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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下，那暖阳抚慰的荷花耀眼、干净、鲜亮，倒有了一
份别样的诗意和格调。那是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倔
强，那是为了下一次重新浮于水面之上的无限可能。
我见过山东菏泽一望无际的荷花盛景，游览过白洋
淀里盛开的群荷竞放，那样的场景除了内心深处瞬
间冲击的震撼之外，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感触。反而是
这少而精、小而艳的池中之荷却让我想到了太多。
池塘里，青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花色的锦鲤，
或成群而游，或独居荷下，或浮于水面、或沉在池底，
悠悠哉哉，惬惬意意。我曾无数次驻足于这池塘边
上，看微波涟漪的一池碧水，看绽于荷叶的轻灵荷
花，看游于水间的条条鲤鱼。看着看着，心不免天马
行空起来。出现在脑海里的，是《西游记》中“三藏有
灾沉水宅，观音救难现鱼篮”一回的情节：妖怪将唐
僧困于海底欲食之，观音菩萨编竹篮制服妖怪。文中
交代，那妖怪本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
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我想，自然万物与人类之
间一定有着某种不可解密的关联和沟通，譬如现在
闲游在我面前的这池中的锦鲤吧，看那些盈尺的红
色鲤鱼，肥肥硕硕、粗粗壮壮，在这池中游来游去的
姿态俨然这里的王者。它们不慌不忙，不急不躁，真
如神话故事中那样让我生了畏惧。但这样的畏惧又
是短暂的，顺势而来的是我对这条鱼的敬重。或许，
几年之前它们只不过是鱼市上普通的一条鱼而已，
可是到了这里却截然不同。它们吸收了空气中飘散
着的文学食粮，天长日久，心性和姿态也就不一样
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也会像神话故事里那样，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幻化成人形偷偷倾听那些文学智
者的对话，但我知道，它们定然晓得自己到达了一个
怎样的地方。不慌不忙地游来游去，不为人惊的坦然

竹筒、野茶、山泉，以及席地而坐品茗的好友，不只是一分闲情就能
够带过的。竹筒是新削的，权当茶瓯了，野茶头天刚摘下，手工炒制，山
泉提壶可汲，而烧茶的呢，却是山上捡来的干树枝。竹筒与野茶的清香
合在一起，回甘的味浓了，那源自茶叶与竹子的自然清新之气，就多了一
分醇厚与绵长。人生最为淡雅的事，莫过于三五好友一起听风、看云、吃
茶了。何况，是置身在香田山的山谷流泉之中呢。
那天，去香田山是新溪临时起意的，说是山上还有明代道观的遗
址。阳光在树叶间闪烁，山坡地上就有了晃动的光影。越往上，坡越陡，
完全失去了路径，我们只有扯着树枝与老藤攀援。上了坡顶，乔木更密
了，地上满是腐叶，厚厚的一层，松软，带着湿痕。脚一踩，有窸窸窣窣的
声响。前方，还有太多的未知。走在这样的驿道，我会无端地想起寂寞
的写作。有时，能够享受孤独与沉寂也是一种痴迷。
如果不是老华头天探过路，我们压根儿不会走进香田山茅草葳蕤的
山坞。带路的老华说，原来的驿道是从山嘴上走的，荒了，进不得身，爬
这里算是抄条近路。老华是杨村坞人，与横坑口横坑段都隔不了几里
路，对香田山一带熟悉。香田山界于向山尖与通天坞，山中的驿道早年
是连接清华沱川等地的，我们只找到一段林间的路径。坡度大的一截路
径被雨水冲成了壕沟状，树根裸露。野生的菌类，一朵朵地长在腐殖土
与树兜上。路边，还有几处沱川人乾隆与道光年间的墓冢。
过了山嘴，山径平而缓，伴随一路林荫的是此起彼伏的鸟语，以及潺
潺的流水。山风一吹，林涛与涧水就有了合唱。明显，路边的杨梅树、吊
梨丁树（刺梨树），还有杨桃藤（猕猴桃藤）上，都结了比豌豆大的果实。
出乎意料的是，在山谷口的树木与茅草下，竟然还有一座石拱桥。仔细
