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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寨 天 坑
刘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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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天坑的栈道口站着一位卖

拐老人，粗矮身体，一身蓝衣裳，

戴蓝帽子，像是上世纪里的人。他

用树藤做的拐棍沿崖壁立了一

排， 高矮粗细的都有， 手艺糙了

点，但不贵，20 元一根。

我拿着他的拐左右端详，想

买一根合手的， 试了几根又放回

原处。 我没拿定注意要下到天坑

去。带我们来的人说，下去上来要

大半天功夫，我们时间不够，就在

坑沿上看看吧。

其实天坑本身对我没?大吸

引，我在准格尔盆地长大，那也是

一个大坑，只是太广大了，看不见

它的深。

栈道口窄窄的， 游人排成一

溜往坑里走， 少有人停下来买拐

棍。 这个时间都是下坑的人 ，人

下坑时或许想不到买根拐棍。

我给老人说， 你若在坑底下

卖拐， 一定好卖。 那时候人要上

坑，抬头是万丈峭壁，人往上走时

自然会想有根拐棍。

老人摇摇头，说，我这个年龄

了，下去上来费劲。

问老人高寿。 说 80 岁了。

他说出自己年龄时脸上带着

不自然的笑， 像很无奈又像不好

意思。 我被他说出的年龄吓了一

跳， 仿佛站在一个自己眼看也要

走到的 80 岁的深渊上。突然地理

解了老人脸上的表情。

老人说他年轻时经常下坑

去， 下面有个小村子， 住着几户

人，现在都搬出来了。

我问，住在下面咋生活。

老人说， 下面的台地上能种

庄稼，包谷水稻都能长熟。

他给我讲了村子里的一家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坑里的村子“包

产到户”， 那家人在分到的地里种

土豆，男人把土豆背出坑外，到镇

子上卖，成了当时有名的万元户。

把土豆背出天坑去卖？ 这得

费?大的劲呀。

我小时候家里也种土豆，土豆

是口粮，我也背过土豆，半麻袋土

豆压在背上，那些圆鼓鼓的土豆咯

在皮肉上，能把脊背磨烂。 那个男

人是怎样把一袋袋的土豆背出天

坑，又背到镇子上卖掉，成了万元

户。 那个年代，一斤土豆几分钱或

一两毛钱，几十万斤的土豆，才能

卖到一万元。 那个男人每次背 100

斤，得背上万次。 那时没修栈道，也

几乎没有路，?少年来这个小村子

的人， 就没打算踩一条路出来，他

们担心外人会沿着它下去。

老人讲的故事，使我有了下一

趟天坑的冲动。仿佛那里有一麻袋

土豆，等着我去从坑底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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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县小寨天坑据说是世界

上最大最深的坑， 坑口直径 620

米，深 666米，从坑底往上攀，相当

于爬 300层高楼。坑里隐藏着一个

小村庄， 从坑沿口往下看不见房

屋，也看不见炊烟，从坑底升起来

的云气，把炊烟裹藏起来。 在很长

的年月里，小村庄人过着不为外界

所知的生活。 坑底有条河，水大而

湍急，只是短短的，自坑底冒出来

一截，又遁入底下，人称地下河。 天

坑便是地下河开的一方天窗。河在

黑暗地下不知道自己流到了哪里，

便开一个窗洞看看路。

河边台地上有几块田， 种的

粮食或刚够几户人吃。

整个白天坑底是阴的，只有半

腰处的峭壁上有一带阳光。风或许

吹不到坑底， 所有的树是静止的，

看不见光阴移动， 人也没有影子，

草木朝着坑口的那片天光长，一万

年也不会把头伸进阳光。人爬到半

腰处，才能看一眼太阳。 人喊一声，

四周有许?个声音回响起来，都是

自己的。 坑里人或都不大声说话。

只有露头的地下河哗啦啦流，从黑

暗流向黑暗。坑里的天应该只亮一

会儿，就黄昏了。 去过坑里的人说，

从坑地看，天是圆圆的一坨。 看不

见朝霞和晚霞。 晚上夜空低垂，星

星和月亮，都挂在坑沿上。 看不见

北斗星，也看不见启明星。 风从坑

口上头刮过去， 外面刮?大的风，

坑里的树都不摇。 坑壁上有洞，往

外冒云气， 地下河也往上冒云气，

半腰处云雾袅绕。

明明是地陷下去，为何不叫地

坑而叫天坑呢。后来，沿栈道一级级

下去，下到天坑半腰处，我才领悟，

人在坑半腰，天也在半腰。生活在坑

里的人，日夜看见的，是坑里的天。

人在坑沿往下看见的，也是天。 地

深陷的找不见了，天塌进了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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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沿坑壁折返下行， 台阶

