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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笔记·之十三

去老屋下村，是来信丰之

后临时决定的。

信丰是一个富庶地方，历

史也很悠久。大唐永淳元年，

也就是公元682年，这里就已

建县，自古以“饶谷多栗，人信

物丰”著称。信丰县的县名，也

正是取人信物丰之意。这里的

地理位置也很有特点，贡江的

支水桃江流经这里，往东是安

远，南靠龙南、定南和全南，西

面就是广东的南雄市，西北则

连接大余。可以说，的确是一

个四通八达、物产丰饶之地。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计划

经常会随变化而改变，而且这

种改变有的时候也会有意外

的发现。我来信丰，原是想去

油山看一看上乐塔。油山在

信丰的西北部，这里当年也

是老区，上世纪 30年代的 3

年游击战争，给这里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传说。

在来油山的路上，当地朋友无意中提到老屋下

村，又说起当年一个叫细妹子的女人，立刻引起

我的兴趣。

于是就这样，到了油山，就先来到老屋下村。

老屋下村已名不副实。村里不见几间老屋，

一条宽阔的马路从村落的中间穿过，路边多是新

建的民居。不过我注意到，这个村庄的地理位置

有些独特。它是在一个东西走向的峡谷里，南北

两面都是大山，村庄几乎依山势而建。显然，这

样的地形在战争年代会有特殊意义。接待我们的

乡干部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说一口标准的

普通话。他先介绍了一下村里的基本情况，然后

就引着我们沿一条小巷朝山脚下走。一边走，一

边告诉我们，这个村庄当年出了两个很有名的人

物，一个是朱姓的老表，另一个就是叫细妹子的

女人。

乡干部说，细妹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

女，1990年才去世，享年79岁。她当年出生在

油山的坑口村，由于家境贫穷，5岁时被父母送

到老屋下村一户刘姓人家当童养媳。应该说，这个

叫细妹子的女人在当时还是幸运的，丈夫虽然小

她4岁，但成年以后，为人忠厚老实，也很勤劳。婆

婆待她也还和善，一家人生活虽然清苦，却也和

睦。信丰不仅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当年也是苏维埃

运动的中心区域，后来更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所以，客家文化和苏维埃运动对细妹子的影