看，石拱桥的桥额上有“庆善桥”的字样，桥拱不大，随山岩砌起，却高，根
本看不清落款。往山涧下，有流泉飞瀑，岩壁上是苔藓与石菖蒲，仿佛水
珠都有盈盈的绿。
石磅、石基、涵洞，只是过渡，那长满山藤、免枧、苦竹的平地，才是道
观的遗址。据说，香田山道观始建于明代，最后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坍
塌的。当时的屋瓦与梁柱，被横坑村民还搬去用于建房了。附近的杨村
坞、横坑段等村，都是始建于明代，从常理上说，香田山道观是否会早于
明代呢？
横七竖八的山藤，把道观遗址的石磅都网紧了。边上，一块断了
几截的青石碑风化得面目全非，依稀只辨认出“十六两”、
“ 二十八两”
等字样。挨着藤蔓的地方，还有两块青石碑，同样风化得厉害，仔细辨
认，也只看出“十亩段”
“ 计租四十六秤”
“ 六十二秤”，以及姓单、余、江、

自若，它们已经给了我最好的答案。
再看看那些食指大小的鱼吧。它们和大鱼相比
起来，除了活泼和调皮之外，更多了些羞涩与莽撞。
每一次走到池塘边上，最先惊慌失措激起一池波澜
的就是它们。我还没走近，它们就蹭地一下，或钻到
水底，或藏到了荷叶之下，像一群调皮的孩子看到了
大人，又像未出阁的少女见到了生人。想来，按照神
话故事里的逻辑，它们的道行尚浅吧。是呀，我不也
正是文字海洋里的小鱼吗？多年文字海洋的摸爬滚
打，我们需要的，就是有一天也能成为池中的盈尺锦
鲤，所有的莽撞与惊慌，所有的无知与迷茫，都将在
时间之水的滋养中蜕变出另一个自我。因为我知道，
终究有一天，这群小鱼也会长大。
2017 年的秋天，我有幸成为了鲁迅文学院的一
名学子，有幸走进这个院子，有幸结识了那么多的文
友，更有幸认识了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还有那一个
池塘里的世界。
每一个 9 月都是秋天的，但每一个秋天都是不同
的。秋天是永远的收获，而在这个秋天里，我们却要
放下过去所有的收获重新起航。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轻装而行远比背着包袱上路要轻松得多，生命如此，
生活如此，文学更是如此。我轻轻地漫步在这院子
里，小心翼翼，蹑手蹑脚，惟恐一不小心惊扰了正在
谈话的先生们。突然间，不知因何受了惊的鱼儿在池
塘里扑通一声，紧接着，蟋蟀叫了起来，鸟儿也有了
鸣响，我瞬时心跳加速，紧接着轻轻地挪动脚步退了
出来，是不是文学智者们的谈话又开始了？退到高楼
的台阶上，我凝视着那一池碧水和盛开的荷花，久久
地发着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程、叶、方人士各捐田“×石”……“××石”等等。虽然，碑上已认不出
立碑的年代了，但“秤”与“石”都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前者是一秤为十
五 斤 ，后 者 则 有 一 石 为 一 亩 的 ，也 有 一 石 按 十 亩 计 算 的 。 若 是 按 照
“秤”
“ 石”作为计量单位使用去推断，至少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往
山谷的岔口走，发现许多高高的野茶树正在抽芽。古时，婺源许多寺
庙、道观、庵堂以及路亭都置有茶、田，或受捐茶、田若干，那“输田济
茗”、
“ 设茗济众”、
“ 捐田施长生茶”的行为，就是把茶与田的收入作为
向过往行人烧茶施茶的费用。而香田山谷中岔口的野茶树，曾经是否
属于道观的一分子呢？
虽然，我们看不清山谷的整体面容，都认为不失为一方幽静之地。
何况，香田山脚下还有建于乾隆年间的漱泉亭。亭依在，只是那亭中烧
茶施茶的人早已远去。
新溪有心，不仅请村民依香田山早年的驿道拨开了路径，还用航拍
器拍了照片让好友一览香田山全貌。山峦把谷地一层层包裹，那漫山遍
野起伏绵延的勃发的新绿，还有虫鸟花（杜鹃花）与苦槠树花（槠树花）的
红白点缀，甚是壮观。于是，几位好友就有了随后的摘野茶与山中品茗
活动。
“ 山间云烟舒卷，岩壑幽邃，流泉洒落，远峰飘杳，翠云深处隐现人
家”。我不知道明代清华人胡皋创作的《群山云绕图轴》中，是否有类似
