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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坝大屋在瑞金的武阳石
水乡。

武阳位于瑞金西南部，经绵
江中游，相距约 18 公里。这里气
候宜人，无霜期约占全年的三分
之二。矿产也很丰富，竹木积蓄量
大，而且耕地平坦便于灌溉。当年
在苏区时期，这一带曾是全中央
苏区的模范区，闹红闹得很是红
火。下山坝大屋本身并没有太大
名气，却出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女
人。当然，她生前还没有太大名
气，出名是后来的事。

我第一次知道下山坝大屋，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我到瑞金的当天下午，来到
中革军委旧址的小广场。这里的
鲜花静静地绽放着，松柏在微风
中轻轻摇曳。我看到在小广场的
南侧有一尊女人的雕像。她看上
去很年轻，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抬
头朝很远的北方望着，眼神里似
乎凝着期盼。我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她手里的东西，
问当地文联的廖主席，她拿的是不是一双鞋。廖主席
点点头说是，那是一双鞋，一双草鞋。但是……廖主
席稍稍沉了一下说，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草鞋啊。

接着，廖主席告诉我，她叫陈发姑，当年就是下
山坝大屋的人。

陈发姑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我刚到赣南时，就
不止一次听到关于她的事。这个女人不仅身世坎坷，
命运多舛，而且有着一段很凄美的爱情故事。

陈发姑出生在下山坝大屋的一个贫苦家庭。不
到一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一年后，父亲似乎预感到
什么，于是把她送到上山坝大屋一个朱姓人家做童
养媳。然后不到半月，自己也去世了。这个朱姓人家
的独子叫朱吉薰。发姑和吉薰成年后，自然就结为夫
妻。接下来的几年，生活虽清苦，但夫妻恩爱，男耕女
织。这应该是发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34 年 10 月，反第五次大“围剿”失败，驻扎在
苏区的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这就是著名的二万五千
里长征。当时瑞金的年轻人为了响应“打造一百万铁
的红军”的号召，有5万人参加红军，其中3.5万人参
加了后来的长征。发姑的丈夫朱吉薰也报名参加了
红军。在准备跟随部队北上之前，发姑用平时攒下的
几个钱，到集市上扯了几尺布，为丈夫缝了一身衣
服，做了一双布鞋。丈夫走前的那个晚上，她紧紧抱
着丈夫，贴着脸不住地流泪。她知道，丈夫这一走就
不知去了哪里。北方是一个遥远得难以想象的地方，
况且还要打仗。丈夫似乎看出她在想什么，抚着她的
脸颊喃喃地说，别难过，等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的。
发姑也哽咽着对丈夫说，你放心走吧，妈有我照顾，
我等你回来，一直……等到你回来……

但是，发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这句话意味着什
么。

从此，发姑就经常一个人轻轻地哼唱：“哇哩（说
了）等你就等你，唔（不）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
子翻转身，唔（不）知我郎几时归……”这是她送丈夫
走的那个晚上唱的一首歌。她相信，如果自己不停地
这样唱，就可以把远方的丈夫召唤回来……

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瑞金
籍烈士，有名有姓的就有1.7万人。几十年过去了，当
年和朱吉薰一起北上的瑞金籍幸存者陆续回来了。
发姑每见到一个人都会急切地上去问，有唔我家吉
薰的消息啊？但她得到的回答永远是摇头。可是，发
姑坚信，她的吉薰没有死，一定没有死，他应该是去
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了。

发姑想，总有一天，她的吉薰一定会回来找她
的。

随着岁月流逝，发姑一天天老了。她把青丝盼成
了白发，一双原本明亮的眼睛由于每天望着期盼的
北方，也盼瞎了。政府安排孤身一人的发姑住进叶坪
光荣敬老院。直到这时，每当“上面来人了”，发姑仍
会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摸索着过来，满怀期望地问，有
我家吉薰的消息吗？她的声音，让人不忍心去听，她
那双混浊的眼睛，也让人不忍心去看。

发姑后来在叶坪光荣院的情况，是廖主席和叶
坪乡文化站的杨站长给我讲的。一天上午，廖主席和
杨站长陪我来到叶坪光荣院。这时发姑已不在世。光
荣院的院长告诉我，发姑在世时，在光荣院里的威望
很高，几乎这里所有的老人都很钦佩她。无论她说
谁，也都很服气。每当老人之间有什么小的矛盾或磨
擦，也都会找发姑来评理。院长带我来到发姑生前住
过的房间。这个房间并不大，很简朴，也非常整洁，看
得出老人生前的生活很有条理，也很爱干净。杨站长
告诉我，那是2008年9月的一个上午，他陪着几位记
者来到叶坪光荣院。这几位记者是慕名来采访发姑
的。杨站长说，在这个上午，发姑的精神很好，还特意
打扮了一下。也许，发姑心里在想，记者采访时为她
拍的照片，将来登在报纸上，她的吉薰会在什么地方
看到。如果这样说，她就应该是为她的吉薰打扮的。

