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编!陆梅 何晶 技编!李福眠
"#$%&'!()*&+,-./*0123$42+

世纪

风悦 读! 5 6 7 8 7 9 " : ;! !"#

文坛施燕平

庞兆麟

早在上世纪 <= 年代! 我就见过施
燕平"那时!我在上海作协举办的上海市
青年文学创作组参加学习活动!他是#萌
芽$杂志社的编辑%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他和我先后到上海大学任教!后来还
同时在上海作协组织并编辑的 &普绪赫
文丛$中出版了一本文集% 于是!我和施
燕平的交往日渐增多! 对他的了解也更
深!无论是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还是在
文学事业上的成就!都让我景仰%

>?@A 年秋冬之际 ! 施燕平的家
乡'((江苏启东处于激烈的战乱中!>B

岁的施燕平和几个失学青年秘密商定
离家出走 !投奔新四军 % 可是 !既无证
明!又无人介绍!未能如愿% 经过几番周
折后他终于投奔成功! 随当地的区)乡
干部和地方武装打游击!还秘密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 年 C 月!施燕平听从
组织安排!到位于宝应县曹甸镇李家沟
的苏中造纸厂 *后改名为华中造纸厂+

参加造纸工作% 当时!造纸的目的是为
了印制 )发行 ,抗币 -!抵制日本军用票
和伪币的侵入!以保护人民的财产% 施
燕平以为抗日造币为荣%

>?@? 年后! 施燕平投入了工厂的
接管工作 !历任军管会特派员 )上海印
钞厂党委宣传部长 % 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 ./尽管工作繁忙 !但旧习未改 !仍喜
欢耍耍笔杆子! 给上海的报刊投投稿!

偶尔获得编辑的青睐! 发表于报刊上!

就更加激发自己的写作热情 0 ->?<A

年 !施燕平根据自己积累的生活 !写就
一篇近 < 万字的中篇小说&北撤途上$!

经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刘金审定后
出版% 此书出版后!引起上海作协的关
注 !不久施燕平被调进上海作协 !先后
在&萌芽$&上海文学$任编辑)编委和编
辑部主任%

进入上海作协以后!施燕平得到过
巴金)哈华和叶以群等老作家的关爱和
培养% 时为上海作协创联室负责人的沙
金挑了几位作家 ! 分别带一个青年作
家% 有幸的是!施燕平和巴金结成师徒
关系%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陪同巴金
一起下厂参加劳动锻炼!体验生活% 为
了集体创作报告文学&手$*反映上海第
六人民医院创造断手再植的奇迹 +!他
还陪同巴金一起到医院进行实地采访%

巴老那种以身作则)细心观察的高尚品
格和严谨的创作态度!不仅给施燕平留
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还潜移默化地渗透
到他的工作和创作实践中去%

上世纪 B= 年代后期! 由于工作需
要!施燕平曾被调至北京任&人民文学$

的常务副主编!>?B? 年又被调回上海!

由文艺界转入教育界! 先任复旦大学分
校中文系副主任! 后到上海大学文学院
任教授!还兼任&上海大学学报$常务副
主编!直到离休%他当过多年的文学期刊
编辑! 因此对作家的创作状况及发展历
程较为熟悉! 于是他在复旦大学分校和
上海大学就为学生讲&现代文学$%

尽管施燕平转换了好几个工作岗
位 !但他始终在勤奋创作 !先后出版长
篇小说 )长篇纪实文学 )中短篇小说集
和散文随笔集 >= 余部% 施燕平从投奔
革命 !参加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 !到当
文学期刊编辑 ! 再在大学讲授现代文
学!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勤奋的创作毅
力!令我无比仰慕和钦佩% 如今!施燕平
已是九十二岁高龄的长者!我衷心祝愿
他健康长寿1

!丑妹妹"

黄淽渊

三岁半的一天! 爸爸来接

我放学! 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他牵着我大步大步地走" 雨后

的路有点滑 !我个子小 !几乎

是连走带跑被爸爸挟到医院"

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妹妹"

她被裹在粉红色的裹布

里 !眯着眼睛 !小嘴巴一张一

合!肉嘟嘟的小脸蛋让我很有

冲动捏一下" 刚伸出手!她就

紧皱眉头!#哇$的一声放声大

哭% 我突然觉得!她有点儿丑"

妈妈说! 这是我的妹妹 !

