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两天，天天给单位送报
刊 的 邮 递 帅 哥 专 门 到 我 办 公
室，给我提醒：朱老师，明年的
报刊现在可以订了。邮递帅哥
真是客户的贴心人。

哦，年底了，又到了报刊订
阅季。

自费订阅报刊，是一件奢侈
的事。尽管现在，一部手机，可
以轻松解决读书看报的需求，但
也许是出于个人偏好，我仍是觉
得，阅读，纸质胜过屏幕。

近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订
一份杂志《散文》。

我曾订过 2009 年的《中国
青年报》，那时上面的时评文字
犀利，辣味十足。

也 订 过《读 书》杂 志 ，月
刊。上面大部分文章专业性太
强，学术味浓，高深难懂。我感

兴趣的只有极少的篇目。订了
一年，后不再继续。

还订过两年《杂文选刊》。
杂文是一种娇贵的花，它对生存
环境的要求达到了近乎苛求的
地步。鲁迅的杂文是“投枪““匕
首”，杀向敌人，痛快淋漓，毫不留
情。时代变了，有火药味的“投
枪““匕首”，不那么受欢迎了。

唯有《散文》杂志，持续订
阅数年，至今未歇。夜阑人静
之时，一册在手，随意翻之，是
合适的。没有喧嚣，不见势利，
作者仿佛在一棵大树下自言自
语，无论日夜或阴晴，总是那么
投入。他们笔下，人，不是圣
人，而是有喜恶有哭笑的生灵；
有烟火、菜蔬，烟火和月亮一样

迷离，菜蔬有阳光的味道；还有
永远被觉得不合时宜的情怀，
宽广如大地，能容得下所有的
山和所有的河，深邃如天空，能
布满古时的故事也能听见未来
的召唤。

这本杂志，让我遇见了许
多优秀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
有的虽然只是打个照面，会心
一笑；之后的某个瞬间也可能
不经意地想起。而有的是一面
之后，就搭上了，像秘密行动者
对上了暗号。随后便紧跟着，
了解作者，买来作品，自己就这
样便被引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
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叶赛宁，
日本的俳句大师松尾芭蕉、谢

芜村和小林一茶，民国时期文
坛的热闹，诺奖得主的创作体
验……我知道自己懒散、庸常，
故 从 来 不 想 真 正 走 进 这 个 世
界，那是奢望；但能靠近这个世
界，于我也是一种莫大的快慰，
仅仅一点点的异于饱食酣眠之
乐的快慰。

当年上大学时，一位室友
就曾在这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前两年一次见面，与他聊起这
杂志，他说，那时有个编辑叫汪
惠仁，我们还通过好几封信。
啊！最近这么多年每一本《散
文》上的卷首语，都是出自汪惠
仁之手的。每一则五六百字，
末了是他的签名。文虽短，有
时却要一而再地读，才好像读

懂了：哦，原来说的是这么回事
儿。最后也弄不清是否真是那
么回事儿。比如 2017 年 11 期
《这是一部冒犯之作》。

曾有同事先是从我这借着
去看，也喜欢上了，后来自己订
阅。而且不止一人。

《散 文》创 刊 于 1980 年 1
月，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创办的，
我国第一家专发散文作品的纯
文学刊物。在那个披着长头发
穿着喇叭裤偷听邓丽君弹着吉
他跳迪斯科的激情年代，众多
的文学刊物也如雨后春笋，从
刚刚苏醒的大地突起：《十月》
《收 获》《清 明》《花 城》《钟
山》…… 它 们 大 多 寿 终 正 寝 。
而《散文》却坚持下来了。

这是一本长寿的杂志。这
也是一桩奇妙的事。

履印点点 朱来平

古砚微凹聚墨多
——忆学者程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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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气温趋寒，不意就
染上了感冒。年壮时也患过，我
根本不当一回事，脸仰起朝太阳
打几回喷嚏，再晃晃脑袋，眨巴眨
巴眼睛，喝喝温开水，再睡个一天
半宿的，感冒也就悄然匿迹了。
这次不行，来势汹汹，发烧、咳嗽，
纠缠不休。试了曾经的法子，不
奏效。也许，感冒有着家族之分，
这次撞上了要我命的一族；加之
嗜烟，诱发了气管、咽喉等炎症，
病魔张牙舞爪气焰嚣张。

