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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垅镇位于赣州于都

县南部偏东，距县城 37公里。

这里东邻会昌县白鹅乡，西南

与靖石乡接壤，北连禾丰镇。

全国九大钨矿之一、著名的铁

山垅钨矿就在这里。钨是一种

特殊的稀有金属，极难熔化，

硬度高，延展性强，在常温下

不受空气侵蚀，甚至不会与强

酸发生反应，具有很高的稳定

性。所以，在工业尤其是军事

上有着广泛的用途。也正因如

此，不言而喻，这座全国闻名

的钨矿也就有着不同寻常的

特殊价值。

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我来到铁山垅钨矿。

我一直觉得赣南的大山有一种独特的雄浑气

势，似乎蕴含着强大的气场。而于都的山水则于这雄

浑之中又有几分秀美，如同水墨画中的一缕亮色。车

行至铁山垅境内，便可看到一座座高大的尾矿堆。这

是经过冲洗筛选的废弃矿石，当地人称为“尾砂”。

这片矿区已有八十多年的开采历史。相传上世

纪 20 年代，当地村民上山挖竹笋时，偶然在山坡上

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石头，颜色乌黑，其间还有晶亮的

光泽，于是便捡拾回来。后来此事被精明的矿商知道

了，很快判断出，这是一种叫钨的稀有矿石。也就从

这时开始，各地矿商蜂拥而至，并很快建起专门收购

矿石的货栈。当地村民也就争相上山捡矿石。当时的

矿石价钱是由矿商说了算。据记载，1924 年 6月“华

记公司”收砂栈的牌价很低，仅 8 个铜板一斤。后有

“广巨安公司”等一些矿商接踵而至。再后来也就有

了铁山垅钨矿。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今天的铁

山垅钨矿以生产优质的黑钨精矿而闻名。产品既可火

冶，也可水冶，而且综合回收的附产金属有铜、铋、铝、

锌、锡、银等等。

我来铁山垅钨矿，是因为这里曾有一段特殊的

历史。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从井

冈山来到赣南创立中央苏区。为打破当时的经济封

锁，解决经费问题，1930年冬，红军的一个团来到铁

山垅分水坳，开始参与钨砂开采。根据中央临时政府

关于发展苏区经济工作的指示精神，采矿计划提出

“详细调查、拟定恢复和提高钨砂生产”的方案，于

1932年春成立“中华钨矿公司”，并在大窝里召开了

成立大会。毛泽东的弟弟、时任苏维埃人民政府银行

行长的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理。毛泽民到任后，按照

苏区中央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发动群众，团结商

人，与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阀陈济棠部队开展各

种形式的“边境贸易”。据当时统计，仅 1931 年至

1934 年 4 月的 4 年间，铁山垅钨矿生产的钨砂就达

4193吨，财政收入430万银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

的经济来源，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

这片矿区很大，隐在群山中的一个山坳里。

矿上的人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据老人回忆，当

年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苏区进行“边境贸易”，其

实对这片矿区觊觎已久，一直想寻机将这个钨矿据

为己有。当时的红军已看出陈济棠的野心，在战略转

移之前，便将已开采出还未来得及处理的大量钨砂

深埋于地下，以便将来有一天回来时再重新挖出来。

但是，当时负责埋藏这批钨砂的人后来都已不在，于

是这些钨砂究竟埋在哪里也就成了一个谜，也成为

一笔神秘的宝藏，至今仍没有找到。

当年在这个矿上曾有一个二百多人的劳改队。

劳改犯人中有恶霸地主、流氓土匪，还有犯了罪错

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也就是这个劳改队，引起了我的

兴趣。

当时犯有罪错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情况也形形

