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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桂花十里香（中国画） 力群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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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长篇创作谈《文学与生活的
路——与文艺报记者的谈话》发表于
1980年第6、7期

庆祝《文艺报》创刊65周年

我与文艺报我与文艺报

山抱岭，岭抱山，会仙山的群山窝窝里，藏着一
个名叫唐李庵的小庙。它简直像蜗牛壳那么小，可
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庵寺也不在多么气派。这
里为别处所不及的魅力是格外幽寂，而这恰恰是古
刹的魂。绕白石清泉，钻茂密松篁，踏着曲曲弯弯
的小径走进来，那宁静、虚无的氛围，顿时使你躁气
消除、心灵净化。小庙殿宇僧舍亭榭廊柱结构紧
凑、玲珑剔透，现在看到的虽是明清时期修复后的
面貌，也已三四百年，而其创始年月已不可考，也许
庙门一侧那棵千余岁的文冠果树，保留着关于它的
最初记忆。

唐李庵下面山谷里有一座小草屋，住着一位花
甲老汉，为守庙人。这个守庙人本是看山护林的，守
庙纯属义务。早年他借宿在大殿，没事时就瞅神像，
瞅残存的壁画和梁柱上精美的明代彩绘。瞅着瞅着
两眼放了光：“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哩！”大
字识不了一箩筐的他要文化一回，自己花钱买车票到市里找文物部门，蹲在
人家门口不走，讨钱维修寺院。款项拨下来，县里却没往寺院上用，他又去找
文化局长“打仗”。有一天夜里大雨如注，大殿顶子塌了一角，老汉趴在一片
浸湿的彩绘上呜呜地哭……

小草屋旁有一棵大梨树，树下一张石桌，数只石凳，别看桌面上落了一
层鸟粪和厚厚的尘土，当年可是擦得锃明瓦亮，围一圈儿说笑的人，一拨接
一拨。那是唐李庵启动修葺、开发工程，老汉搬到小草屋里，这里就成了“联
络站”——市里的专家来，先到这里坐一会儿，听听老汉的意见（起初是他硬
把人家拉来的）；舞文弄墨的文人们搜集素材，从这里得到“灵感”（他看了他
们编的“传说”，却笑“咱文人咋光说瞎话呢？”）；扩建配套景点涉及到周围村
子的山林，各村确认地界的人在这里会合；开发公司的工头更是把这里当作

“办公室”，戴金丝眼镜的技术员背靠着梨树树干看图纸……老汉像过节一
样兴奋，一人忙不过来，“逼”着老伴撇了家园，上山来做专职司炉——烧水。
他没有好茶叶，是那种七八块钱一斤的末子茶，可喝茶也成了他最大的一项
开销，怎奈那把“大嗉子”茶壶一刻都不闲着。不过，这并不影响老汉爽朗的
笑声金属片一般撞击满山哗啦啦的树叶儿……

那个头上抹了油、腆着大肚子、满嘴荤腥话的开发公司头儿心肠却不
孬，他同情老汉还有一个瘫儿子，把老汉视为公司的临时工，一月发400元
的工资。一家人感恩戴德，老汉天不亮就脚步咚咚地到山下挑水，来回三里
路，哼五六段小曲儿。可是你要是活干得不仔细，哪怕一道砖缝没抹严，他又
翻脸不认人，抓住不放，要你返工，这时他则成了“监理”。

老天不仁啊，工程才进行到一半，老汉却突发急症。临死前他眼睁得很
大，迟迟闭不上。都猜他怕这一“走”，老伴、瘫儿子就被扔在大山里了。谁想
他嘱咐老伴，常替他去看看庙，还要老伴发誓答应一件事：“我死后不要给人
家开发公司添麻烦，病是咱自己得的……”