我们在香田山品茗的情景，但我觉得意境是相通的，他笔下那山间弥漫
的万千气象，二人凭栏的听泉，还有水阁的画境与一位老翁的“曳杖相
访”，分明都有茶的意境藏在里头。真的，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我似乎
闻到了茶的清香。
许是一种缘分，一只年幼的麂子在一个午后闯入了我们的视线。幼
麂无辜的样子十分可爱，只是脚部有明显的伤痕。新溪发现后，找人买
来了酒精、棉签，还有牛奶。趁着空隙，我们用苦竹共同为受伤的幼麂搭
建了小窝。幼麂的伤，是被不明的动物咬的，它虚弱而无助，很是可怜。
我们在为幼麂搭建小窝的时候，密林之中是否还有眼睛在看着我们呢？
距香田山不远的山谷里，我发现了许多兰草。我在一篇文字里说：
“在当地，山是有名字的，谷也有，我觉得叫兰谷更为贴切。兰草，石菖
蒲，以及山谷的自然与寂静，都是我的偏好。我故意隐去地名，是不想把
一个鲜为人知的兰谷传开，只想一丛一丛的兰花自由自在地长在山野，
让兰花的清香更加原生而持久。”新溪倒有想法，说：
“香田山的山谷里亦
有许多兰花，不如也称兰谷吧。”
山上山下，能够找到一方带着清香的田园，多好！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朱山坡敲门进来，带着一袭清风，微卷的乌发，戴着茶
色眼镜，目光沉静。我开门迎接，相视一笑，彼此会心。
我说，
“欢迎来到鲁院 614！”
“614”是我的宿舍，在鲁迅文学院学文习字的窝。此
时，面北的窗外阳光灿烂，一群灰色的鸽子飞跃一座座钢筋
水泥的楼盘，由西向东，在湛蓝的天空中，快乐地嬉戏、翱
翔。
朱山坡是我在中断 20 年文学旅程后再出发时遇到的第
一个“故人”，相逢在中国文学圣殿的鲁院。
“70 后”，我们这
些当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意气风发的“文学少年”们，因
□
为缪斯而互为兄弟姐妹，虽天南地北从未谋面，却彼此神
交。那些金光闪闪的名字：邱华栋、马萧萧、何洁、邱文桥、
赵晓梦、毛梦溪、何鲤、王蕤、徐超、熊万里、蒋晓琴、程冰雪
等，是那个时代拥有着文学梦的少年偶像，是心中的神。
阳光穿透窗户，射在我们彼此青春飘逝的脸上，柔和、
宁静、坚毅，虽近中年，内心童真，从未觉得自己老去。久远
的文学往事如阳光柱里的浮尘，在我们面前飞舞。陆续进
来的同学梁晓阳、张军东，以及闫文盛、马国福，皆为“70 后”
的同龄人，聊着公共的记忆和文学初心，目光炯炯。
几乎每个做过文学梦的少年们都给偶像写过信，那时
鲜见电脑、手机，更无互联网，纸片信件穿越公路水路空路
抵达，撕开信封，散发着墨香。
“ 我当年给湖南隆回的何洁写
过信。”与朱山坡皆为广西北流同乡的梁晓阳同学指指朱山
坡说，他也写了，而且都收到了回信。
何洁是湖南隆回一中的。我们这届鲁院高研班的同学周伟也是隆回人，他
的散文获得过冰心散文奖和冰心儿童文学奖，那天我拿着替女儿买的周伟的作
品集请他签名，向他打听过何洁现况，周伟说没有听说过“隆回何洁”，只知道马
萧萧。实际上，马萧萧和何洁当年都是山西《语文报》推出的“十大中学生诗
人”，也因此，
“ 隆回”在我们心中依然保存着点滴记忆，因为文学和爱好文学的
他们。
“很多人后来估计都不写了，包括何洁。”朱山坡有些感慨。少年诗人、
全国中学生文联主席何鲤保送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去了美国，归来时已是一
名大律师；“童话王国的王子”（柯岩语） 徐超干起了广告和古董收藏，再无
童话片字……我在多次商务活动中邂逅过他们，获知了更多的当年“文学少
年”们的现况。
那是黄金时代，美好而短暂，稍纵即逝。
朱山坡也是沉寂了十多年后再次提笔，
“ 因为蛰伏的文学情结”。其实朱山
坡第一次发表作品时是 14 岁。他在乡镇政府、县政府、市委等转了一圈，再次踏
上文学征程，厚积薄发，动笔生猛，以“意图在混沌世界开辟光明天地的勇气”，
创作诗歌、小说，2005 年被《文学报》评为“2005 年文坛新面孔”，成为“广西文
坛的黑马”。黄金时代从来都是用于缅怀的。我站起来，右手拿着朱山坡的新
作品集《十三个父亲》，拍打着左手。在“614”房间——或许是鲁院最偏僻的角