色色。我曾在一份资料上看到，在这个劳改队里有一

个红军的科长，曾经负责苏区机关办公用品的管理

和发放。当时中央苏区办公照明是用油灯，烧的是可

以食用的豆油，所以大家每月来这位科长这里领取

办公用油。当然，那时苏区的生活可以想象，很艰苦，

伙食也很寡淡。于是这位科长就经常把大家用来办

公的豆油私自拿去饭馆让人炒菜，或者换酒来喝。后

来他的这种腐败行为被群众举报。经上级调查，竟然

还有其他一些贪腐情节，于是就将这位科长连同下

级的几个人一起处理了。

就是这个红军科长和他手下的几个战士，后来

成为我小说中的人物。

当地一位朋友为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红

军在战略转移之前，为保护这座极具价值的铁山垅

钨矿，不让国民党军阀陈济棠有效地利用它，决定

将所有的巷道口都炸掉，这样也就可以将矿坑封

存起来。而就在炸掉这些巷道时，却将其中的一个

巷道忘记了。当时在这个巷道里，有几个劳改犯人

仍在采挖矿石，他们对外面发生的事还浑然不知。

这其中有土匪恶棍，也有两个犯有罪错的红军战

士。后来，一个战士偶然得知了外面的情况，于是和

战友商议，为保护这个巷道，也为了不让这几个劳

改罪犯趁机逃跑，决定在巷道里面用炸药将这个巷

道口炸掉。就这样，他们把自己连同那几个罪犯，永

远地封在了这个巷道里。

我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很久。我一直试图想象，这

两个红军战士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傍晚，我来到矿区的一个山坡上。坡下是一

条小溪。由于多年冲洗矿砂，溪边的石缝里已积了细

细的一层薄沙。溪水流淌的声音很轻，听上去也很

清澈。我朝群山

望 去 ，心 里 在

想，在这些山峦

的下面还埋藏着

多少故事呢？而

这些故事，也像

钨砂一样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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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升起老高，岛在深蓝的夜空下披着

一层银光，脚下是无际的海水。远处的指航

灯倒映在海面上，海水波光粼粼。粼光从脚

下向远处扩散，一个浪，又从远处向脚下袭

来。天水相接。两个哨兵，面朝大海，凝望着

海水，凝望着远处的灯塔。在夜的微暗里，他

们挺立，成为两个朦胧而迷人的剪影。他们

在站岗，也在想家。

三山岛，迷人的岛。

岛之夜的迷人，是因为她的神秘，空旷；

是她远离大陆没有依托之感而带给人的那一

丝微妙的恐惧。岛的夜宁静，岛的白天，少了

一分神秘，多了些许明澈。这里住着一群兵，

一群年轻的兵。他们守着岛，守着祖国的大

门。他们训练，奔跑与呐喊。除了兵，岛上没

有一个居民。岛像风景区，幸运的是，她并没

向游客敞开她的怀抱，也因此，这里的海水才

如此清澈湛蓝，沙滩如此纯白洁净。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

里的春，比“山寺”的春来得还晚。我去采风

的时候，是 5 月初，岛上花未开，树之叶芽才

绽破，岛绿得若隐若现，像雾一般轻柔缥缈。

山顶上有几株树枯死了，非但没有大煞风景，

反倒增添一丝坚韧的生机。树历经数年，死

而不烂，枯树虬枝，像仙女飞天，像玉凤求凰，

飘逸俊美。兵们体能训练，喜欢奔突到山顶，

在这里歇息片刻，看树，看更远的海。

职业习惯，我喜欢在岛上走，不放弃每一

个角落。有些地方险峻，春明军医一直陪着

我。同样是职业习惯，我会打探他们的状

况。婚否？爱人或女朋友是哪里人？春明军

医告诉我，他是吉大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生，

喜欢军装，便“弃医从戎”。女朋友是他同学，

在读研究生。

“多长时间见一次面？”我问。

“半年。”

我知道，这样的见面周期，对热恋中的

人，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当下的年轻人。一定

是我心里的愁绪写在了脸上，他反过来安慰

我，说海岛上的军医，一年一轮换，年底，他就

到陆地了。那时，与女朋友见面就容易多了。

“我们贺指导员，都在岛上待4年了。”春

明军医说。

“他怎么腿瘸了？”我问。

我上岛时，指导员在码头接的我，他走路

一瘸一拐，我当时问过他，他笑着把话题折过

去了。

“滑膜炎，膝盖上，”春明军医说，“与海岛

上的潮湿有关。”