老伴在小草屋住下来。山窝窝里只有她一户人家，丛丛石头把小草屋包
围，团团寂寞堵住屋门。夜晚来临，无边的黑浪汹涌着扑向小草屋，很吓人。
而最难熬的是冬天，林子全落光了叶子，雪填满了山谷，百里大山不闻一丝
动静，连一声狼嚎都没有，空空的心像被挑在树枝上一天天风干。老人单薄
的身子骨哪承受得这般重压？眼看挨不过去了，树梢迸出了星星点点的绿，
屋前屋后的小花开了，游人的欢声笑语抛洒在石径两边。

好奇的游人向小草屋走来，叩响门窗。她像见到久别的亲人，攥住人家
的手不松开。总要从里间拿出一个荣誉证书让人看，那是1988年老伴被评
为市文物保护先进个人的奖状。絮絮叨叨地说，老伴活着时每天夜里都拿着
手电筒到庙里东照照、西照照，每天早晨把寺院扫得干干净净。她说她也“传
染”上了这毛病，一天不去一趟就感觉像少了啥一样。而那一排菩萨一个个
都拿眼盯着她，嘴一张一合地给她讲经，教她人活着要行善。她认真地问大
家：“你说这怪不怪？”

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这座小草屋正合适。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乱七八
糟的东西看上去倒不少，破纸箱子，烂塑料袋，盆盆罐罐，针头线脑。带豁口
子的大瓷碗不舍得丢，缺了齿的梳子也保存着。老伴去世后，工资停发，她按
照老伴说的，没去求人家照顾，就靠到山下卖点杏、卖点梨、捡塑料瓶子卖废
品度日。其实钱对她好像也没有多少用处，在大山里，只要手脚勤快，就啥都
有。方桌底下满满一篮子婆婆丁，是她刚剜回来的，这野菜晒干了当茶喝，可
治她瘫儿子的牙疼——儿子的牙常发炎。屋子周遭种上丝瓜、扁豆，藤蔓顺
着墙爬，大张旗鼓地织了一架漂亮的绿帐，远近的蜜蜂欢欢喜喜地来这里忙
碌，一夏一秋瓜菜结得吃不迭，这是小草屋最快乐的时光。

惟一一样值钱的东西，好像是墙正中位置的一幅书法作品——那年，市
里一个文人朋友带来，亲手用图钉钉上的。不久这个朋友就死了，老伴越发
爱惜这幅字，说看到它就想起朋友。如今老伴也走了多年，这幅字纸发了黄，
一戳就烂，不料有一天一个游客却看上了它，说出2000元买下。她可从来没
见过这么多钱啊，能顶她捡多少天的废品啊，然而思量半晌，她却没答应。不
是嫌钱少，是她觉得朋友人都不在了，要是卖人家的字，心叫狗叼去吃了吗？

老人更多的工夫是花在捡柴火上。风吹落在地上的树枝，被她捡来烧水
做饭。枯死了的树干，她抡着斧子砍断，扛回家，锯成一截一截，垛在墙根、门
旁、窗台上，冬天好取暖。有的树干很沉，上不了肩，就拿绳子拴住一头，咬着
牙使劲拖，好在是从上往下拖，要是平路，不堪设想。她就这样山山岭岭寻摸

“猎物”，大山里有上百条她拖出来的“蛇道”。白天在林中转悠得脑胀眼花，晚
上头一沾枕头就黏住，可一觉醒来，一想瘫儿子却睡不着了，治这症候最好的
办法是起来截木头。粗树干锯断后还得劈开，她早备好了錾子、锤子，一下一
下地凿、冲。多长时间才劈开一块呀，直到半夜她还不停手。万籁俱寂，她的锤
子声、锯声在空旷的大山里传出去好远，不知端坐在殿堂上的佛祖听到没有？