她叫茵渊" 从此我多了一个身

份&&&姐姐%

在我的概念里!妹妹就像

我的娃娃玩偶!她的出生是来

陪我玩耍的% 可是我错了% 妹

妹出生后 ! 家里人都围着她

转% 我开始故意捣蛋!动不动

哭闹 ! 趁爸妈不注意偷捏妹

妹!甚至要求和妹妹一样用奶

瓶喝水!还要睡婴儿床% 爸爸

只好再找来一张婴儿床并进

行改装!好让个子高出一大截

的我睡得进婴儿床 % 我不闹

了 ! 可是我还是不喜欢这个

'丑妹妹$%

妹妹一点点长大 ! 我开

始接受她 % 我喜欢逗妹妹 !可

每次又被她气哭 % 我和妹妹

吵架 ! 妈妈会像法官一样!撑

着腰听我们 '正方 $和 '辩方 $

各自陈述 '案发经过 $和进行

辩解!然后做出'裁决$%妹妹一

直觉得!爸爸妈妈偏心我!我却

觉得他们更宠妹妹% 后来我们

才发现!每次吵架!妈妈都会各

打五十大板!谁都不是赢家%有

一次!妈妈在厨房煮饭!我和妹

妹在客厅吵得不可开交! 当看

到妈妈准备出来 '收拾$ 我们

时! 架吵到一半的我们突然抱

在了一起%妈妈搞糊涂了%长大

后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对她说(

'小孩子吵架就该让他们自己

解决 !你以为做出了公平 )裁

决*! 却有可能伤害了他们之

间的感情+ 如何处理矛盾!也

是孩子学习的一部分% $

妹妹和我念同一所小学 !

有一天我和妈妈在校门口等

了好久!都没见到妹妹% 于是

我返回学校大楼!逐层逐间课

室去找她!终于在我隔壁课室

找到了% 我同学说('你妹妹迷

路了!只知道找姐姐% 她每看

到人就问 (,你有没有见过我

姐姐- *可是她不说姐姐叫什

么名字!其他同学怎么帮她找

姐姐呢-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

觉到妹妹需要我!我有责任保

护她% 因为我是她的姐姐% 我

看着这个'丑妹妹$!突然觉得

她不一点也不丑%

以前和妹妹睡一间房间上

下铺! 我们都希望能拥有自己

一人一间睡房% 后来我们都有

了独立的房间! 却总是怀念睡

在一起的时光% 下雨天雷电交

加!妹妹害怕!会躲到我房间!

我们会挤在一个被窝聊天%

高考时我关着门在房间

复习 !妹妹怕影响我 !每天都

会在门缝下向我塞小纸条 !画

一幅小画 !配一段小文 !为我

加油 % 后来我进了大学住宿

舍 !只有周末才会回家 !每次

妹妹都会很舍不得!就仿佛我

要去远行似的% 再后来!我到

美国专修艺术和新闻 ! 妹妹

说('姐姐!你不在家我可开心

了!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当独生

女的福利了. $但最舍不得我/

哭得最伤心的!还是妹妹%

毕业后我进入了新闻行

业!妹妹当上了小学老师%她变

得成熟了! 有时候甚至会用老

师的口吻和我说话! 督促我要

早点休息不要熬夜%很多人说!

我和她站在一起!她像姐姐!我

更像妹妹% 妹妹很享受'管束$

我!我也乐得当'妹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

我和妹妹不吵架了% 有时候我

会怀念小时候和 '丑妹妹 $吵

架的感觉!甚至会故意惹她生

气!可我们还是吵不起来 % 我

和妹妹都很爱护和珍惜对方 !

因为知道!我们是彼此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能当姐妹!是我

们的缘分%

先生的院子
洪忠佩

再一次去北京的院子里叩访先生!还

是以文学的名义% 高铁/地铁!一路呼啸%

仿佛所有的速度与激情都应合着一种召

唤%当站在北京文学馆路 '( 号门口时!首

先与先生的名字相遇了%我能够再一次到

北京!机缘还是以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文学

殿堂&&&鲁迅文学院%

走进鲁院的时候已是黄昏!感受到秋

季北京天空的高远%鲁院的银杏树和梨树

上!已是硕果累累!而我来这里是一个崭

新的开始% 在鲁院大堂!我第一眼就看到

了先生的肖像!那浓密的一字胡!直竖的

头发!那样睿智与犀利的目光!还有一袭

长衫!在梅花屏风前端坐着的塑像身影%

先生!不知您是否记得!六年前我曾

来过这里% 当时!我是从朝阳区八里庄南

里 !& 号鲁院老校区!来到这里观摩'向经

典&&&鲁十五诗歌之夜$活动的% 那是一

场大型诗歌朗诵会!参加的既有中国作协

领导和'鲁十五$高研班学员/鲁院江西作

家班学员!也有北京文学界人士% 遗憾的

是!那天夜里只有短暂的逗留!来去匆匆%

好在!北京的亲戚赠送了一套上世纪五十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0鲁迅全集1!