响很大。那时为了与广东南雄苏区建立联系，上级

决定在细妹子的家里设立联络点。就这样，细妹

子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做了很多工作。

1935年是油山地区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红

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下的余部和地方武装斗争

环境更加残酷。当时一个留下来的重要领导人与

油山游击队失掉联系，独自钻进深山密林迷失了

方向，加之断粮几天，又被林中瘴气熏染，就晕

倒在一条山溪旁边。这时刚好被上山的细妹子发

现，连忙喊来自己的男人把他背回来。细妹子把

这个人藏在自家老屋的阁楼上，慢慢为他调理。

又让村里的朱老表去附近的山上联系游击队。也

就在这时，村里的保长陪着保安团来到细妹子的

家里搜查。老屋的阁楼，自然引起保安团的注

意。此时细妹子已将通向阁楼的木梯搬开。但保

安团的人还是要往阁楼上爬。当时这个人就在阁

楼上，如果保安团的人上去，后果可想而知。但

就在此时，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是朱老表找到

油山游击队的人，在山上打枪，有意将保安团的

注意力吸引开。

就这样，这个人化险为夷了。

我这时有一种感觉，这个年轻的乡干部讲的

故事有些老套，其中的一些细节也似曾相识。这个

乡干部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立刻言之凿凿地说，

这件事是有文字记载的。接着，他又为我讲了后来

的事。他说，解放以后，村里的朱老表听说这个人

已经当了大官，就去城里看他。但门口的警卫不让

他进。朱老表很生气，就在大门外使劲地大喊大

叫。这个人闻听连忙出来，立刻认出竟是当年老屋

下村的朱老表。朱老表自然不懂城里有关的警卫

规定，一见这位故人，上前当胸捶了一拳，气哼

哼地说：“你当年在老屋下村打游击的时候都不

怕死，现在进了城，怎么反倒怕死了？”说罢就

和这位故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穿过街边的小巷，来到山脚下。这里有几间

老屋，可以看出，年代已经很久远。年轻的乡干

部告诉我，这就是当年细妹子的家。我推开破旧

的屋门走进去。黑暗的屋角堆放着几件旧农具，

墙上挂着箩筐和斗笠。可以闻到，似乎仍保留着

80年前的气味。我仰头看一看，当年阁楼的楼

板已经糟朽，显然无法再上去了。乡干部告诉

我，当年的那个领导公务繁忙，无法脱身，后来

又专门派人来过这里，看望细妹子和当年的乡

亲。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这几间老屋的修葺。老

屋是典型的客家干打垒式建筑，由于年久失修，

已经摇摇欲坠。我在赣南走过很多地方，如何保

护这些有历史的老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干

打垒确实是一种很独特的建筑方式，而且非常坚

固。但再坚固的建筑也要修葺，否则也是有年限

的。乡干部告诉我，他们已经在想办法。

从老屋下村出来，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我这时

才发现，这一带竟然是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路

边成片的水田，水田里有很多鹭鸟在悠闲地觅食。

远远望去，雪白的羽毛映衬在绿色的水田中，非常

鲜艳。这时有人情不自禁地说，如果这里的交通再

便利一些就好了。

我却不以为然。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乡村乡村，，我惟一的宿命我惟一的宿命（（组组 章章））
□刘向民

麦子，命中的麦子
麦子在风中摇曳，金黄的麦芒直指青天。

麦子已经金黄，茫茫，蔓延原野。

深处的品质，包裹其中，迎风而动，却默不出声。

承受冰雪的洗礼，饱含春天的情愫，酿造着土地之上最

纯洁的形象和最纯净的气息。

歌声来自麦子的内心，赞美是我永远的真诚。哪怕是

一片麦叶、一个麦穗，都倾注着对土地的热爱。热爱之后，

是最灿灿的奉献。

我总是这样想，感受阳光雨露，同样是生长在一块土地

上，我却毫无成绩。

这使我满怀深刻的愧疚。

盛开的棉花，是不是乡愁
盛开的棉花，白花花的，一朵洋溢着幸福的花。

秋天的棉花，秋天的花朵。一朵温暖的花。

在一抹红霞里，闪亮幸福的面颊。

一层秋霜在花朵上闪烁，在一场风里纯洁灵魂。

沉思。不语。把梦掩进不朽的日子里，花朵是一种思

念。

时间的尘埃总在沉默，异乡是一种痛。

从一朵开放的花，想起温暖的爱；

从一瞬间的感觉，想起记忆的家。

我满怀感激，聆听那些朴素的棉花开放的声音，是歌

唱。我泪流满面，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

这是不是乡愁？

乡音，最适宜表达热爱
往事如风。村庄里正刮着一场风。秋天的一场风。

村子的街道上，只有我自己。只听见风走动的声音。

安静。我用安静的耳朵倾听风掠过的声音和月光尖尖

的喘息。

村庄越来越空。以什么方式可以回到从前？用什么可

以赌回我曾经的青涩。

那些曾经的树木花草已经老去，那些曾经青春的男男

女女已经老去。

回忆那些曾经的事情是不是只会叹息？

爱是曾经的记忆，热爱是怀念。

我说：我要站在乡村的屋顶上用乡音大喊，把往事喊上

三天三夜！

秋天，一辆马车行驶
黄昏。一辆马车行驶。秋风已悄悄刮起。

血红的太阳发出血红的光芒，泛着金色，使每一株庄稼

都闪烁着。

粮食，质朴，沉甸甸，闪耀着秋天的警句。

饱满的丰收，就是对土地的感谢。

秋天，是一场渴望，也是一切猝不可及的喜悦，被珍藏

在一双双粗裂的手心和沧桑的心里。

那些菊花已经含苞待放，发出冷峻的馨香。

一辆马车行驶在秋天的田野，满载着喜悦，安然，感恩！

乡村，我惟一的宿命
我的乡村是我心中的圣地。我的希望和惟一的宿命。

祖父沿着麦子指引的方向向前，父亲沿着麦子的方向

向前，我却背叛了麦子的本质，走进了不能生长麦子的城

市。

得意。失落。沮丧。城市沉重的压抑使我茫然。我无

法与城市抗衡，头破血流，有时不得不低下头。

身居久远的城市，我如何才能倾听到村庄的声音？手

势已经远去，触摸乡村的肌肤已是妄想。

炊烟。老屋。流水。沧桑的脸孔和手臂上凸出的血

管，温暖如家。在一堵墙的背后，或者一座篱笆的旁边，苔

藓蔓延，我的思想只能依附着风雨生长。

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我遥望远处的村庄，湛蓝湛蓝

的天空，我的村庄在远方伟岸如山。

在漆黑的夜里，我伏在梦里，仔细聆听乡村的呼唤。

农历的日子，茂盛着农谚
农谚，乡村的一枝花，所有的乡情，所有的庄稼，所有的

花朵都攀援农谚生长。

农谚是一地茂盛的青纱帐，不停地疯长，疯长成荡气回

肠的原野和乡村。

镰刀是农谚的一种。锋利的刀刃光芒耀眼，手一试，血

流于地，浸泡着沃土和沧桑。镰刀收割庄稼，也收割乡村的

灵魂。我总是与我祖先讨论农谚的本质。

沿着祖辈前行的方向，一直走在浩瀚的黄土地上，乡土

是浑厚的，乡土是多情的，多情得难以让我忘怀。

我无法表达我对泥土的情感，始终找不到一句合适的

词语表达我的心情，我只能寻找一句名言来表达：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吕德申先生夫人李一华编印的《锦书一束——吕德申师