儿子是她对付不了的一根木头了。儿子小时候患脑炎，留下后遗症，手
脚不管用。这根木头从小都是她搬来搬去。天亮给儿子穿好衣服，搬到椅子
上，搬到外面晒晒太阳，搬到梨树下看花……已经搬了50多年，慢慢没有那
么大的力气了，慢慢儿子成了山下那根被雷电击倒遗弃在乱石上的榆树树
干（她多少次想把这根树干弄回家，可试了几回都挪不动）。儿子身子不听使
唤，脑瓜儿却还灵透，不干活的时候，娘儿俩拉呱，常常商量谁先死的事情。
娘说：“我七老八十了，这死也够本。”儿子说：“还是我先死，我活着有啥劲
儿？”娘说：“我累了，到那边清闲清闲。”儿子说：“我没孝敬过你，我替你死，
让儿尽尽孝，俺的好娘！”最后娘的声音变低了：“你要是有福，你就死在我前
头……”宣称“死我才不怕呢”的她，去年冬天得了一场重病，阎王爷果真来
叫她了，把她拎出门了，她终于可以去享清闲了，但她却又拼命挣扎，从昏天
黑地中踉踉跄跄跑回来，她怎能丢下她的瘫儿子啊……

我第一次见老人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银子似的阳光在小草屋屋顶
跳跃、闪烁。下午游客稀，深山里遇到这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我疑是碰上
了神仙；可进屋，地上凌乱的锯、錾子、锤子、劈开的木头，桌子上摆着的药瓶
子，她瘫在床上的儿子，又告诉我这是人间的真实情景。我惭愧不能帮她一
点什么，她面部却没有悲苦和忧郁，对我讲述经历的时候就像讲故事，还不
时地淡然一笑。但是我也注意到，谈话结束一段时间，一声叹息才从她深深
的心底拱上来：“唉，就这么活着吧！”

一抹红晕洇染着晚霞舒卷的天空——小草屋左边山坡上密密丛丛生着
香椿树。它们正抽芽，红红的叶芽鲜亮、娇羞。山窝窝里北风吹不到，香椿绽
芽早，早上市的香椿芽价格很贵，一斤可卖三四十元，香椿是山里人家的摇
钱树。这片香椿树在老人的“管辖范围”内，该能换些钱花，但老人说她从来
没卖过香椿，都是被游客采走：“他们稀罕。”老人慷慨地说，“来，我给你采一
兜。”说着，她取下挂在窗棂上的钩杆，“噌噌”地钩枝头的叶芽。她很麻利，和
刚才木僵的老者判若两人，这位瘦弱的七旬老人凭借常年劳作，依然保持着
灵活的肢体，这又是城里那些富态老太太无法比的了。很快采了一塑料袋，
炒鸡蛋吃会香透心扉。

我特意问得她的名字：刘桂香。离开小草屋，往回返。一个满脸肉疙瘩、
神情优越的汉子正在景点门口溜达。和他打招呼，知道他老来无事在这里看
大门。我顺便了解：“有工资吗？”他接过话茬：“没有工资，谁给他干这个！”

景点大门对面是一个小山村，鳞次栉比的灰色屋顶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他告诉我，他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他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几乎与世隔绝
的山旮旯里。他打了一个嗝——他已吃过饭，不停地溜达，为了消食。“那就
是我的家。”他指着村头一座二层楼房，有几分得意地说。

他家离这里连200米都没有啊！我纳闷他怎么不回家和家人吃团圆饭，
而一人在外生火开灶？

他倒是直来直去：“不用公家的电，省着干啥？”
我换了话题：“在山里生活真好，环境这么优美……”

“哼，”他鼻子里发出一声响，“有啥好的？就赚天爷爷一个便宜：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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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新来的桂花树，刚到时一
身盛装，不久便繁华褪尽，静静地
站在天空下，睡着了一般。

再不久，嫩绿的叶子，一小丛
一小丛地从树干上钻出来，有点兴
奋，还有点儿害羞的样子，从树下
往树上排列，像五线谱，有音符的韵
律。我觉得它的每片树叶都是眼睛，
甚至能感觉到它的性别和气息。