采访了一段时间，后来大家担心老人累了，就让
她先回房间休息一下。于是，老人回去躺到自己的床
上。过了一会儿，杨站长再来看时，老人已经安详地
溘然长逝了。

老人享年115岁。
杨站长告诉我，他在为发姑整理遗物时，发现

老人的床下竟然堆满了草鞋。这些草鞋都编织得很
精细。杨站长数了数，一共是 75 双。自从丈夫走
后，发姑每年
都编织一双草
鞋 。 75 双 草
鞋，这说明，
发姑等她的吉
薰，整整等了
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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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忠犬八公》，每个观众都被那条秋
田犬在涩谷站前等待了 10 年的画面，弄得
喉头哽咽；路易·西霍尤斯执导的《海豚湾》
记录了太地町的渔民捕杀海豚，为庞大利益
而起的屠杀，让人心里发颤；读刘庆邦的《琼
斯》，当老太太放弃了爱犬琼斯、央求开出租
车的邻居把琼斯拉到郊外的野地里去，随着
琼斯被汽车甩远，人那一颗善良的心也被丢
弃了。看到这些画面，我在想——让我亲历
现场，我会做什么。

它们太热切地捕捉着人类的友谊。它们
总以为，在我们身边，前途一定光明。它们把
人当成比同类还知心的群体，它们因为人而
有了着落、而幸福得很放肆。

你带它们去看风景，它们的眼角余光会
发亮。你为它们泡一杯牛奶、再为它们准备
一个奶嘴，它们会把你当成自己的母亲一般
聚精会神地看你听你爱你。你俨然一副能听
懂它们语言的态势，去询问哪里发痒、哪里
胖了瘦了，它们会手脚并用地把答案“说”出
来。它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感受着
你，生命中最高的智慧几乎是运用在了记你
为它取的小名上。这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机
会吧，它们多难得才能温暖到你、牵挂上你。

年前，我们一行人到小乡村看民俗表
演。赶去的路上，看到一户人家用铁链拴着
一只小猕猴。主人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有
乡下人特有的直爽。我们问他小猴多大了，
他说 5 个月大。又问它是怎么来的，他说不
是抓来的，是捡来的。他给我们解释，等到它
长得这么大这么机灵，根本就抓不住它。它
刚出生，被猕猴妈妈弄丢了，掉在石头缝里。
问题又源源不断了：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它
吃什么？它听得懂人说话吗？它会模仿人的
动作吗？它要拴到什么时候才能放开来养
呢？它妈妈来找过它吗？它发出各种各样的
声音是想表达什么呢？它总要配对吧，它的
寿命有多长呢？它为什么这么好动、几乎是
一刻也停不下来呢？小猕猴的主人耐心地一
一回答了，他还聊到，日后把它放回到山里
去交配，对比和人一起的生活，不知它会不
会觉得深山里冷清。

来看民俗表演的人，匆匆地走过这只小
猕猴，偶尔也有人表现出和我们一样的兴
趣，但是他们多半是忙碌地走了。

好好的一个年里，有吃不完的饭局、交
不完的朋友、做不完的事情，这小猴子的一
举一动、一颦一笑对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
道。而这眼睛圆滚滚的小猴子，看着络绎不
绝的身影，使劲儿地表现着，真诚地笑着，就
差不会和人谈心了。因为人们不能完全理解
它，它时而颓然地凝望一会儿，时而无法遏
制地蹦着跳着。

我们无法懂它，并且我们也总在犹豫要
不要去懂它。很多人都怕自己在它身边逗留
太久，被笑话说是日子过得太闲。有一群人
走过，打趣地说，摸摸脑袋有什么用，和它耍
一会儿就算认识了吗，它又没有电话号码又
不能加微信。可是，它在笑呢。它的笑，难道不
足以使人留恋、使人驻足？它目送着一个又一
个离去的背影，竟然用手心拍打自己的额头，
自我反省似的责怪自己。我不知道它是跟谁
学到的友好，或是佛教里说的上辈子的修行。
它笑得很慷慨、很郑重、很勇敢、很坚持。