友书信选》中，收有《冯至全集》中未见的三封冯至的书信。这三

封信的内容，都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以下简称《论文艺》）一书的

编注、出版有关。现将这三封信全文引录如下，并略加说明，以

纪念冯至先生。

一
大约在1979年下半年，《论文艺》一书的主要编注者吕德

申将收入书里的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

录）的译文和注释寄呈冯至先生，请他审订。这一年12月7日，

冯至写了回信：

德申同志：
我没有读译文，只阅读了后边的“注”。这些“注”基本上无

大错误。但也有些小的差错，我提了一些意见，请斟酌。

敬礼！

冯 至
德文“Herr”，是对男人的尊称，可译为“先生”。但也有宗教

意义的“主”以及一般的“老爷”、“主人”等含义。

原○12 文巴尔克，应译为文巴尔格。

原○14“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可改为“德国文学古典时

期”，《少年维特之烦恼》前增“小说”二字，《普罗米修斯》前增

“诗”一字，以示分别。

原○23 1839年在慕尼黑出版的诗集第三部分。

原○25 它发出光引导着浮士德到古希腊去寻找作为美的

化身的古希腊美女海伦。

原○26 最后一句可以不要。

原○30“诗集”可取消“集”字。

原○31 当时魏玛宫廷举行某些庆祝会时，常常上演“化装

游行”剧。歌德为此编写“化装游行”剧的剧文。

原○33“德国资产阶级作家”，应写为“德国资产阶级激进

派作家”。（1834），应改为（1831）。“有对歌德的批评”，可改为

“对歌德进行攻击”。

原○45 关于泛神论思想的著名代表，应写荷兰哲学家斯

宾诺莎（1632-1677）。歌德受斯宾诺莎影响很大。

原○51“姐夫”，据我的记忆，是“妹夫”。

原○54《法兰西之战》可译为《法兰西从军记》（1822）。

原○56“天主教”之后不必加“（基督教）”。

原○61“《美茵兹的被围》”可译为“《围攻美因兹记》”。

原○73《散文中的名言集》可译为《散文语录》或《散文格

言》。

原○69《马赛曲》原名《莱茵河军队战歌》，不知根据什么？

我不能决定。

1980年6月，《论文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至手写

的这16条修改意见，除了两条关于歌德的散文作品《法兰西之

战》《美茵兹的被围》的书名译法的建议未被采纳之外，其他14

条修改意见都被吸收了。《论文艺》一书，学界一般认为学术含

量最丰富的是它的注（我就曾听到陈涌同志对此书的“注”的称

赞），这些注大多是为中国的读者着想而独立设置和撰写的，大

多是查阅了许多原始资料，吸收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反复进行

修改、润色而后写定的。这些注写得严谨准确、详略得当，在疏

通原文上大有益于读者。冯至的这封信，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使

我们得以窥见前辈学者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二
1983年9月，吕德申写信请冯至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

论教研室编辑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题签，冯至收到后很快

回信：

德申同志：

九月十一日来函敬悉。久不用毛笔字，今奉命为《论丛》题

签，拿起笔来颇有阿Q划圆圈之感。现写出横、竖二种寄上，不

知能用否？我下星期要开一个整星期的会，不在家中，亦不敢劳

您进城来教也。但您将来若有机会进城，得暇至舍下一谈，是很

欢迎的。

此祝

教安！

冯 至
九月十六日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出版时，采用了冯至的竖式题签。

题签点画浑厚，骨力遒健，结体偏长，颇有黄山谷书风遗韵。

吕德申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上学时，即开始攻读中国古

代诗论，1945年作毕业论文《游仙诗研究》获朱自清称许。他师

从沈从文、杨振声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一批小说、散文，被视

为当时“新进青年作家”之一。孙玉石教授曾有研究论文《论吕

德申小说创作及其与一种文化精神之联系》给予充分的阐评。

1947年到1948年间，冯至编辑《大公报·星期文艺》时，吕德申

也是作者名单中的一员（据姚可崑《我与冯至》一书第124页所

记）。解放后，吕德申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协助杨晦先生从

事新文艺理论学科的开创工作，并从事马列文论及古代文论的

教学和科研，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主要编写、定稿者，遗

作结集为《吕德申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三
1986年10月，吕德申把新出版的《论文艺》修订版和他自