在它没有落叶的时候，它的叶
子茂密如林，透着灵气；在它收敛
了一身盛装，落尽繁华，让自己变
得非常不好看的时候，透着神秘。
有一天晚上，大约 9 点钟，我来到
树下，也许是因我的脚步声，突然
树上哗啦啦骚动起来，叽叽喳喳叫
个不停，我看到密不透风的树冠像
一个大摇篮，在空中晃动，有鸟在
树枝上逗闹。方知惊了它们的好
梦，我悄悄地不敢出声。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棵桂花树，实在是鸟儿的
天堂。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鸟站高
枝，这是因为站在高处的鸟，更有
安全感的缘故，这个道理，不经历，是不会理
解鸟类的生存之道的。

大约一个月后，树上繁茂的叶子渐渐脱
落，再过了一个月，下面的全掉光了，树梢上
的叶子所剩无几。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没有掉
落的叶子呈灰褐色，干枯而硬邦。这时再看树
身，觉得挺拔而清冷，心里受了伤似的，仿佛
杵在冬日里的一把大扫帚。

但是我对它充满信心。它是在经历化蛹
为蝶的蜕变，是凤凰涅槃。重生是痛苦的，我
应该对它充满信心，看着它受苦的样子，我的
内心里还有一丝丝怜悯和不忍，能对它做的，
只能是浇水再浇水，使它喝饱喝足后积攒力
量。我常常看着它，感受它的呼吸和气息。我
对它说，你知道我在乎你，你一定会焕发生
机，要加油！

人站在一棵高大的树前，是渺小和微不
足道的。但它能感受到我强大的心愿，我的力
量来自灵魂深处，来自于我对它生命的尊重

和呼唤。
先前我对朋友说，你看这棵树

的造型多么美，两尺多的主干之
上，走出三大分支，三大分支又长
出十枝亭亭玉立的枝干，在空中收
拢得有模有样，没有旁逸斜出，团
团地向外扩散，像莲花般好看。朋友
煞有介事地、头一点一点地查着数：

“一、二、三……真好，十全十美。”
就这样，从春到夏，两个多

月后，它的主干上发出了嫩绿的
新芽。

生命的奇迹，有时候不是我们
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天天盼着它长
出新芽，它却缓慢地不肯露头。有
一段时间我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它
的身上，不再去观察它，它却给了
我意外的惊喜。这个时候我确认它
已经适应了环境，可以尽情地生长
了，心中充满欢喜。但是内行的人
说，第一年活不算活，因为它还没
有真正扎住根呢。它在迁移的时
候，植树的人们削去了大部分根
系，树梢也被剪去，它是受到重创

之后来到这里的。
其实在你夸它、欣赏它的时候，它是忍着

巨大的痛苦的。这里的水土服不服，这里的养
料跟上跟不上，对它是生命攸关的大事，直接
影响到它的生存。重生的磨难，我们哪能体谅
得到呢？

桂花树是高贵的植物，它的生命灵气是
绝对存在的。

端午节的那天傍晚，我在纯净的桂花树
下冥想，我的内心仿佛被过滤了一般，清澈明
净。之后我透过树隙向天空望去，我惊奇地发
现，那晚的月牙是金色的，弯弯细细的金色月
牙镶嵌在低空，离月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颗
亮晶晶的星星，也是金色的，宛如一幅充满故
事的水墨山水画。