午饭后，我同贺指导员在门前的臭椿树

下闲谈。臭椿其实散发的是一种香气。树干

有水桶般粗，虽只是叶芽，依然绿荫如盖。贺

指导员说，因为这株臭椿，营院门前无一苍

蝇、蚊蚋。树下有石桌石凳，夏日，来客人了，

他们把饭菜端到石桌上，围坐一起。贺指导

员家在丹东，小孩不到一周岁。他们父子只

见过三次面。他把相机里的照片给我看，很

可爱的一个男娃。同许多军人一样，静下来

的时候，他看着妻儿的照片，寂寞和孤独就

被亲情驱走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游荡，流

逝。他们有时觉得自己就是那海水，而家则

是他们的岸，一个潮起，他们回家，一个潮

落，他们离岸而去。这种聚散之潮起潮落，

来得慢，去得快。而思想上的潮汐，频率却

是快得很，每时每刻，我是深有体会的，刚上

岛，就思家。

“4年，真不容易。”我说。

“还有 9年的呢。我们的司务长，在岛上

待9年了。”贺指导员说。

我顺藤摸瓜，找司务长谈。司务长看上

去很年轻，但经不住细瞧，细密的皱纹从额头

延伸到眼角，将他在岛上的沧桑铺展开来。

我与他在招待所的沙发上对面而坐。全岛

上，他待的时间最长，我让他谈谈在岛上的经

历，他笑着说，没啥好谈的，经历太多，无从谈

起。我说：“记忆最深刻的，永世难忘的。”他

说：“其实也不远，就在去年春节……”他声音

哽咽，说不下去。我看见他红肿的眼睛，知道

触到了他的痛处，说：“算了，不说吧。”他站起

来，克制着不让泪水流出。他说：“对不起，

我……我……无法接受你的采访。”我说：“好

吧，你请回。”

我其实不是采访，只是随便聊聊。我没

想到话题变得如此沉重，就不再问。直到我

离开海岛的那天上午，贺指导员告诉我，司务

长不愿回忆往事的原因：去年的大年三十，他

们被海浪阻隔在陆地。因为连续七天大风大

浪，陆地的码头都封了，可岛上已无供给，更

别说年夜的团圆饺子。他雇用地方渔船，平

时熟悉的渔民都拒绝他：“太危险了，多少钱

也不能出海。”他们也劝阻司务长别上岛。司

务长找到渔政：“他们与家人无法团聚，央视

的春晚又看不上（岛上无信号），战友间再不

能围坐一起，吃顿团圆饺子，我这个当司务长

的，心里过不去。”好话说了一箩筐，渔政同

意借他一艘登陆艇，但不出驾驶员。司务长

把几箱速冻饺子搬上登陆艇，坐进驾驶舱，钻

进波浪里，像穿越一道道白色的墙。

“岛上没有信号，无法与他联系。我不希

望他回来，但我知道他的性格，他一定会在除

夕这天下午赶回来，我就在岸上等。他驾着

登陆艇，像潜水艇一般，跌跌撞撞冲到岸边。

我们把他从登陆艇里拽出来，他神情漠然地

望着我，像是梦游中，”指导员说，“一连好几

天，他都是这种‘梦游’状态，我不知道他经历

了什么，他不说，我也不问，我想，他一定是与

死神擦肩而过，这或许是他不愿提及那次经

历的原因。”