己的《钟嵘诗品校释》寄给冯至，冯至在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尚未

恢复的情况下，写了回信：

德申同志：

《论文艺》及尊著《钟嵘诗品校释》早已收到，非常感谢。我

于今年暑期，曾割除白内障，手术进行顺利，但视力未全恢复，

二书尚未拜读。惟有一事，想跟您谈一下。恩格斯论歌德一文，

写于1846年，距歌德逝世也只十四年，那时许多关于歌德的资

料尚未发现，恩格斯对歌德作品的评价，于今观之，多有不甚恰

当之处。文章主要是针对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发的，

但其中论歌德时而伟大、时而渺小的一段，则是非常正确而精

辟。所以我建议，以后选用这篇文章，只选时而伟大时而渺小的

一段，其他部分可以删去。而且其他部分，对于不太熟悉歌德作

品的学生，也很难理解。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此祝 冬安

冯 至
1986年11月7日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是感到有点惊讶的。冯至先生

在这封重要的信件中谈到的这个意见是否恰当，吕德申先生后

来是怎样回应的，这些都不是我当时所能判断和知道的。但冯

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是感觉到了。这是我在马

列文论研究领域中，第一次看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文本

中一个重要论点提出质疑、表示异议，希望能有比较合乎实际

的理解和解释。冯至先生通过恩格斯对歌德作品评价的特定针

对性分析，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关于文艺研究的方法论的意

见：评价一个作家，要从他的作品的实际情况出发；评判一个批

评家或研究者的工作实绩和持论是否平正，也要从他当时所能

看到的作家的作品、所能掌握的材料入手，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

予以说明。这种方法论上的启示是我们不可轻忽的。

最近，在为纪念冯至先生而准备文章的过程中，我查阅了

冯至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关于歌德研究的著述，这才发

现，冯至给吕德申的信中提出的看法，并不是他在写这封信时

突然想到的，而是他在研究歌德的漫长过程中早已形成的。

出版于1958年的《德国文学简史》中说：“歌德不是一个革

命者，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他甚至对革命采取了冷淡和不同意

的态度。恩格斯对于歌德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分析里提到的

歌德的庸俗方面是更多地适用于歌德的中年时代，也就是法国

革命前后的时代。歌德在青年时期曾站在狂飚突进运动的前

线。在老年时期，他的目光远远地超越了德国窄狭的世界，注

意到世界上一切的新事物，关心人类发展的前途，并且对浪漫

派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直到1832年3月22日，歌德临死前

最后一句话还是富有进步意义的：‘多一些光。’”“恩格斯在他

批判格伦（引者按：即格律恩）关于歌德的著作的文章里指

出这个伟大诗人的市侩习气，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歌德的进步

意义，他从产生歌德两面性的历史条件里分析了这个巨人。”

在这里，冯至先生充分肯定了恩格斯的论歌德的时而伟

大、时而渺小的那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评论的正确和精辟，同时

也用大量史实指出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时限性——它“提到的歌

德的庸俗方面是更多地适用于歌德的中年时代”，并不影响世

界文学史、文化史上对歌德总体上的伟大和进步的评价。

在写于1985年4月的《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代

序）》一文里，冯至关于歌德与歌德研究说了一些过去“要

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在这篇文章里，冯至引用有力的史料，

分析了歌德对法国大革命矛盾惶遽的态度，着重揭橥了他反

对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立场，提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恩

格斯所说的，德国的鄙俗气战胜了歌德”。但同时，冯至又指

出：“中国人民在推翻压在身上三座大山长期而艰苦的革命斗

争中，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衡量人的政治品质，是必要的，

合理的。但我们不能把歌德在18世纪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态度如何，像我们在20世纪以是否赞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为

标准那样，来评定他是进步或反动的。”因此，尽管在对待法

国大革命的问题上，德国的鄙俗气战胜了歌德。“可是歌德作

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作为《浮士德》的作者，他就是另

一个样子了。他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好像咀嚼了全世界文化的

英华”，成了给全人类作出贡献的“世界公民”。

上引的这几段冯至研究歌德过程中固已有之的较近于实

事求是、知人论世的论断，对于理解冯至给吕德申信中提出的

问题，应该是有帮助的吧。

对于冯至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持续地、全面地、反复地读

他的作品和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