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癸巳年末，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贴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
悼念文章《忆大山》，记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章经《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
后，引起国人强烈关注。腊月二十三，我赶到正定，拜访了几位当事人。旧事重温，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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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雷

并不顺利的初次见面

1982年3月，习近平到正定县
任职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
贾大山。

但是，两人的初次见面并不顺

利。

关于这次见面的地点和人员，
坊间流传多种说法：有说是在大山
家里，有说是在其办公室，有说他
正在与众文友聊天，还有文章明言
在座者只是李满天。

采访中，笔者曾多方考证，得
到的事实是：当天晚饭后，习近平
请李满天陪同，一起去寻访大山。
先是去家里，不遇，后又赶往其供
职的县文化馆。

李满天不是他人，正是经典歌
剧《白毛女》故事的第一位记录整
理者，时任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
席，在正定县体验生活，是大山无
话不谈的好朋友。

彼时，大山正在办公室里与几
个文友讨论作品。他当过老师、编
剧、导演和演员，博闻强记，口才极
佳。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到处是
文学青年，到处是文学论坛。他的
屋内，更是常常访客盈门。

李满天是常客了，不必客套，
而习近平穿着一件褪色的绿军装，
虽然态度谦恭，满脸微笑，但毕竟
年轻啊，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又
像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或许正是
因此，当两人进来的时候，谈兴正
浓的大山就没有停止他的演说。

近平悄悄地坐下来，静心地
听，耐心地等。

等了一会儿，趁大山喝水的间
歇，李满天上前介绍。大山这才明
白，面前这位高高大大、清清瘦瘦
的青年，就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接下来，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
平印象深刻。2009年7月号出版的
期刊《散文百家》，整理发表了习近
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

“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
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
没毛的管我们！’”尽管这话是大
山对着满天压低声音说的。

我们实在无法臆想当时的场
景，抑或大山的语气和表情。但可
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贾大山还不
到40岁，已获得全国大奖，作品收
入中学课本，声名正隆，风头日
盛，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
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陌生
的县领导，有一些自负是可以想
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介意，依
然笑容满面。

现场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一下。
但不一会儿，气氛就重新活跃起
来。主人和客人，已经握手言欢了。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记
录了当时的情景：“虽然第一次见
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
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
临别时……我劝他留步，他像没
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
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那是一个早春的晚上，空气
中飘浮着寒意，也一定弥漫着芳
香。因为，所有的花蕾，已经含苞
待放了……

贾大山确实是一位奇才

正定古称常山、真定，春秋时
期为鲜虞国。秦立三十六郡，常山
有其一。自汉至宋元，真定始终居
于冀中南龙首之位，与北京、保定
并称“北方三雄镇”。明清至民初，
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周围14个州
县，皆属正定府辖区。

正定城墙周长24华里，设四
座城门。每座城门均用青条石铺
基、大城砖拱券，并设里城、瓮城
和月城三道城垣。这种格局十分
鲜见，足以说明正定作为京南屏

障的特殊地位。高大的城圈内，有
九楼四塔八大寺，更有着众多的
商铺、戏院、酒肆和茶楼。“花花正
定府，锦绣洛阳城”，此之谓也。

古城正定，敦厚、传统且深
邃，像一株繁茂的大槐树，绽放着
细密的叶芽和花穗，散发着浓郁
的清香和氧气。

贾大山1942年7月生于古城
西南街，祖上经营一家食品杂货
店铺，家境小富。说起来，他的出
世颇具传奇。父母连着生产八个
姑娘，直到第九胎，才诞下这个男
丁。他从小备受宠爱，吃、穿、玩、乐
悉听尊便。他喜欢京剧，爱唱老生，
还能翻跟头，拿大顶。他更爱好文
学，中学期间便开始发表作品。

高中毕业后，因为出身历史
等原因，大山未能走进大学。他先
是去石灰窑充当壮工，后又被下
放农村。

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
他熟悉了市井文化和农村文化。
这两种文化交融发酵，蒸腾升华，
促使他成为一名作家。1977年，他
发表短篇小说《取经》，震动文坛，
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
中折桂，成为河北省在“文革”之
后摘取中国文学最高奖的第一
人。无限风光，一时无两。

大山身材中等，体魄壮实。关
于他的面貌，他的朋友铁凝曾经
有过一段精准的描述：“面若重
枣，嘴阔眉黑，留着整齐的寸头。
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
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里面
流动，这便是人们经常形容的那
种‘犀利’吧。”