它是在与月亮遥遥相望、默默对话，它一
定会告诉月亮：到了八月，我也是金色的！

我几乎忘了，这棵桂花树是金桂，开金色
的花。我要做的是，一定给你一个心灵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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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 15岁，从被称作革命摇篮的“华大”来到省
会保定，正式进入文艺圈。我报到的单位是河北省文工
团。这个新建单位是由原来的冀中、冀南、冀东几个文
艺团体合并而成，被安排在保定大纪家胡同一个老商
号的下处内。这个老商号的下处由几个院子组成，院子
套院子竟然容纳了两三百人的工作和居住。我被分配
在一个院子的一间屋子内，这屋子和当地民房没什么
两样，一明两暗，方形窗棂的窗户，屋内还有一盘炕，炕
上睡人，炕下“办公”。炕下四边不靠地摆着一张三屉
桌，桌上散落着几本书籍和杂志，杂志中有一本叫《文
艺报》。这是《文艺报》的第一卷第一期：十六开本，淡黄
色民间剪纸图案做底的封面，左面竖排着三个红色大
字“文艺报”。同志们常坐在桌前翻看，我看到它时已被
翻动得成了旧书。

我进入神秘的文艺圈，已经是个“一不小心”，专业
文艺圈之于我本来就是一个神秘王国。先前，我看过有
出叫《白毛女》的歌剧，现在这些演“白毛女”的人就在
你眼前，这位就是“喜儿”，那位就是“黄世仁”……在

“华大”时，我们也演过一出小歌剧，剧本上印着作者和
曲作者的名字，现在这两个人就和你一同排队打饭。那
时我觉得能用铅字印在书报上的人物都是大人物，原
来我所在的神秘王国是如此地使人眼花缭乱。

我坐在办公桌前翻看这本《文艺报》，原来这才是
一个更高级的“王”的世界。这里用铅字显现的人物可
不同于和我朝夕相处的那些喜儿、黄世仁们，他们是茅
盾、胡风这样的大人物。原来这些文艺大家、巨星也不
再距我千里之外，他们的高论正直接引导着我去认识
我所从事的事业——文艺，我也更“神圣”了。

后来在单位资料室翻看《文艺报》成了习惯，我从
这里得知丁玲和周立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巴金在朝
鲜见到了彭德怀，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飞机，苏
联作家爱伦堡来了……借助这一本本杂志，你不仅可
以“听到”这些名人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文艺主张，有
时，你还可以借助照片看到他们的模样：茅盾蓄着解放
后已不多见的上髭，丁玲披着大花丝巾（俄罗斯的吧）
灿烂地笑着，胡风是一位谢顶总显得与众不同的中年
人，郭沫若、周扬、郑振铎、陈企霞、刘白羽、王朝闻……
由于经历不同，各自的气质也不同。有时从中还可以了
解到那些“不在位”但名声更显赫大家的足迹：齐白石、
徐悲鸿、马思聪、俞平伯、吴作人、欧阳予倩……有位叫
冯法祀的油画家后来竟成了我的油画老师。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文艺报》好像总处于政治
运动的风头浪尖，它的编辑部也在不停地更换“主官”，
差不多两年一换，有时一年。于是作为年轻文艺工作者
的我们，似乎就在《文艺报》领导更换的同时也被卷入
一场场运动的旋涡。那时由于自己的“政治、文艺”修养
浅薄，常陷于运动的迷雾中。有两位年轻作者刚对俞平
伯“红楼梦研究”提出质疑，由此就引出了一场文艺整
风。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受批判了，我们也必得坐
在那张办公桌前守着几本《文艺报》做自我批判。你说
你处于迷雾中，不行。你眼前不是有《文艺报》做引导
吗。于是你便找到了你那问题的根源。1951年中国文联
通过《文艺报》就向文艺工作者发出过通知，开宗明义
指出“在文艺界整风运动期间，《文艺报》为指导这一运
动的主要刊物”。

随着文艺整风的深入，我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问题。
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领导分配我去画作为游行
用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当时，参与者共三人，工作开始
后，我却被分配去调颜色和只画领袖的领子和扣子。我
要求画脸，主画者请示领导后，领导不同意，说我不会
带着阶级感情画领袖，怕走了样。我怏怏不乐地只画了
一个领子和两个扣子，便表现出对领导的不满。开会时
有人提出了我的表现，我才开始认识我的问题，因为我
出身成分高，阶级感情不纯，很容易把领袖画走了样，
我做了检讨。