我进了城，去找还在医院发
挥余热的妻。

没想到医术娴熟的妻说，没有
办法，只能卧床休息，让你的身体和
病毒泡在一起，感冒药只能缓解症
状，和对症治疗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就喝喝开水，吃吃水果，要是能
挺过七天，感冒也就自己跑了。

这叫什么话！要是我挺不过
七天呢？难道药柜里琳琅满目的
药物都是摆样子骗人钱财的？更
让我接受不了的，她将我当成病
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避之犹恐
不及。也许她突然间明白过来，
最好的隔离，莫过于送进医院。

打点滴的时光是难熬的。见
我脸一直乌着，不理不睬，她抛给
我一本杂志。翻开，里面居然有
一篇冯唐写的《谈谈恋爱，得得感
冒》一文。令我吃惊的是，文里有
关对感冒的医治与妻的说法是一
致的。冯唐自叙在协和医大念完
八年的医学，应该不是外行。至
于爱情，文中以为是七年之内的
事，“七年之后，你如果不傻掉，爱
情自己就跑了”。我忽而意识到，
妻抛给我这本杂志，不是顺手拈
来，而是有意为之。在我的意念
中，病成这样，作为她“生命中的
唯一”，该怎样寝食难安，怎样魂
魄俱散，孰料却是如此安之若素，
甚而采取回避的态度！

是不是一个久在医院行走的
人见多不怪的缘故？应该有一
点，但不是主要的，我不是她的一
个普通病号。打点滴给了我充裕
的时间来思考我与她——夫妻间
的这种情感。还别说，虽然是做
爷爷的人了，生活中不少方面还
如稚童一般，也许是不愿去往深
里想，总以为有些事情是理所当
然的，何必去绞脑汁。譬如夫妻
间，那就是因爱而成婚，因爱而共
同生活，及至白头偕老。我并非
矫情。在我做的小说里，像已与
读者见面的《那一年的夏天与秋
天》，还有获奖的《春兰》，就是讴
歌至死不渝爱情的。至于我与妻
的，也写了散文《我的女人》投给

了报社。我的思维就是这样在一
条曲线上蜿蜒。

我与妻有没有真情实爱呢？
毋庸讳言，确实有过。婚前婚后的
一段时间，也像今天的这场感冒一
样，头昏脑热疯疯癫癫，智商被多
巴胺制造的情感假象迷惑了。我
当是这种感情持续着，而且会一直
持续下去。现在想来，我也没逃出
七年之痒，只是忽略了，或视而不
见听而不闻，像曾经她的说话小声
笑容安静，渐而气粗嗓大这种现
象，我也不加留意一样。我和她各
自待在不同的单位，相距五六十华
里，相互都有着各自的资本与能
力，在经历了一场看似美好的爱情
之后，也一定会发现在各自成熟的

性格里，有着不少不和谐的碰撞。
好在那时工作成了我与她的生活
重心，家庭仅仅是支撑这一生活的
陪衬部分，一旦觉得待在一起有些
不舒服时，就会离开去埋头工作，
或与单位的同事社交的朋友交流
友谊。及至退休后，作为医生，愈
老愈受欢迎，她受聘仍在医院上
班。而我，也想在体力衰退后弄弄
文学，写东西是不能受干扰的，也
就常去乡下独处，双方的分歧与碰
撞或被掩盖或被消融在单身独处
之中。

我在以往的书写中多次提到
我生性颟顸。而在看待男女之间
这种独有的情感时，还不止是颟
顸，而是冯唐说的“傻掉了”。而

妻，她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客
观的。说到爱情，那不过是在薄
奠曾经的青春时光，成年人是期
待不了这种感情的。期待的结果
会黯然神伤。成年人的情感已从
类似感冒发烧的狂热中冷静下
来，准确地定位在“被需要”上。
无疑，感冒来自病菌作祟，我携带
一身的病菌投她而来，她的远离
是自然而然的。

