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剃刀里的乡愁
张雄文

阳光像一双温软的手，缓缓拨开慵懒

的乳雾，将一座城市重起的喧嚣与兴奋摊

开在晨光的熹微里，似乎捧出了一幅墨痕

簇新的《清明上河图》。我被图画里各种睡

醒的声音催迫着，匆匆下楼，步出小区，赶

往上班的地方。 走过窄窄的文化桥时，又

看到了桥边樟树下裹着一身金色晨曦，开

始忙碌的剃头匠老刘。

他那套古拙行头也被阳光浸泡着，仿

佛玻璃壶药酒里的积年老人参， 赫然入

目。 一张深灰的杉木椅，椅面磨出了两处

滑溜凹槽，椅底抽屉间自然会齐整地摆放

着他吃饭的家伙什：推剪、剪刀、梳子、剃

刀，等候轮流上阵；旁边还默然杵着一个

瘦长的洗脸架，上部竖起的简框里，嵌着

刚好装入一张脸的镜子；镜下是一方窄狭

的小平台，放有一块舔过许多脑袋的泛白

肥皂或香皂，手一摸，必定滑腻腻的；平台

下方的及腰处，是哑然撑开的托框 ，托着

一个掉了些漆的搪瓷洗脸盆。脸盆带了点

伤痕，便像一些永不再来的伤感往事。

这套行头，我再熟悉不过了，如同熟悉

老刘那张沧桑的脸或者桥边那株苍郁的老

樟树。 老刘是湖北监利人，六十出头，来株

洲该有十四五年了。 儿子出生那阵子，父亲

从老家过来帮我带小孩。 日子一久，他的脸

渐渐像银发一样拉长了，嘀咕说哪儿都好，

就是没处理发。 街头寻常可见装饰阔气的

美容美发店，他觉得格外别扭，说什么也不

愿进去。 直到那天出门买菜，回来时才焕发

一新，头发剪了，喜色也跟进来跌落一屋，

像他手里提着的那把过水的新鲜白菜。 父

亲说，以后好了，街边来了个刘师傅，剃头

手艺没得说，还只要三块钱。 之后，父亲不

只去剪发， 还时不时去找老刘拉家常，家

事、儿女、物价、地方风俗、过去的光景……

两人无话不聊，像一对多年契合的老友。父

亲回老家后， 常向我打听老刘的近况，如

今，儿子都念高一了。

受父亲的影响， 我也爱去找老刘理

发。 另一层有着浓郁乡愁味道的缘故是，

我孩童时代的头 ， 都是老刘这样的剃头

匠剪的。 他们或慈蔼或肃峻，挑着剃头担

子走村串户，在我家晒谷坪的苦楝树下落

定行头时，是我们弟兄几个与左邻右舍孩

童们难得的节日。 大家或围观，看手推剪

吱嘎吱嘎作响， 看抱在母亲手中的小弟

哭哭啼啼，不肯就座剪发；或野猴般散在

四周 ，追逐 、嬉闹 ，将安谧的乡村激出大

年里的欢愉。

老刘像我孩童时代走来的剃头匠，技

艺端得不一般，令我常想起“虽是微末技

艺 ,却是顶上功夫 ”的老对联 ，会心地微

笑。剃完头，他从容取出一柄剃刀，在木架

上垂挂的钢刀布上嚯嚯刮出三两声，磨砺

一番，剃刀便在街风里冷光闪闪，慨然奔

赴额头与两颊的战场。 剃刀吱吱有声，须

发瞬间凋零于地或者被风吹向空中。他神

情严肃，动作轻柔，像雕塑家精心修理一

尊已成型的佛像。

风过永嘉
钱红莉

文雅异彩之地永嘉，在中国文学史上

是一个诗性的存在。 去永嘉的车上，一直

在读《谢灵运集校注》，越过一千六百余年

光阴的阻隔，他在“永嘉山水系列”里留下

的踪迹，让此行的我逐一去辨认、探寻。

早晨五点半， 朝阳自瓯江上冉冉而

升， 浑黄的瓯江水映衬着天上玫瑰色云

团， 简直一幅幅夏加尔油画。 “不惜去人

远，但恨莫与同”，谢灵运当年一定与我一

样，也在瓯江边长久地观瞻过日出吧。 自

谢灵运之后，王羲之、孟浩然、陆游、苏东

坡、李清照们都曾涉足过永嘉，黄公望、朱

彝尊自不待言。 不论人类文明如何演变，

真正留得下的唯有文化遗存。

楠溪江水细致温雅， 夹岸烟波空茫，

松荫蔓延， 犹如行走于倪瓒的山水画轴

里。要怎样精确形容出这条江水的无垠无

垢呢？ 它干净得真挚，仿佛深藏着一个个