我恍然明白，一个在海岛上待了 9 年的

老兵，讲不出一点故事。不是讲不出，是不愿

讲。我想起他潮润的眼睛，想起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

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他司务

长，我也叫他司务长。我想，他是称职的，他

配得起这个称谓：“司务长”。

贺指导员让列兵夏雨照顾我，我高兴，我

非七老八十，不需要照顾，但我喜欢同年轻列

兵在一起，那样会使我忘记自己的年龄。饭

后夏雨陪我在海边散步，有时陪我玩飞镖，定

输赢。起先他故意输给我，后来发现他不故

意都无法胜我，就羞红了脸。我愿意看他笑，

一嘴洁白的牙，将他的年轻与健康一展无

余。人的老，是从牙开始的。

我问夏雨，来岛上有何感想。

他说，他刚分到岛上，很失落，简直不想

干，想家，想哭，但一直憋着眼泪，直到有一

天，与他一同分到同一个新兵班，因为身体的

原因，退回原籍，没能留下，那一刻，那个战友

哭成了泪人，那一刻，他的眼泪哗哗淌。“那天

我哭了半个晚上，战友的离开，让我知道，不

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岛上当兵，能留下是多么

荣幸，多么值得珍惜。”

夏雨是湖南人，高中生，想报考军校。他

告诉我，他学的是文科，考军校并不占优势。

“考上了，读军校去；考不上，就回家。”

周六的下午，倘若无风无雨，除了站岗

的、坐班的，兵们都会来到海边，看大海，想亲

人。无论家在南国，还是北疆，朝着同一方

向，好像家都在同一个城市，或同一个屯子。

他们在海面迷朦的雾气里，都能看见自己的

亲人。

无边无际的深蓝，与无边无际的寂静，就

是这一刻的心境。

我那次离岛后，指导员就到团里当股长

了。说来也巧，我走了好几个地方，走后不

久，那里的主官都提了，有人以为我向上级反

映了情况。其实不是，我只是个作家，没那么

大能量，我只能说，我去的地方，都是艰苦的

地方，我只想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

各自的上级，心里亦有一杆秤。

我离开三山岛一年有余。我不知道，岛

上的兵会不会偶尔想起我，就像我偶尔想起

他们一样。替换春明军医的军医上岛了吗？

司务长为了给养，还要冒那样的险吗？那个

叫夏雨的兵，是坐在军校的教室里，还是行走

在湘楚大地上？我甚至不知道他叫夏雨，还

是夏宇。我想着他是夏雨，这名字有诗意，也

符合他这样一个白面书生。我有三山岛的军

线号码，我抓起话筒，擎了许久，但并没拨

打。我希望他们都离开了岛，去到一个更广

阔的天地，我又害怕得到他们不在岛上的消

息，那样，我对岛的思念将变得苍白。我放下

电话。有些事，该朦胧就朦胧着，这样挺好。

对一座岛的思念
□曾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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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笔记·之三

耳边不断有人说起金庸先生，是“文革”

以后的事。金庸先生的演说、专访不断见诸

报端，在文化人中间也口口相传。

1986年，团中央组了一个访港团，有三十

多位青年企业家、青年经济理论家参加，我是

团长。我们是应香港培华基金会之邀去参加

培训的，为期三个月。当时香港正是“金庸

热”温度较高的时期。在香港我听到这样一

个故事：在对青年人进行生存训练时，要把一

个年轻人送到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过七天

隔世的生活，除了食物和水以外，年轻人还可

选带三样物品，问年轻人选什么。年轻人的

选择是睡袋、手电筒和金庸小说。年轻人

说，有了金庸小说，七天不会太寂寞。故事

是否真实不必费力考证，反映的却是当时香

港年轻人的心态。受到金庸粉丝的影响，我

从香港返回后也捧起了金庸小说，虽然不算

狂热，但也有空便读，在家书卷置于床头，出

差装入行囊。

后来到了国务院新闻办，经常与香港媒

体打交道，特别是参加香港回归的筹备工作，

访港成了“家常便饭”。我对香港的传媒界还

算比较熟悉，对香港文学界就不很熟悉了。

到中国作协工作之后，为加强与香港的文学

交流，我只好花工夫做些调研。中国作协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便与香港文学界建立了文学