那时我做舞台美术工作，有时帮助灯光组开灯，一

次我开错了灯，把红光打在了“蒋介石”身上，蒋身上本
应该打属于阴冷色调的蓝光。那束红光应属于英雄和
领袖的。这次的问题严重，于是我便自告奋勇地作为重
点人供大家进行批判。开会时，一位同志信手从桌上拿
起一本《文艺报》，拍打着说：“你也整天看《文艺
报》……立场哪去了？”我虚心地接受着批判，以《文艺
报》上的精神虚心接受着。

1955年至1960年，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本科生。在
中戏的大资料室里翻看《文艺报》，仍然是我的习惯。这
5年随着我国政治生活的大起大落，《文艺报》对自己的
把握也显得慌忙不迭，时而欢腾雀跃，时而低沉忙乱，
有时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一时间，各派势力的刀
光剑影，也都可散见于《文艺报》上：丁玲、陈企霞倒了，
冯雪峰、艾青倒了，丁玲、王实味、肖军在延安时的老账
该清算了，胡风已是一只死老虎……有人虽然没有倒，
但也常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谁主张要写中间人物了，
谁提出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直到再后来对文艺作
品更广泛深入的清点，也像是开始于《文艺报》：从对电
影《林家铺子》的批判，到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自此

《文艺报》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消逝了。刊停人散 12
年吧。

在10年的政治动乱中，只在我遇到那些曾在《文艺
报》上显现过模样的人时，也才想起当年的《文艺报》。
1968年，我在五七干校遇到和我一起劳动的田间和梁
斌。他二人抬着一只大筐，筐里是盖房用的石灰。二人
头上都包着羊肚手巾，手巾上脸上都淌满石灰。当时我
们在为自己盖房，我是个收砖收石灰的，他们是运石灰
的。看到他们二人蹒跚着来交石灰，不由得想起田间在

《文艺报》上的豪言壮语，“让风暴更大些”以及梁斌的
“平地一声雷”（《红旗谱》语）。那些风声和雷声，此时就
像飘浮在五七干校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上空。

12年没有见到《文艺报》，再见到它已是“文革”之
后，那时我从干校回到旧时的省城保定。一次在天华市
场闲逛，看到一个旧书摊上摆着一摞旧《文艺报》，大约
有几十本吧，我拿起一本看看，封面上有原书主的签
名，主人叫夏昊，名字以下还恭恭敬敬地落着名章。每
本杂志不卷边，不折角，保存完好。夏昊是谁，我很
熟，先前在文工团做演员，是南方人，因为能写，被
调到省文联的刊物做编辑。因为能写，1957年大鸣大
放时，写了一篇叫《并非一切都是七级》的杂文。说
的是有位剧团领导，级别虽属文艺七级，但文艺水平
实在不够七级，且充满指挥欲，还闹出过不少笑话，
比如把五线谱叫有线谱，把简谱叫无线谱，在总结会
上说：“我们的乐队也有进步嘛，过去演奏用无线
谱，现在用有线谱。”有位演员要演一位高层领导，
去问这位团长到哪里去体验生活，团长说：“就体验
我吧。”夏昊的杂文内容真实，这位团长也就是只让
我画扣子的那位。但杂文的发表，使夏昊以污蔑党对
文艺的领导为罪名被定为极右派，下放劳改，很晚才摘
帽回城。卖《文艺报》当然是他的生活所迫而为吧。我翻
动着夏昊这摞珍藏的旧刊物，决定将它买回，但自己现
钱不够，便急忙骑自行车回家取钱，回来后摊主收摊
了。后来几次寻找，终未得见。我和旧《文艺报》的“交
往”历史，随着这次的买书事件也就这样结束了。