曾经，我对越来越多的熟女
爱上雏男（戏谑小鲜肉），越来越
多的大叔选择嫩萝莉给予讥讽，
以为他们浅薄，贪图容颜好看。
现在方明白，他们更多的是因为
自己“被需要”。这种需要，在稳
定的关系里是多么重要。今天的

离婚率高，就说明少男少女时情
感冒出火花很容易，相互需要并
愿意长久地在一起，很难。

医院是一个白得令人不舒服
的世界，白的墙壁，白的窗帘，白
的床单，连那床架也髹成了白色，
医护人员更是通身的白。满目皆
白是不是也意味着万事皆空？躺
了五天，打了五天点滴，我办了出
院手续。

身子还是虚弱的。我沿着一
条小河散着步。远远的，芦荻苍
苍，全白了头，在风里摇摇晃晃。
遽然想起，这就是《诗经》里的蒹
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样
的句子，让人有淡淡的伤感和哀
愁。然而观望一番，萧条之中，又
悟季节使然，伤感、哀愁是不该有
的多愁善感，世事原本就这样。

妻在厨房里忙乎着，菜香阵
阵。病毒既已驱跑，生活就恢复
了原先模样。双方随着年龄增
长，精力减退了，心气减弱了，都
意识到自己生存下去，对方是一
个不可或缺的伴儿，该照顾得照
顾，该扶持得扶持。

因为，我们都相互需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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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佳林

程明铭先生驾鹤西去已经好
几年了，每当我看见乌黑发亮的歙
砚，脑海里就立即浮现他那憨厚朴
实的样子。

程 明 铭 是 一 位 非 常 谦 和 的
人。我与程明铭是忘年交，他长
我近 20 岁，是一位难得的师者。
在我与他数十年的交往中，觉得
他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丝傲气，
身为师长，行为兄弟，令人可敬可
亲。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
一天中午，他去我住的宿舍作客，
入座脱口就说“登门求教”四个
字，弄得我愧怍万分。品茗时，他
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从事砚石研
究的艰辛历程，以及打算编写歙
砚研究读本的想法，然后将一些
整理好的材料给我看，要我对书
稿的框架以及文章的表述谈谈意
见。那时，我刚从歙县地名办公
室转入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不
久，对地方传统文化曾有闻而不
解其深的感觉，于是冒昧地谈了
些粗浅感想。谁知程老听后非常
高兴，仿佛有一种一见如故之快
感。从那以后，我们常在图书馆、
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县内乡贤长
者家中相遇相谈，以传统文化为
媒介，踏上一年又一年的治学为
友之路。有一次，我去郑村一位
乡贤家采访，主人提及程明铭曾
多次登门求教有关砚台铭文内容
之事。其中，还为某砚台的纪年
和篆字含义多处投师访友，不耻
下问。

程明铭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人，
作为一个徽州人，程老能够自觉
地、全身心地适应环境，创造条件，
毫无保留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充分
展示自我，并且不断地改造自我，
完美自我。他在 40多年的矿产研
究中，对砚石的偏爱如同亲生儿
女，曾无数次探寻古徽州大大小小
的砚坑，无数次跑过省内外知名的
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地方文化
研究团体，无数次求教砚台制作艺
人以及业内专家学者。有一次，我
在歙县老汽车站门口遇见他，只见
他满身泥泞，右肩背着沉重的背
包，左手腋下夹着一块大砚石，外
面用自己穿的夹克衫包裹着。当
我指着被锋利的砚石扎破了的衣
服时，程老不屑一顾地笑着说：“没

事，只要砚石带回家就行。”还有一
次，我去寿县参加历史文化名城志
书编纂研讨会后，带回一块寿春
石。程老得知后，赶忙问我为何从
远地背块大石头回来。当我告诉
他是史载欧阳修曾将此类砚石作
为陪葬时，他兴奋不已，再三要我
锯一半给他。事过半月，程老特制