陡峭，人需手扶栏杆，才能一步步

下去。坑壁长满了树，让人觉不出

自己在绝壁深渊的边缘， 树遮蔽

了危险。

下行到坑壁侧面， 树少了些，

看见正午的阳光，照在坑底北侧一

方台地上。 我想，那个男人的土豆

应该种在那块台地上。天坑里雨水

充足，露出的地下河会自己造出云

来，坑太深云飘不出去，又下成雨。

他的土豆一定有个好收成。

天坑底下原有一个发电站，

我在半腰处听不见发电机的声

音。 据说早年外面有事通知坑里

的人，嫌下去费劲，喊也听不见，

便用石块绑上写了字的布条扔下

去。 很久， 听不到石块落地的声

音。坑里的鸡鸣狗吠不会传上来，

人声不会传上来， 几户人家的炊

烟，散在雾气了，也不会被看见。

每下几个台阶， 气候会凉一

些，也更潮湿。

越往下走觉得坑越深， 有点

心里没底。

这么深的坑， 都没有陷住那

个背土豆的男人。 他一次次地负

重爬出天坑，把土豆卖了又下去。

我忘了问这个男人现在的生

活，他早已经迁出坑外，那个在坑

里的村子只剩下两间破房子。

我想他早就佝偻身子了，腿

脚也已经走坏。 算算那个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背土豆卖成万元户的

男人，现在也有七八十岁，跟坑口

卖拐杖的老人一般年纪。 或许他

就是我路过小镇时看见的坐在街

边的某个老人。

到这个岁数， 应该啥也背不

动，身体本身变成了负担，剩下的

力气将一天天地挪不动自己。 这

时候回头， 看见自己在一个八十

岁的深坑里。人往高龄长寿里活，

命却是在下沉。

这样想时，我又朝坑底看，半

腰处一个山洞， 正往外冒着白色

的虚无缥缈的雾气， 那地下河的

水声也仿佛在耳朵里， 又像是自

己想像出来的。我这个年龄，腿脚

还有力气，真应该下一趟坑底。但

行至半腰处，往上看，坑口已经吃

进天空里， 带我们来的人在上面

喊。 我们没有下去的时间了。

往上攀爬时， 突然感觉到了

沉重。 我背负着 50 ?岁的自己，

步履艰难，大口地喘着气。 那老人

的拐杖助了力， 使我?出一条腿

来。 走到快上去那一段，步梯出奇

的陡，不敢回看，腿在颤抖，身体愈

加沉重，仿佛 30 ?年前那个男人

的一麻袋土豆， 不知不觉地压在

我身上。 仿佛 40?年前我曾经背

过的那半麻袋土豆， 也压在了背

上。 似乎一生背负的所有重担都

没有卸去，它在这一刻回到身上。

还有，那个从天坑往外背土

豆的男人， 他的一麻袋土豆，也

会压在知道这个故事的所有人

的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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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关于《文学报》的比喻有多
种， 而我喜欢以春雨比喻之。 《文学
报》创刊于 1981 年 4 月，时值自然
界之春日，又逢改革开放不久，改革
开放犹如春来神州大地， 春意盎然，

一片生机。 《文学报》于此时创刊，可
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而她
以其独特的方式对广大读者、作者产
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全国迎来文
学的春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此正可
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我与《文学报》结缘于 1985 年
初春，至今已有 36 周年。 《文学报》