到最后，我准备离开，我不敢看它的眼
睛。同行的人叫我不要自作多情，说它是只
猴子，你再陪它一会儿，再陪一会儿，然后
呢，陪一辈子吗？我牵牵它细小的手指，它把
手缩回去又伸过来，做游戏一般地反复。我
放下它的手，离开。它充满的笑意，一下子静
了。它心碎了吗？它委屈了吗？它轻轻地叫了
几声，我其实听懂了它的话——你一定是要
走的，我是想问一下你还回来吗？你要去看
村西的民俗表演了吗？在那么多灯笼、花鼓、
老人和孩子之中，你会思念一下我吗？

新年的民俗演出结束了，我们返回时再
去看小猕猴，它已经被主人带着那根铁链和
那块厚石板，到厨房里去了。我去拉它的手，
可是这次它不准许我拉了。它笑得很调皮，
薄薄的脸皮笑得满是皱纹。它默默望了我一
眼，垂下眼，像听话的小学生。它不肯把这分
别当作一个让自己寂寞的理由。它对人类心
怀景仰过，但那种迷恋和依靠也逐渐在消失
和打破。

没有一种笑是不值得爱的
□杨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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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笔记·之二

马识途同志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他
曾领导学生运动，相继担任中共鄂西特委书
记、滇南工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新中国
成立后担任四川省厅局级和省部级领导职
务。马识途同志是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的老
作家，《马识途文集》12卷记录了他半个多世
纪的文学创作成就。一些年轻人可能原本不熟
悉马老的作品，电影《让子弹飞》让他们记住了
原著马识途的名字，认识了他的《夜谭十记》。

记得汶川地震一周年时，中国作协组织
了20多名作家去灾区采访采风，我和高洪波
同志带队，我借机拜望了马老。马老精神矍
铄，声音洪亮。一番寒暄之后，话入正题，我
问马老有何困难，有何指教。马老看来是有
备而谈，他反映了关于巴金文学院的事情。

原来，四川作协建了一个文学院，因为
巴金先生是四川成都人，文学院便以巴金先
生的名字命名，马老曾是巴金文学院院长。
巴金文学院1983年创建，2003年巴金先生百
岁华诞前夕正式建成，冰心先生亲笔题写了
院名。那是一片占地 22亩、建筑面积 4500平
方米的川西民居风格的建筑，白墙青瓦，斗
檐回廊，绿树成荫。巴金文学院是作家进行
文学创作和研讨的基地。巴金先生在世时非
常关心文学院的情况，经常过问。就是这样
一个文学基地，在省里整顿清理资产时，被
政府部门收走了。后来，有人将房产租去搞
起了经营。马老说到此激动起来，他说：“文
学院门口立着提供卡拉OK和洗脚服务的广
告牌，有辱斯文啊！我很有意见，强烈要求把
巴金文学院归还给作协，继续开展文学服
务。不把文学院要回来，我死不瞑目！”我赶
忙拦住话头，说：“马老，莫出此言。我们还盼
您长命百岁呢！”当时马老 95 岁。过后，我把
此事向当时四川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作了
汇报，省委很重视，经各方协调，过了不太长
的时间，问题解决了，巴金文学院重新归四
川省作协管理使用，遂了马老的心愿。2014
年，中国作协还借用这方宝地办了全国少数
民族作家培训班，有17个民族的52位作家前
去深造。

2014 年，是马老百岁寿辰。我本打算代
表中国作协专程去成都为马老祝寿，马老坚
辞不准，省作协搞的祝寿安排也统统被马老
简化了。倒是在成都，举办了一个马识途书
法义展，义卖的 230 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四川
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后来，我们商议，春暖
花开之时，在北京举办马识途百岁书法展。

去年5月，书法展开幕的前几天，马老在
亲友的陪同下从蜀地来京。他住在女儿家，
我登门去祝寿。马老还是那么硬朗，行走稳
健，起坐自如。我与马老促膝相谈近一个小
时。马老又是有备而谈，他谈了两个话题。首
先说起电影。马老说，在 20世纪这 100年里，
我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很多，是很好的创作
素材。我已经没有能力写了，但有能力讲故
事。我想把脑子里的这些故事告诉年轻人，
也许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素材和启发。马老
接着说，我最近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
章，叫《我也有一个梦》，讲的是过去在西南
联大，我们和十几个美国飞虎队队员结成了
朋友，情谊很深。70 年后，我们还是朋友，我
们的后代和他们的后代也是朋友。现在，其
中很多老人去世了，还剩下三个，一个在昆
明，一个在上海，还有我。我想把这个中美两
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佳话拍成电影。这些真人
真事，曲折生动，内容丰富，我曾试着写过故
事框架，起了个名叫《飞虎奇缘》。此事希望
中国作协助力。