“富贵图”相送，以画面上艳丽盛开
的牡丹喻为事业兴旺，两只勤劳的
小蜜蜂象征着好学精神。

程 明 铭 是 一 位 生 活 简 朴 的
人。程老在江南一方，是一位很有
声望的学者，他既是地质学专家，
又是知名画家，擅作牡丹、葡萄、梅
花、山水等，其中尤以牡丹见长，享
有古城“牡丹王”之誉。可是，他研
究一辈子矿产，收藏一辈子砚石，
却没有卖过一块石头；画了一辈子
的国画，送了一辈子花鸟图，却没
有挣过多少钱。他从来不穿时髦
的衣服，从来不追求时尚的宴席，
只是默默地享受人们馈赠他的“砚
痴”“石呆子”和“牡丹王”等雅号。

正像有位哲人所言，在人生的
旅途中，偶然认识一位终生牵挂的
人，此人排除一切干扰，钟情于自
己想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像种子一
样在心田里顽强地成长，并令人
喜欢，注入血脉。或许，这个人早
已成为园丁。程明铭一生不疾不
徐，按照自己的步伐，顺从自己的
内心走路，他一生收集整理了数
百万字的矿产资料和砚石研究文
稿，出版了《中国歙砚研究》《歙砚
丛谈》《歙砚与名人》《中华石砚大
观》《歙砚千年天下冠》《歙砚与地
质》《中国歙砚大观》等力作。他
常对我说：“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比做一个有钱的人重要。”有一
次，我在屯溪延安路上遇见他，时
值中午，他一定要我留下吃饭，说
是好长时间没见，想叙叙旧。谁
知入座酒家片刻，服务员端来一
人一碗面条。当时，他看我有点
窘态，去厨房里拿来一盘豆腐干
炒肉丝，边走边作出一副调笑的
孩儿脸。后来提起此事，我常在
友人聚会时数落他，作为朋友间
开玩笑的把柄。

有人说，凡是追求事业的疯
子，往往都有与众不同的举止，或
许，程明铭就是这样一个“艺癫”。

 项丽敏 作诗/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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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走更多的路，去爬更多的山
去更寂静的湖边漫步
像一条鱼
尾巴毫无顾忌地击打水面

去认识更多的野花野草，还有昆虫
记住它们的气味，叫出它们的名字
去和它们做朋友
甚至相爱
把它们当做孩子，并成为它们的孩子

路上遇见的人，即使喜欢也不必认识了
不用担心错失什么
但是每一天的清晨和黄昏，不要辜负
不要怠慢

日出时说“你好”，日落时说“晚安”

一 本 长 寿 的 杂 志

深山野趣
立冬早已过去，大雪已经来

临。大雪之前的徽州大地几乎
没有冬的痕迹。

暖冬如盛秋，漫山遍野如火
似练。山岗上、古道边，红彤彤
的是乌桕、金枫，还有苦楝和银
杏都灿烂着；脚下山涧里的流
水，也纤细绵长，不再哗哗作响，
直奔远方，而是点点玉珠落玉
盘 。 途 中 ，有 人 戏 称“ 袖 珍 瀑
布”。两山夹一坞的田畈里，也
不再是早些年种植的晚季稻，泛
着金黄金黄的脸庞，等待主人前
来收割丰收，当下种植的是经济
作物，这里的猕猴桃、高山蔬菜
等等是城里人的“宠物”。

这是徽州一块尚未开发的
处女地，是雄奇黄山余脉中灵山
与凤山相依相伴的地方。这里
千古名泉的美丽传说，这里皋楳
之庙的灵验秘闻，无不诱惑着都
市人家的向往……

弃车上山，穿过浓荫蔽地的
一段竹林，眼前有新筑的仿古指
路牌，箭指上林、产庆、湿坑和高
庙遗址四个方向。

同行中，有一对青年男女，
他俩被眼前的风景所迷诱，正陶
醉其中，倏忽，眼前高坝上的那
棵野柿子树让人眼前一亮，树枝
上满身挂果，通透明亮，如同都
市里夜幕下的街灯，泛着明晃晃
的光芒。那男青年心领神会，快
步疾走，奔向那棵柿子树。树上