隐喻， 好比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深情，

带着随时捧出一颗心的纯粹， 一直有期

待，但永不后悔。远方群山逶迤，近岸遍布

芦荻、芭茅、红蓼……一群又一群鸭子凫

水于溪上 ，目力所及 ，多为野趣 ，素白平

凡， 又绚烂多姿……难怪川端康成说，秋

天是从天而降的。 是这样绸缎般的秋天，

又美又奇异。 苍鹭一身雪白，立定于溪滩

碎石间静思长考，忽而想起什么，展翼翩

飞，贴着江水滑翔，犹如一连串洁白的动

词，在绵延的水流间，把浑然不清的天地

腾挪得灵气四溅，望得久了，如若梦一般

的失真。

客车于山间盘旋久了， 人快要盹过

去。 忽然，山民挑一担黄澄澄的柿子自山

中小径出，惊艳无匹，简直是白石老人的

一幅小品，何等的灵动鲜活。 窗外不时掠

过一抹抹绛红。秋天里山中檫木的叶子总

是先红，其次是乌桕的赤红，水杉的绛黄，

余下的底子皆是松竹的苍绿。秋天真是慷

慨铺张又奢靡啊，大片大片水彩任意挥霍

恣意婆娑。 大自然一定是有灵魂的吧，尤

其霜降前后的深秋，更加舍得释放一种大

美。 到处溪流潺潺，孩子拿着网兜捕捉楠

溪江里特有的青蛳， 柴犬立于溪水间，目

光涣散又迷离，呆呆望向远山———天地都

是静的，而群山嵯峨。此情此景，让人突然

想起一副楹联：花外子规燕市月，柳边精

卫浙江潮。

在永嘉， 我的心也一次次地放着光。

菇溪河在一旁静静流淌。 在龙坡古村，偶

遇一位九十岁的老爷爷，正闲适地坐在自

家门口。 他的牙掉光了，两腮塌陷，华发满

头。纵然闭了眼睛，也是笑容可掬的。一张

沟壑纵横的脸，有蜜意与慈祥流淌———他

正一颗一颗地将干荔枝肉塞进嘴里……

怡然自乐的神态， 像极沙门不坏之身，金

色的阳光铺天盖地照着他， 如照一口井，

如照一名诗僧。 他门前的池塘，倒映着天

光云影，似储存了一世的幽深。 咫尺处便

是广袤农田，晚稻开始动镰了，仿佛叫人

听见天地的轰响，也叫人懂得高古寂历的

生命意义。

一次次回酒店途中，天已黑尽，总是

望见江心屿灯火中耸立着的两座古塔。人

至中年，心绪难免枯寂，对于古塔特别有

眼缘———在于它的古气、寂气 、暮气以及

凋敝之气。每见古塔，必有归属感，灰苍苍

的，像一颗老灵魂伫立于风里雨里。 最后

一日 ，乘渡轮 ，终于去了江心屿 ，古木参

天，丹桂嫣然，榕、樟居多，也有黄葛树，大

多七八百年树龄。 有一棵细叶香樟，被雷

劈倒于地，心亦空了 ，依然顽强地活……

这眼前的一草一木二塔， 都是旧的了，旧

出了寂气，旧出了高古之气 ，旧出了渊静

之气。岁月的沉淀，风霜的堆聚，百千年沧

桑横流，古迹遍布———原来是这样的一个

文化厚重的瓯越之地。

万里风霜鬓已丝， 飘零回首壮心悲。

罗浮山下雪来未，扬子江心月照谁？ 只谓

虎头非贵相，不图羝乳有归期。 乘潮一到

中川寺，暗度中兴第二碑。 站在寺旁石碑

前抄文天祥这首《北归宿中川寺》，不胜唏

嘘。诗写得沉郁婉转，又哀痛至极，堪比辛

弃疾。彼时，暮霭沉沉，秋色苍茫中的这块

石碑，格外予人一份残梅落照苍莽浑厚的

历史感。反复默诵这首诗，感念丛生，身旁

的瓯江水滔滔滚滚，一路向东海去了。

坐在百丈瀑前的廊桥上，恰好一睹对

面山之风采，连画框都不要，现成的大片

焦墨挥成， 分明是石涛的万壑千山图轴，

有人评价石涛笔下气势“如坠山石”。百丈

瀑的山体，壁立千仞，险境乍出，巨石危崖

似随时崩塌而下。 在山水自然面前，人方

才觉出自身的卑微渺小，便也生出谦卑之

心，然后只默默地，低头看水，抬头望山。

永嘉几日， 循着谢灵运诗之遗踪，水

也行过，山也看过，该启程回家了，尽管心

中颇有恋恋。 丰子恺有诗：樱桃豌豆分儿

女，草草春风又一年。 他这是叫人安于俗

世平凡，但，仔细想，我们既应安于平凡，

又该甘于不凡吧。

