄心，但我觉得这更是一种文
学理想。借助这座浸润着时光旧渍的
文学之城，我想写出老实街形形色色
的人物精神上的共性，同时写出他们
在猛烈的时代冲击之下的命运和不同
的个性表现。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来就
没有停止过，老实街的消亡象征着传
统价值观的支离破碎，也预示着我们
整个社会道德系统在新时代中的浴火
重生。

老实街居民演出了各自的人生故
事，它们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在城
市拆迁这个统一的大时代背景下，发
生着蒙太奇式的组合。

不得不说，这些故事都是由一把
剃刀引起的。当美德遇到美德，并没
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老实街的

“第一大老实”左老先生，把自己收
藏的一把旧剃刀馈赠给外来“老实
人”剃头匠，却由此将自己的内心刨
开了一道裂隙，并透露出淤积心底的
幽暗。这道人性裂隙，一旦打开，就
再也没有边际。

我的老实街故事随之开场。它因
而拥有了足够的时空。它所展示的往
昔、今生和来世，既令我喟叹，亦令
我深思。

老实街不在了，但在老实街永远
消逝的前夕，我让无数双眼睛，从天
到地，从古到今，以生者和死者的视
角，看到了一个老人的卑微。

那像土一样的卑微，横亘千古。
我生之卑微与人亦无不同，人与人不
同之处或许只在于对待生命、生活、
命运的态度。

在这部作品中，唯一的主角就是
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古老的文
化传统。我是这样地看待了老实街，
看待了老济南，看待了我们的“城
里”——我们的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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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都在与草战斗。
父亲的这场战争漫长而持久，耗

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和精神。与堂吉诃
德同风车对抗相比，父亲更像一个强
者，因为他拥有机车和锋利的铧犁，
这些工具可以轻易将蓬勃的一望无际
的草斩尽。但是，所谓的胜利不过是
一年的事，无论用多么沉重的链轨碾
压，用多么锋利的铧犁切割，次年，
只要春风拂过，草儿便悄无声息地穿
透结实的泥土一丛丛一蓬蓬生长起
来，它们蓬勃有力无所顾忌，甚至用
柔软的身躯铺满停放机车的场院，向
链轨和铧犁示威。

春天的早晨，空气尚且凌冽，面
对一夜间怒放在链轨缝隙间的一株红
灿灿的野蒜花，父亲坐下来，燃起一
支烟，静静地和它对视。我伸出的手
被父亲按住，他说，让它再长一会儿
吧。几分钟后那朵花儿别在我辫梢
儿，父亲和他的机车隆隆奔向原野。
是的，是原野。

为了彻底打败无边无际的野草，
父亲在砍断野草的地方种上黄豆和玉
米，他希望春风像呵护野草一样把黄
豆和玉米撒得漫山遍野，荒山野岭都
挂满粮食，那样，就没有人再挨饿。

父亲离开我的很多年里，闭上眼
睛，常常看到父亲和他的机车驰骋在
荒野，像一只蚂蚁，一口一口啃噬茂
密的野草，每一口都艰辛无比。

每年春天，我们的家跟在父亲机
车后面移动，父亲的战场在哪里，哪
里就是我们的家，每一个新家的篱笆
角落必定长出一蓬细叶芒，细叶芒很
快填满篱笆缝隙，抢走母亲种下的南

瓜或者豆角的养分，直到南瓜和豆角
枯萎。父亲不介意母亲的抱怨，带着
我们在房子后面重新栽上一排豆角南
瓜。父亲很坦然，吃终归是要吃的，
草该养还是要养的。

父亲与草的战争持续了一生，他
没有打败草，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
与我们理解的胜利不同，父亲说，原
野是草的家园，人类是掠夺者。和堂
吉诃德与风车的搏斗相比，父亲对野
草更多的是怜惜，这低微的为生而死
为死而生生生不息的野草，为他提供
了一份切实的赖以生存的职业，在他
活着的时光中，除了机车，野草是贴
紧父亲的最真切的生命。

细叶芒，是父亲家乡的草，一个
跟野草博弈半生的人，对故乡最深切
的思念竟然还是野草。当然，不止野
草，父亲念念不忘的故乡还有黄河吕
剧、阿胶和曹植。

据说吕剧原本叫做驴剧，是人们
骑在驴子身上吟唱的调调，只要两个
人就能唱得如火如荼。后来驴剧变成
两只口的吕剧，唱的人也从田间地野
走进房舍剧场。吕剧浸泡着鲁西人，
呼一口气便随着空气涌出来，父亲呼
出的二氧化碳便是这样的味儿，无论
什么歌曲从他嗓子里唱出来，不消
20秒都是 《李二嫂改嫁》。他说，家
乡是长在骨头里的，肉能增增减减，
谁的骨头能变呢？