对于马老提出的希望，我们认真进行了
研究。《中国作家》有影视版，艾克拜尔·米吉
提同志在组织影视剧创作方面很有经验，我
们指派艾克拜尔负责与马老联系，落实此
事。艾克拜尔已带着几位有实力的编剧先后
去四川拜访马老，具体商谈。一切正在进行
中。

马老谈的另一个话题是网络文学。马老
对网络文学很关心、很支持。他读过《明朝那
些事儿》，认为不错。他看过电视剧《甄嬛
传》，认为也不错。马老说，一些网络作家很
有才华，但路子要走正。过去，文学太多为政
治服务，这个路子有问题；现在文学太多服
务于金钱，这个路子同样有问题。马老对新
事物充满热情和兴趣，一点也不保守、不落
后。据说，70 岁后，他开始学习操作电脑，用
电脑打字录入，成为中国作家中年龄最长的

“换笔人”。他 30 万字的电视剧本《没有硝烟
的战线》，就是他自己用电脑打字完成的。

几天后，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开幕了。开
幕那天，高朋满座，各方来贺。马老的书法以

隶书为主，它们多变，或古朴，或轻灵，充满
活性，前来参观的专家多有点赞。马老自谦
地说，虽然我习隶多年，迄未得法，从未以书
法家自命。无过人天资者、无钻研耐力者、心
思浮躁者，很难成为书法家。至于欲以书法
作敲门砖，求名得利者，更无论矣。他还说，

“书贵有法”，必须学习历代传统书法，锲而
不舍，打下坚实基本功，始可有成。不可未学
爬便学飞，自以为龙飞凤舞，其实是鬼画桃
符，决不可取。马老的这番话，实为金玉良
言，针砭时弊，告诫后生。

马老的书法出众，撰联更是精妙。在开
幕式上王蒙同志的致辞别具一格，他说：“我
见过很多寿星，但没见过像马识途前辈、马
识途老师、马识途大哥这么滋润，这么匀称，
这么舒服的老人。我不懂书法，但马老的隶
书充满活力和趣味。马老撰的对联，我五体
投地，了不起，我服您了。”他还选了几副联
念给大家。致辞引来一片掌声，这掌声是给
王蒙的，也是给马老的。马老自撰的对联内
容深刻、工整，道出了人生真谛。略举几例：

“与万卷诗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为天
下立言乃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

“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无穷
岁月忙中乐，有味人生苦后甜”；“闭户读书
忘岁月，挥毫落纸走云烟”；“何畏风波生墨
海，敢驱雷电上毫颠”；“一生苦穷双手白，终
生夸富半楼书”。马老撰的联三句话不离本
行，多与读写有关，足可当青年作家的座右
铭。这等真文字谁见了谁都会翘大拇指！

马老举办书法展之事，我给刘云山、刘
奇葆同志报告了。他们对马老很敬重，刘云
山同志让转达他的问候和祝贺，刘奇葆同志
抽暇亲来观展。刘奇葆同志与马老在四川就
相识，话很投机，两人逐幅谈论，不知不觉个
把小时，马老始终相陪，未见倦意。当初我们
曾为马老准备了轮椅，累了可以坐坐，马老
不肯，说轮椅是病人坐的。他还不让人搀扶，
他一手提杖，一手牵着5岁的重外孙女。如此
潇洒，茶寿可期也。说到长寿，马老幽默而又
不无自豪地用四川方言说：“不晓得是咋个
搞起的，我忽然就混到100岁了。我哥哥已经
103 岁，还头脑清楚，写小字手都不抖。我弟
弟九十几岁了，还骑电动自行车满街跑，自
称一定可以活到 100 岁，创我家三个百岁老
人的奇迹。”瞧这一家子，多让人羡慕！我们
真诚地为马老一家祈祷和祝福。

（转载自2015年4月24日《光明日报》）

水是孔夫子。

万物经水一煮，都会柔顺熨帖，大可

果腹。

思想是盐。本来索然，加点盐，却显

得有滋有味，貌似美味。

实在不能下咽的，佐以香草调和。

调和是一种欺骗。

水沸循循善诱，调和润物无声，不觉

之间，万物去其腥臊。

举箸赞叹食材之美，不如赞叹调和之

妙；赞叹调和之妙，不如赞叹口舌对肠胃

的欺骗之妙。

尘世间，水为至柔之物，却天生是至

刚的克星。

人生之妙，大抵若此。

水
□包 苞

■生活质感

李冰与马识途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