“文革”后复刊的新《文艺报》随着新时期到来终于
诞生了。

到书刊报亭买《文艺报》仍然是我的习惯，一次一
不小心，我在一本《文艺报》中发现了铁凝的名字，她的
一个中篇小说获奖了，那是 1984 年的事，这又是我和

《文艺报》不寻常缘分的开始吧。之后随着铁凝的名字
在《文艺报》上的出现，突然间我和《文艺报》的关系更
直接起来，竟然见到编报的“真人”了。

那几年，新时期的文学界格外热闹，读者百姓们对
作家们也格外看重，由此带来的是出版和报刊业的大
繁荣，一时间在家中接待找铁凝约稿者竟成了我家庭
生活的一部分。在接待事务中，我的任务有三项：接站、

做饭、买烧鸡：骑自行车去接站，让客人坐在后车架
上……许多客人都夸过我做饭的手艺（有位女编辑说
我炒的洋白菜颜色漂亮的像“塑料”一般）。客人离开时
送只烧鸡，也算是一片心意。在我们所处的城市保定，
能拿出手的礼品大约也只有马家老鸡铺的烧鸡了。

一次吴泰昌来了，当时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接
完站、吃完饭（那次还买了保定自产的散啤酒）去买烧
鸡。泰昌要和我一起逛保定，但走在街上，一不小心他
把脚崴了，且崴得不轻。回京后他打电话时还说：“铁扬
啊，肿得穿……穿不上鞋了。”泰昌快人快语，性情随
和，说话稍有口吃。我们年龄相仿，相互都直呼其名，那
次他的脚崴得不轻，许久才痊愈。

我自己在《文艺报》的“亮相”是1999年，那年是《文
艺报》50周年华诞，报社编了一本大型纪念画册，其中
要收录一些与刊物有各种性质联系的人物。在一个栏
目内，我便作为“家属”和铁凝一同出现在本栏目内。看
到自己的形象，感慨万千，原来《文艺报》把我也当自家
人了。

或许因了我和《文艺报》这些千丝万缕的故事，在
我所敬重的大型文学刊物中，《文艺报》在我脑海中始
终是凸显着的。2000年以后，作画之余，我陆陆续续地
写了点散文，寄给谁呢，首先想到的还是《文艺报》。那
时它开辟了一个“新作品”版。我把一篇叫《缅怀纯洁》
的散文作为投稿寄了出去，蹊跷的是，很快栏目的主持
人就打来了电话说：“铁叔，散文收到了，我们准备用。”
还夸了我那点文字。原来这位主持人不是别人，是冯秋
子。她呀，我接过站，吃过我做的饭，好像也为她买过烧
鸡。那时她尚在作家出版社。自此我和《文艺报》的交往，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为我后来的写作也带来了勇气。

后来冯秋子调走了，走后仍关心着我的写作，以及
我和《文艺报》关系的延续。于是我便又得到新的编辑、
记者的呵护和关心，连我在美术界的活动也得到关注。
很具专业的编辑、记者每次都义不容辞地出现在我的
艺术活动中。接受赠寄报纸也一直在继续，每每接到报
纸，我都郑重其事地翻看每个栏目的文字，说不定还能
找到自己的名字。最近我在云南认识了普米族诗人鲁
若迪基，在路上急就了一篇《巧遇鲁若迪基》的散文，寄
给了《文艺报》。几天后鲁若迪基先看到报纸，打电话告
诉我说，他看到了文章，还说高兴地喝了三天三夜的
酒，说了一些那篇文章的好话，就拐到了《文艺报》上，
说：“《文艺报》那可是大报啊……”

大报《文艺报》风雨兼程走过了它的 65个年头，虽
然它不再是指导什么运动的主要刊物，它“平民”了，亲
切了。围绕文艺这个难以纠缠的现实，在这里你可以尽
抒己见。总有明白人的真知灼见，使你的认识更接近于
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