贾大山，的确是一位奇才。
他的创作习惯也迥异常人：

打腹稿。构思受孕后，便开始苦思
冥想，一枝一叶，一蘖一苞，苞满
生萼，萼中有蕊，日益丰盈。初步
成熟后，他便邀集知己好友，集思
广益。众人坐定，只见他微闭双
目，启动双唇，从开篇第一句话，
到末尾最后一字，包括标点符号，
全部背诵出来，恰似京剧的念白。
他的记忆，犹如一个清晰的电脑
屏幕。朋友提出意见后，他仍在腹
内修改。几天后，再次咏诵。

三番五次之后，落笔上纸，字
字珠玑，一词不易，即可面世。

他们有着那么多的相似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贾大山
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

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
我专门采访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
任朱博华和王志敏。他们告诉我，那
时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是近平打电
话到文化馆，与大山约定的。

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
朝南，历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
走过门口的两棵老槐树，在过去
正 堂 的 位置，是一 座主体 建
筑——— 穿堂式组合瓦房。瓦房的
北面，是两条甬道，甬道中间和两
侧，共有三路五排平房，灰砖蓝
瓦，南北开窗。近平的办公室兼宿
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

只有一间屋子，两条板凳支
起一个床铺，一张三屉桌，两把砖
红色椅子，一个暖瓶，一盏灯泡。
没有书架，成群的书们，或躺在桌
面上，或站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
的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
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
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

坐下之后，他们认真地互通
了年庚。大山属马，近平属蛇。大
山年长11岁，自是兄长了。

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
边聊天。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
烟呢？名曰“荷花”，每包一角五分
钱。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先是古
往今来，国外国内，后来便集中于
正定的历史和现实。

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

啊。都曾因家庭问题而下乡：“文革”
开始后，年少的近平受父亲冤案的
牵连，挨过批斗，受过关押，到陕北
农村插队时，他还不满16岁；大山也
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被打入另册，
1964年即被迁出县城。都在农村里
风雨磨砺：那些年，近平种地、拉煤、
打坝、挑粪，什么累活脏活儿都干
过，窑洞里跳蚤多多，他被咬得浑身
水泡；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儿，秋后
种麦拉石砘，两个肩膀红肿如绛。他
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为了拓
广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近平带
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他还组织村
里铁匠成立铁业社，增加集体收入，
后来，他被群众推举为大队党支部
书记；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自编
自演了多部小戏，不仅搞活了小村
的文化生活，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
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

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知青
岁月，竟然都是七年。

对现实问题，他们也有着惊人
的相同看法。比如对正定“高产穷
县”的剖析，对如何修复和整理正
定文物，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
风……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
了。县委大院已经关闭，门卫的窗
户漆黑漆黑。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

威武的砖垛，中间是两扇铁门。铁
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
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
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

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
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
选择，只得手把栏杆，小心翼翼地
踩上肩膀。近平缓缓地站起来，像
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托起了大
山。大山练过功夫，身手矫健，双手
一撑，噌地一下，便翻越而过……

两人相视一笑，隔门道别。

互通不同，通而后同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约见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
室，多数是在大山家里。

晚饭过后，近平安步当车，款
款而来。

走出县委大院，沿府前街南
行，路东是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
店，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酱菜厂
和服装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
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
店铺的原址。西行20余米，路南是
文化馆、印刷厂和建筑公司，北侧
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走到育
才街，向南300米，左边一个低矮的

门楼，便是贾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

院子，院内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到
了，槐花如雪，满院馨香。

近平见过大山爱人，颔首，微
笑，称一声“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
屋。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
室，只有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
柜、一桌、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

宾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
满开水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
去了。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对家乡

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
尊佛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近
平，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
说古论今、谈笑自若，着实让他刮
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
戏曲、文学等，但没有想到的是，近
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
广泛深入，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
新。大山年届不惑，历经坎坷，对社
会人生深有体悟。然而，比自己年
幼十多岁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
谋而合。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
然而生，总喜欢同近平交流，也非
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

当然，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
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

治、哲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
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于现实，近平
是一个积极者，即使身处逆境，前
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胸怀梦想。
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
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
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
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
干起。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
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
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
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
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
他居然没有出席。

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职业
特点就是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他
得奖的《取经》《花市》等作品，就是
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
农民。对这座县城、这个国家、这个
民族，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
心如烈火燃烧，眼似灯盏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们又是相
同的。

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
同，通而后同。

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
午夜两三点钟。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
是“文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
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
乐形式，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
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关键
的，还是他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
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难舍。

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
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
路边走边聊，直到县委门口。如果
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
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
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我也常
常疑问：近平身为县委领导，每天
工作繁忙，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
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多在周
六晚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
用第二天的休息日(当时每周只休
星期日一天)，补充睡眠。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
何玉女士，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
工作日志没有记载。而大山夫人则
说，大山没有日记，具体日期无法
查询，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
经常彻夜不眠，聊到天明。

（下转B06版）

朋朋友友
——— 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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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习近平夫妇和贾大山合影。

1983年，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大街上听取来访群
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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