以及许广平的0欣慰的纪念1与冯雪峰的

0回忆鲁迅1%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醉在

先生的情怀/信念里%回想起来!我纯正意

义上认识先生! 是在八里庄南里 !& 号和

文学馆路 '( 号%

意想不到的是!六年前在心中默默种

下的种子!终于发芽了&&&我有幸成为了

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

班的一员! 将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 名学

员一起度过四个月的学习时光%一个班的

学员汇在一起! 可以拼出一张中国版图!

周伟来自湖南!陈丹玲来自贵州!马国福

来自江苏!周华诚来自浙江!于永铎来自

辽宁!陈楫宝来自北京!代敦点来自新疆!

才让扎西来自青海! 次仁央吉来自西藏!

而我的标签是江西23开学典礼上 !铁

凝/吉狄马加/莫言等出席!王蒙/李敬泽/

刘庆邦/穆涛/梁鸿/李洱等授课%我想!人

生最为幸福的事! 莫过于愿望能够实现%

鲁院的 )*( 室!成了我的新家% 在鲁院学

习的日子!我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

先生!不知道故乡的人捎信给您没有!

此前我应编辑之约!写会稽山的文化地理!

专程去了一趟先生的故乡绍兴%那一天!我

为了与先生相遇! 特意把下榻的地方选在

先生家院子斜对面的最忆城市酒店% 沿着

以先生名字命名的中路行走! 在三味书屋

和百草园! 仿佛邂逅了青少年时的先生%

'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

家味如醯醢% $想想!先生读书能够读出如

此'三味$!可谓极致了% 百草园皂角树/石

井栏杆依在!许是时节的关系!在园子里并

没有看到先生记述的'紫红的桑葚$与'像

小珊瑚珠$ 的覆盆子! 只有满地的野草与

'碧绿的菜畦$% 那天!我在三味书屋和百草

园待的时间比较长!是想避开瞻仰的人流!

独自一个人待一会儿! 寻找一个与先生对

话的机会%最后!连咸亨酒店的绍兴老酒与

茴香豆都来不及品味! 乌篷船也没顾得上

去体验%

熟知先生生平的人都知道!绍兴周家

老台门 /绍兴会馆 /八道湾胡同 /砖塔胡

同/西三条 !# 号 /上海施高塔路 #+* 号!

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曾是先生居住的

地方!亦是民族记忆的一个链接点%

这应是先生在人生时间上的一个排

序吧% 不是旅程!而是选择% 然而!人们在

北京能够瞻仰的!是否只有阜成门城墙边

西三条 !# 号的'鲁迅故居$呢- 西三条 !#

号的外围已经新建了鲁迅博物馆!而院子

里!先生当年手植的两棵白丁香依然高耸

繁茂%阳光透过树叶!院子里一片光影%书

房门虚掩着!仿佛先生未曾走远% 我曾无

数次想象过与先生相遇的情景(先生一袭

长衫!清瘦而冷峻%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

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在鲁

院的大堂!无论读到先生的话!还是仰望

先生的肖像! 我都能够感觉到温暖与亲

切!还有凝重深沉的爱%

清晨!或者傍晚!我都会在先生塑像

边小坐片刻!享受安静闲暇的时光% 即便

有时倚在抑或走过回形的走廊!看到先生

的肖像!常常会去想同一个问题!从当下

去追忆先生的人生过往! 从绍兴到北京!

再辗转到上海!是否是中国近代历史与文

化流变的一个背景呢-

而院子里的白玉兰/ 银杏/ 柏树/杨

树/雪松/梅树!还有荷塘!想必都是先生

所喜爱的吧%

喜鹊! 叫醒了我在鲁院的每一个早

晨% 在喜鹊的叫声里!我开始了一天又一

天学习与写作的时光% 简约!质朴!散淡!

自省!自然就疏离了庸常!促长了内心丰

饶% 我每天都在期待!期待在盛开白玉兰

的院子里与先生相遇/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