交往关系，“文革”期间中断，改革开放后得以

恢复。之后，双方派团互访几乎每年都有，

铁凝、陈建功、高洪波等很多作家先后访

港，参加文学研讨、文学评奖之类的活动。

内地作家与金庸、曾敏之、刘以鬯、潘耀明

等一批香港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时，我

们耳边经常传来港澳作家要求加入中国作协

的呼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作协曾吸

收25位港澳作家入会，到现在，有些已辞世，

有些已移居国外，余下的也年事已高。港澳

与内地同根同宗，港澳文学与内地文学同源

同种。香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中

居于特殊地位，是联系国际上华文作家的桥

梁，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梁，加强与香港

作家的紧密联系，可以辐射华人文化圈、扩大

中国文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出于这样的想

法，我们打算尽快启动重新吸收港澳作家入

会的工作。

吸收港澳作家入会，首先想到的是金庸

先生。经与铁凝商量，我准备亲自去香港征

求金庸先生的意见。赴港拜会金庸先生，带

件什么礼物呢？反复斟酌，最好是请韩美林

先生给金庸先生画一匹奔马。古今中外，画

马者众多，而韩美林先生的马是独一无二

的。韩美林先生欣然命笔，画作装裱后，又配

了一个精致的画框。画幅很大，携带不很方

便，我们一路上由两个人抬着，到了香港，又

送到金庸先生面前。金庸先生仔细端详画

作，十分高兴，再三让我们转达对韩美林先生

的感佩之情。金庸先生还兴致勃勃地邀我在

画作旁合影留念。

双方落座之后，我简要说明来意。听说

我是专程来征求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的意见，金庸先生满面笑容，很真诚地

问：“我合适吗？”我说：“当然。首先要您自

愿，然后还要履行手续。”金庸先生问：“是些

什么手续？”我作了介绍。金庸先生认真地

点点头说：“我同意。”接下来，我们边用餐边

闲聊，谈到了文学，谈到了养生，也谈到了版

权。金庸先生知道有很多盗版的金庸武侠

小说，他轻声地说：“我看到过，盗版书印的

质量差，错字也多。”然后面无愠色地一笑。

我感到这笑，不是无奈，而是大度。

金庸先生的勤奋令众人仰望。他学习勤

奋，一生以读书做学问为乐，年逾古稀仍在读

博，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名衔、

荣誉院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写作更勤奋，

写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

十多部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是中国现代

新武侠小说的代表，继承了古典武侠小说的

精华，又开创了新的范式。金庸先生还写了

多部电影剧本、大量的《明报》社评。金庸先

生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书剑恩仇录》，在《新晚

报》上连载。从《神雕侠侣》开始，他在《明报》

上连载，每天700字，边创作，边发表。他除了

为《明报》每天写武侠小说，还每天写一篇

社评，业内的人都称他“左手写社论，右手

写武侠小说”，是“左右开弓，文武双全”。

这样一种写作状态，一直延续到1972年写完

《鹿鼎记》。

金庸先生当时的写作压力与今天的网络

作家有些相似。一旦开题，作者要日日供，读

者在日日跟，断供是不行的。同样是“快写快

发”，但金庸先生文章的质量是现在网络作家

们无法比拟的。金庸武侠小说不但故事情节

悬疑传奇、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场面描写、景

物描写、心理描写也炉火纯青，人物刻画栩栩

如生。而现在不少网络小说，过分热衷于情

节化、娱乐化，文学性大量流失，作品形态粗

糙、文词贫乏，甚至信手涂鸦，美学质地一片

芜杂。金庸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网络小说

也属通俗文学。通俗文学也要讲究寓教于

乐，弘扬主流价值，传播正能量；也要讲究构

思精巧，语言雅致。在“快写快发”的催促下

能做到出手不凡，只有靠丰足的学养和深厚

的功底了。这方面，我们真该认真地向金庸

先生学习。

金庸（左）与李冰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