故乡于父亲那一代是骨与髓，他
们的故乡是无法移动的一方土地。故
乡于我们这一代是父母的家，父母在
哪儿，故乡就在哪儿。

我对父亲的故乡充满了好奇。若

干年后，走进父亲的故乡，太阳照在
细长的胡同中，照在红色黄色的大门
上，照在一张张被时间细细雕刻过的
脸上，他们眉头的皱纹眼角的笑意如
此熟悉，仿佛昨日我才离开。站在父
亲无数次描述过的他来来回回进出的
胡同口，那些掀起过他帽子的风钻进
我 衣 内, 抚 摸 着 我 凉 森 森 的 皮 肤 ，
我，突然泪雨滂沱，那一刻，“故
乡”不再是两个汉字，她变得真实并
有了切实的温度。

沿着父亲念念不忘的黄河堤坝行
走，堤坝一侧，一株株高大的白杨树
冠齐刷刷没过脚踝。顺着树冠望下
去，柠檬色的河滩在缓缓移动，细细
的沙随着风一缕一缕流动出层次分明
的另一条黄色的河。挨着沙河的是黄
河，是“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
天涯”的黄河，蜜色河水翻卷着浓稠的
浪花，我分明看到，浪花是被风掀起，
又被风砸下去的，每一朵浪都被摔出
沉重的质感，将脚下的泥土震得颤抖。

堤坝另一侧，一株株黄豆像我们
一样挺直身子倾听着黄河，倾听狂风
起浪的暴躁。尽管在奔腾不息的黄河
旁生长，黄豆身体的水分照样被脚下
的沙吸得干干净净，一颗颗豆粒在黄
色的躯干中干瘪着，被风摇出铃儿般
的响声，也被曹植死命攥住变成活命
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在父亲故乡的土地上，弯弯腰捡起的
是曹植的诗，是仓颉的字……梵音和
吕剧不过是才子们用来消遣的娱乐。
看不清仓颉的字和曹植的诗是什么颜
色，一味地认定，父亲的故乡只能是
黄色，深深浅浅的黄，苦苦甜甜的
黄，转眼就被夕阳裹挟着一道坠入黄
河的金灿灿的黄。

秋风催果黄，石榴引燕回。
在夕阳将落未落的丰满中登上一

座低矮的小山，鱼山，无人知晓为何
叫做鱼山，只能揣测，也许是这段水
路狭窄水缓鱼肥。鱼山上的石头虽不
能与泰山石相比，垒个院墙铺个院子
却很顺手，几十年下来，鱼山村的猪
圈院墙一茬茬新，可怜鱼山只剩下一
只鱼头。站在山顶眺望，前方是黄河
入海的急切，远方是落日辉煌，遥想
那年那月一代才子曹植也曾望着夕阳
用光线雕刻出的浪花儿沉思，一河黄
沙一河诗，《洛神赋》 在黄河滔滔奔

流中由曹植笔下涌出。鱼山享誉的声
名全因了东阿王曹植，鲜有人知，鱼
山其实是泰山绵延数百里的余脉，泰
山、黄河与曹植就这么平平淡淡地相
遇在小城东阿。鱼山是东阿王曹植
的，是他生与死的唯一领地。十几岁
的父亲不在意曹植吃了多少黑驴熬制
的阿胶，不在意他墓碑上拓片的价
格，不在意曹植摆在山腰的石头书
桌，他更在意石头书桌旁旺盛的细叶
芒。在意黄河风将细叶芒吹倒前将它
们背回家，覆盖在房顶，那是家人一
年的冬暖夏凉；在意将细叶芒的毛绒
剪下来，让祖母做成草褥子门帘子铺
在床上挂在门口，冬日风雪来袭，一
家人在昏暗的油灯下享受一份柔软带
来的温暖，抵御漫漫冬夜的萧索。

在黄河的湿润中干旱，意想不到
的气候生长出意想不到的植物，不止
父亲这样背井离乡讨生活的人懂得随
遇而安，植物更懂得生存之道，涝亦
活旱亦旺，细叶芒把自己活成一条颠
扑不破的真理。

细叶芒于父亲是生活，于我是一
道风景。东阿王曹植的领地至今仍是
一座县城，这座小城建有世界唯一的
一家阿胶博物馆。企业的博物馆内无
非放些阿胶的来龙与去脉，历史与荣
誉，令人惊叹的是博物馆旁一丛丛黄
灿灿的细叶芒，是细叶芒在微风中那
份岁月静好的安详。

没过胸口的细叶芒与一日浓过一
日的银杏大道上的秋叶两两相望，落
向地面以及被秋风卷到细叶芒根处的
银杏叶不动声色地将灰色石板路铺成
一条金光大道。夕阳西下，迎着夕阳
伫立在这条路的一端眺望，只是眺
望，哪怕将自己眺望成一尊雕像也不
忍踏入——仿佛踏进去就碎了夕阳，
碎了叶子，碎了细叶芒的好梦。

后面的人推开我们，走进细叶
芒覆盖的石板路。他们身后，被 37
度体温撞开的叶子们迅速合拢紧紧
靠在一起，难怪细叶芒还有另一个
名字——拉手笼。也许，在细叶芒
的时光隧道中，瞬间就是久别，再
次相见需要更多的相拥补偿彼此，
就像曹植，需要用一生思念与宓氏
一见钟情的瞬间，就像父亲，将一
根野草相思成故乡。

他走不回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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