落，楼层最高，位置最偏，最为清静——逼仄的空间，我的唾沫横飞，久违的激情
气息一时弥漫。
我们曾经都是痴迷甚至癫狂的文学少年。我用父亲卖小麦的钱跑到供销
社图书专柜买下了最后一本《霍元甲》，偷取嗜书如命的二伯枕头底下的《三国
演义》
《岳飞传》
《水浒传》
《薛刚反唐》等，惹得他四处疯找，我躲进房间心惊胆
战。朱山坡那时梦想着“买下全镇所有的书”……我们盼望着每一期的《全国中
学生优秀作文选》，那里有“雨花”杯征文比赛获奖作品、有“十佳文学少年”评选
和推荐，我们渴望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名字和熟悉的身影……还有《中学生文学》
《小溪流》
《少年世界》
《少年文艺》
《儿童文学》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报刊杂志。那
时，有不少因为写作特长而被保送大学的学生。记得 1990 年我参加在青岛举
行的的《少年世界》中学生文学夏令营，营员们大部分被保送：白雪被保送进了
华东师大，章君被保送吉林大学，蒋晓琴被保送武汉大学……实际上，现任鲁迅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是最早被保送到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少年之一。
“那时我们梦想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甚至认为文学就是生命的全部。”
“ 大部
分人偏科严重，数理化都不及格。”
“ 老师封存着我们大量的读者来信，怕耽误功
课”……我们聊起众多类似细节。
一个叫龙琨的少年，那时还不叫“朱山坡”，在群山环绕、竹树茂密、房子沿
坡而建的粤桂边上的小山村，他眺望着远方，放飞文学梦想时，我正在鄂东山村
一所普通的中学，做着同样的梦。
“我在宿舍看到邱华栋了。”这是高我一届的同学王桥生在大一寒假回家
时，跑到学校告诉我的第一句话。那时我上高三，我们站在操场上跺脚取暖，寒
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脸，呼出的气体喷着白雾在眼前飘散，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述
着关于邱华栋以及浪淘石文学社更多的故事。随后，我拉着他跑回教室，草就
一封信，委托他转交给邱华栋。那时，邱华栋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念大四，王桥生
读武汉大学行政管理系，是我们上一届的高考明星。可惜，一直没有收到邱华
栋的回信，有些悻悻然。
“我们那时收到的读者来信成捆成箱呢。”房间座椅、床沿坐满了人，看着我
在房中央转圈，手舞足蹈、声情并茂，朱山坡笑说，
“ 那时邱华栋闻名遐迩，读者
多如牛毛，根本忙不过来一一回信。”
待我到武汉读书时，邱华栋已毕业来京。数年后，我也来京工作，那时因忙
于谋生，疏远了文学。在木樨地书摊上，看到一本《城市战车》，作者邱华栋，我
立即买下，熬夜一口气读完。听闻邱华栋在《中华工商时报》编副刊，我跑到报
亭买了一份，副刊刊题下留有邱华栋的大名和联系电话，我跑到电话亭拨通电
话，电话那头邱华栋热情、谦和，约了有机会去找他。后来，因故没有去。许多
年后，去韩国出差，与黄文夫先生住同一家酒店，他是《中华工商时报》原总编。
我们因聊起邱华栋而结缘，话题很投机。黄文夫说，
“ 回京我帮你约邱华栋？”我
讪笑说，
“ 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商人，没写文学一个字，不好意思见他。”直到此次
开学典礼上，邱华栋主持典礼，他那爽朗而浑厚的男中音，时过多年，再次在耳
边响起，不同的是，那时他的声音在电话那端，而此时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文学的种子一旦在心地种下，就是一辈子的事。虽然在后来漫长的岁月
里，或许谋生，或许混迹天涯海角，总有一天，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会陆续重返