所谓不凡，就是千里迢遥地前去永嘉

徜徉山水，像谢灵运那样给自己的诗文镶

上金边，让平凡日子变得绮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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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 一位作者
向我投了个稿 ，我回复
说已经收到 ， 容阅后
复 。 过了三天 ，他问我
阅了没有 ？ 我说阅了 ，

再阅 。 又过了三天 ，他
问我再阅了稿子到底
用不用？ 我回应说请您
先转投他处吧 。 他问 ，

理由是什么？

我在朋友圈发了
一条 ： “突然醒悟过来
以前做作家的时候会
逼问编辑退我稿的原
因到底是什么 。 给编
辑们造成了多大的惊
恐啊 。 ”

点赞的人不少 ，其
中大部分是我以前的
编辑。

不做编辑， 我真的
不知道作为作家的我 ，

真的可以给我的编辑们
带来很大的惊恐， 而且他们真的都是非
常友好的编辑。一般情况下，在收到稿件
的一个星期之内编辑不会告诉你他看过
了、他考虑过了、他用与不用的选择。 正
常的情况是，你得等三个月。我这样与编
辑们有三十年工作关系的作者， 不能够
逼问理由， 更何况更多的写作者并没有
三十年的时间基础。

更多投稿的问题，《雨花》杂志编辑
向迅先生前些天写了一个公号文《编辑
手记：新手向文学杂志投稿时需知道的
四点常识》，非常诚恳。 有一句“写作者
要遵守必要的契约精神”我记得清楚也
很认同 ，从稿件寄出给一个刊物 ，契约
就此订下，互相尊重是立约的根本。

一年前我写了一篇 《做一个好编
辑》， 如实叙述了一个文学编辑的日常，

谈了我对编辑工作的理解， 坚定成为一
个好编辑的决心。一年过去，再从编辑的
角度来谈一谈作家， 以及从作家的角度
来谈一谈编辑， 我也算是一个蛮合适的
人选。

做作家，我做了快三十年，但我算是
一个比较独特的作家。 我有反省和审视
自我的态度。

做编辑，我算是新人。 但是大前天我
在改版会上冲着美术部主任怒吼：“我不
知道我要什么，我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他
惊恐地看着我，令我记忆深刻。 所以我也
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编辑。这完全只是我
一个内视的视野。

年轻作者李浩荣在他的系列访问文
章 《他们在美国的时候之女作家周洁茹
篇》里是这么写的———“齐荫黑发，娃娃
脸，羞涩，垂首低颔，遇到打招呼的，也只
是瞄一瞄，笑一笑。”事实上，我真羞涩起
来，瞄一瞄的勇气都没有。很羞涩的女作
家，会冲着体积大一倍的美术编辑喊，我
不要！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文学编辑了。

做编辑是会改变一个人的。

虽然是对设计和版式喊的一句话，也
是我对文本的观点———我明确地知道我
不要什么。

我二十年以前的编辑， 现在仍然做
编辑的 《收获》 杂志主编程永新老师说
过：“编辑是桥梁， 编辑对作家作品要有
一种敏锐性，一种发现的眼光。 ”我曾经
以为我天生有这种才能，第一个字，第一
行，我就知道这个稿能不能用，我甚至会
真的感受到那种力量， 有的作品是会让
我整个人都发抖的。

第一眼，好像一个神话一样。

当然这是一个错误，我偏执了。 我的
作家朋友也是我的编辑朋友斯继东先生
的金句是：“作家可以偏执， 编辑不可以，

做编辑应该始终相信好小说的无数种可
能。 ”所以我们看稿还是要看到最后一个
字，直到发抖停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