满身写着“事事如意”，但高不可
摘。只见柿子戏谑着他，“我是
甜，你来摘呗！”这小伙子还是很
聪明的，信手拾起路边一棵丈把
长的毛竹，使着狠劲，奋力扑向
柿子树，只见那柿子顺势而晃，
俏皮地躲闪着。然而外力的作
用，一旦超过了柿子树与柿子的
粘合力，那红彤彤的家伙，只得
乖乖投降，束手就擒。小伙子心
满意得地拾起几个黏糊糊的如
肉丸般大小的柿子，美滋滋地尝
起来……那个甜啊，是一种野性
的甜、自然的涩，涩得舌尖上有
些发麻……女青年接过男青年
递过来的野柿子，取出手巾，小
心翼翼地包裹着，放进了她那精
致的小坤包里。

拾阶而上，有一块金黄的银
杏树遮蔽的浓荫。浓荫下是青
石板铺就的山道，山道边有清凌
凌的小溪。在小溪的平缓处，有
一方小石塘。石塘里游鱼如织，
不多的水草，难以遮拦它们生命
的活力，构成了一幅美妙的《鱼
乐图》。听到游人的脚步声，游

鱼霎时沉入清澈见底的水中，似
乎跟游人玩起了捉迷藏。

“在这！”
“在这！”
行人中不时发出喊声，似乎

昭示“发现”的惊喜！
“汪！”
“汪汪！”
被惊叫声唤醒的农家小狗，

怯生生地瞪着眼睛，边叫嚣边向
后退去，随着游人的接近，索性
躲进老屋的门槛边，一个劲地狂
嚣起来，“汪，汪，汪”，那叫声令
人感到，它将遭受袭击似的。

我们一行人也加快了脚步，
沿着石道奋力向上。同行有个
调皮的小女孩，干脆奔跑起来，

“妈——有狗。”她妈妈是我们这
次高庙探访的向导，她瞻前顾后
地照顾着大家，没有多顾及她的
女儿，这让这个小女孩好生委
屈，以至于午饭时，执拗着不肯
与大家一起午餐。大家一番安
慰后，她明白起妈妈的用心，也
不再生气，挤坐在她妈妈身边，
大快朵颐起来，也不再“强调”她

脚崴了……
深山探访，尽收野趣。我们

一行中人，边走边拾掇野板栗，
食之甘甜，回味绵长。见有山民
正在开锄挖冬笋了，同行中有位
妹子，买走了刚从竹林里挖出的
所有冬笋，经打听，单价每斤 12
元。还有位妹子在大山里采摘
了一大兜野芝麻的禾苗。这禾
苗青溜溜的，中午爆炒后，大家
觉得非常可口。一个“鲜”字，诠
释着这顿午餐的特征。

过一条厚厚落叶密集的山
道后，大家便可轻松踏步返回走
了。

一条是新开的水泥路，直
些。另一条是古道，曲曲折折，
但 风 景 不 错 。 究 竟 走 那 条 路
呢？有人走的是水泥路，不一会
儿，就可以到达登山时的停车
场。而也有些人走的是古道，古
道上行走的人们见到了一幕特
别的风景：一群乌漆漆的鸭子，
排着齐整整的队伍，哗啦啦地登
高——原来从山涧里戏水后的
鸭子，扑棱着翅膀，抖落身上的

水珠，开步登高，一步一摇，犹如
好多个“卓别林”，志得意满地

“晃”进“天上人家”。原来这些
鸭子，是深山坞里半山腰那农家
所饲养。据说，这种鸭子在市场
上特别抢手，价格不菲……原生
态啊，原生态。

原生态的东东，总令城里人
向往。这恐怕也是现代人常常
念叨“乡下好”的原因所在吧。

人
在
旅
途

 汪晓东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