让我吸取了文学滋养， 领悟了为人
之道，提升了为文之术，对我的影响
是正面的、 长久的， 更是潜移默化
的， 如同春雨润物细无声一般。 36

年里，可以回顾的往事不少，限于篇
幅，在此，我只能回顾自己参与 《文
学报》 等发起的作家赠书汶川大地
震灾区的活动，以一斑窥全豹。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
震发生 。 一个月之后 ，6 月 12 日 ，

《文学报》与上海城隍珠宝总汇联合
全国 35 个省市和行业系统作家协
会， 吁请全国作家为地震灾区学校
图书馆的重建捐赠签名本著作 ，并
在书的扉页写下对灾区孩子的赠

言。 在《文学报》上看到此倡议之后，

我立即响应，将《七彩之光》等 3 种
文学批评（研究）著作签名本邮寄给
《文学报》。 《文学报》发出倡议后一
个月便收到了国内作家捐赠的签名
本著作 5000 册。 由《文学报》刊出
的捐赠名单可见 ，铁凝 、陈忠实 、谭
谈、王安忆、叶辛、贾平凹 、黄亚洲 、

赵丽宏等众多名作家捐赠了签名本
著作。 《文学报》是此次捐赠活动的
发起者之一，也是具体承办方，作家
捐赠的签名本著作最终由报社安排
发往灾区。 参与此次赠书活动，我进
一步走近了 《文学报 》，深感文学报
人心系灾区，胸怀悲悯，勇于责任担
当，是大写的人 ，也是作家 、批评家
的益友。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 全国迅
即形成了汶川地震诗歌热潮， 我也
萌生了撰写汶川地震诗歌评论专著
的念头。 我阅读了《文学报》《人民文
学》《诗刊》 等报刊杂志出版的汶川
地震诗歌专版（专号、专辑），邮购并
阅读了国内出版的三十多种汶川地
震诗歌合集和个人诗集， 也浏览了
网络上的汶川地震诗歌及其评论 ，

边看边记下感想， 每天休息四五个
小时，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到半

年即写出 15 万字书稿《汶川地震诗
歌漫谈》。

书出版后不久，我又想到《文学
报》 等发起的作家捐赠签名本著作
给汶川地震灾区的活动， 若能在汶
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 ，通
过《文学报》将《汶川地震诗歌漫谈》

捐赠汶川地震灾区，既可作为《文学
报》等发起的赠书活动的后续行动，

又可视之为汶川地震一周年的纪
念。 有此想法后，便付诸行动，我与
一位朋友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带
着 115 本 《汶川地震诗歌漫谈》从
江苏南通专程前往《文学报》。 印象
中， 我们走进了上海一幢大楼内的
《文学报》编辑部 ，我说明了赠书来
意之后，编辑们都表示支持，并当场
撰写《汶川地震诗歌漫谈》的简介文
字，制作封面影印件（该简介文字与
书封面影印件在 《文学报》2009 年
4 月 2 日第 10 版“新书架”专栏刊
出）。 由于作家捐赠签名本著作的活
动具体事项由文学报社办公室负责
办理， 编辑们又亲自带领我们将捐
赠的著作送至报社办公室。 115 本
《汶川地震诗歌漫谈》的封面皆封塑
了， 我便在其中一本书的扉页上题
写赠言，签名：“献给灾区的小朋友：

愿你们一生与好书结缘， 增知益智
共创美好明天 ！ 南通王美春赠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 至此，我参与
《文学报》等发起的作家捐赠签名本
著作汶川大地震灾区的活动才算圆
满结束。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
一的一次走进《文学报》编辑部，与编
辑近距离交流。 于细微处见光芒。 编
辑们的为人处事，让我领悟到为人之
道：平易近人，热情，真诚，办事雷厉
风行，有识见，有担当，不推诿。 我想，

《文学报》 能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历经 40年而不衰，这与其历任负
责人、编辑素质高不无关系。

以上截取的仅是我与《文学报》

结缘 36 周年的一个片段，参与《文
学报》等发起的赠书灾区的活动，我
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文学报》和读
者相伴相走 ，我和 《文学报 》惺惺相
惜，都因了文学照亮生活。 《文学报》

的编辑们，一代代只为提灯照亮。 我
坚信，《文学报》的明天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