文学的旅程；总有一天，那些与生俱来的荣耀，总会全部抵达。
我再次踏上文学旅程，源于一场猝不及防的严重失眠。曾经很长的一段时
间里，从政、传媒、经商、投资，这些激荡的职场角色变换、世俗的谋生欲望长期
抑制着文学种子生根发芽。直到有一天，半夜早醒，持续半年，每晚只有两三个
小时的睡眠，似乎让我一下子比朋友们拥有了更多时间。失眠时内心焦躁不
安，渴望倾诉，这种心境不可能和公司员工分担，也不可能和商业合作伙伴耳
语，竭力破茧蜕变，一次不经然拿起笔，那些日常的熟透的商业故事，像潺潺流
水一样从笔端流出，财经小说像绚丽的云彩，在波诡云谲的商战生活中，给我开
辟了与灵魂对话的私密空间。5 年后，缪斯把我送到了鲁迅文学院，让我们这些
神交已久的“70 后”文友们，在神圣的殿堂相逢。
“还记得你那届‘614’房住着谁吗？”我考问着好友、小说家张爽的记忆，他
和朱山坡都是鲁院高研班第十七届同学。
“是云南陈鹏啊！”张爽脱口而出。陈鹏也是“70 后”，据说当年为了读鲁院
高研班，他毅然辞掉了工作。
因为文学。
报到当晚，我翻阅鲁院历届住“614”学员的留言簿，
“614，经常性成为我们
神侃文学的重要据点，成为我写作阅读、习字深思的美丽的窝”
“ 相信你，也会与
我一样找到内心的声音，找到自己在文学中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614 是一个角
落的房间，这里曾经住过痴狂的过客，我会是这众多过客的哪一类呢？”
“ 鲁院是
文学的圣殿，我们是文学的圣徒！”……至少有 22 位“过客”师兄在厚实的笔记本
上写下他们的大名，还留下了一段段直抵内心的文字。
“我们这一代作家中，肯定有为追求经典而写作的人，他们不随波逐流，不
争名夺利，默默无言，却目光远大。我一直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这一行小字，印在朱山坡作品集《喂饱两匹马》封面下方，掷地有声。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陈楫宝

恍惚了、烦躁了、迷茫了、无措了，在这院子里转
一转，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院子呢？院子不大，却充满了生
命的活力和自然的和谐。巴金、曹禺、冰心、郭沫若、
老舍……一尊尊青墨色的雕塑隐匿于草木之间，或
促膝而谈、或凝神注目、或若有所思、或笑容可掬，大
师的优雅神态，庄严肃穆却又让人心生敬畏与崇拜。
蝴蝶梅、落叶松、桑葚树、柿子树，还有那么多不知名
的花花草草，在这 9 月的初秋里，它们用又一次生命
的辉煌守望着一位位文学的智者。似乎长在这里的
每一样植物都是通了灵性的，在经年累月的风雨洗
礼之后，它们褪去大自然赋予的野性和肆意，变得温
顺、有序了许多。我相信，它们比我们任何一位在此
短暂停留的学子都幸运和幸福得多。我们只不过是
这里匆匆而来不舍而去的过客，而它们却能够长久
聆听文学智者无声的畅谈，生命的乃至精神的。
另一处景致，当属院子里那个盛着盈盈一池碧
水的池塘。池塘不大却容成了一个世界。包容一切的
池水沾满了岁月的墨绿，投入这墨绿色世界怀抱里
的，是圣洁高雅的、不染的荷花，粉红的、洁白的花瓣
不大却透着满满的灵气。池塘中央，蒲扇大的荷叶仰
面向天，好似洞察天机的巨瞳；几束莲蓬立于水面之
上，像冲天而举紧握的拳头，像守卫这一池碧水的兵
将。这散落水间的荷，没有巴金《荷花》笔下的曼妙姿
态，也没有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静美，但它们却充
满了直达内心的气场，让人怜爱却又充满敬畏。荷花
本来就是圣洁高贵之物，生于这样的院子，无形之中
又平添了几分文雅和沉稳。秋风瑟瑟，吹皱了一池碧
水，吹黄了斑驳荷叶，即使是残叶，也残出了艺术的
腰身，残出了生命的遐思。你看，半绿半黄的荷叶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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