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晚来了，潮水般的喧闹已退回季节的海。
枕边，安安静静放着一本书，书里，安安静静躺着
一些文字。

宁静的时候读汪曾祺的书，书中那座小花园
是最亮的地方，有巴根草，带腥味的虎耳草，红色
叶子的紫苏，还有天牛、蟋蟀、蜻蜓、土蜂等。让鸟
儿吃晒米，用两个马齿苋的瓣子套蝉的眼睛，为
一只鸟哭，把西瓜用绳络悬于井中。好一幅充满
田园气息的水墨画。让人仿佛走进《诗经》的美丽
天地，思无邪，言无阿，婴孩般的童稚纯真。没有
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唯有一颗宁静、闲
适、恬淡的心。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
我，我不能不爱它。”
他说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会让你变得坚

韧，宽容，充盈。爱，是自然的心性，就像花木那样
自然而然地生长，有一分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
执着。有了爱，情感有所归依，才会使灵魂宁静下
来。
他的散文总是如水一般慢慢浸润着你的心，

让你的心静静的，柔柔的。《葡萄月令》从葡萄出
窖到入窖，好静美的一幅幅画面，“九月，果园像
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十月，
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
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多么美妙的文字，因静生
趣，让人沉浸其中。

汪曾祺生于书香世家，小时衣食无忧，但后
来历经苦难和挫折，被下放劳改过，遭受过塞外
风雪的侵袭和吹打，晚年生活仍然极其艰苦，一
生都居无定所。这非但没有击垮他，却使他拥有
了更为优秀的灵魂，他用淡雅的文字，描述了最
真实的生活，展示了最伟大的人性。

在他劳改时，他写道：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
蘑菇，带回宿舍后精心晾干收藏起来，等过年与
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
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锅鲜美无比的汤，这是一颗
怎样的心啊！字里行间都是真性情。

静，需要磨练。唐人诗云：山中习静观朝槿，
松下清斋折露葵。静，在山水草木间，在艺术的世
界里。

国画大师吴昌硕一生酷爱梅花，他五十岁时
当了一个月的县令，就弃官挂印而去。如同陶渊
明亲近菊花一般，他抛却世俗，钟情梅花，喜欢画
梅、吟梅。“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对
梅花的爱怜不亚于林逋。直到七八十岁的高龄，
还以读书、刻印、写字、绘画和吟诗作为日课，乐
此不疲。诚如他自己所写：东涂西抹鬓成丝，深夜
挑灯读《楚辞》；风叶雨花随意写，申江潮满月明
时。他修炼一生，晚年画出的梅花，清气溢满乾
坤。“秀丽如美人，孤冷如老衲，屈强如诤臣，离奇
如侠，清逸如仙，寒瘦枯寂如不求闻达之匹士。”
不求闻达，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放弃功名，拒绝
科考，艺术终于垂青这颗超凡脱俗的心。

想起那一个柔媚的春日，我来到了济南曲水
亭街，这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杨柳依依。百花
桥畔，猛然看到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桥畔作画,调
色盒里色彩缤纷、天地混沌的样子，实在看不出
什么美来，画家气定神闲，静若忘尘，一点点精描
细绘，画笔如着魔一般，碧水奔流于宣纸之上，杨
柳舞动于画面之中。他的全身都散发着一种说不
出的魅力。看他手持画笔的样子，猛地，一个“静”
字在我眼眸浮现出来，这何尝不是静？手弄丹青，
静也。

后来得知那位画家是济南土生土长的美术
教师张国华老师，他经常奔走于老城区的大街小
巷，看遍了济南的山山水水。多少个清晨，观赏大
明湖的晨辉；多少个黄昏，留恋千佛山的斜阳；多
少个夏日，静听趵突泉的水；多少个清秋，抚摸过
古老的城墙。他说，他要用他的画笔唤醒老济南，
让下一代记住老济南。“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他忘却了世间的喧嚣。
高尚的追求，其实都是躬身于山水草木之

间，聆听自然的呼吸，聆听心灵的跳动。养得静
气，方得艺术真谛。

尘世间，山黛水碧，草木青青。

静水流深
□殷艳丽

张继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长着
长着我们就老了。我读他的小说《流水
情节》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口气读
完，这个小子太神奇了，把乡村故事演
绎成唯美的情节，二十年后我还清晰
地记着那篇文章。这种阅读快感，在
欣赏毕飞宇的作品时我也感受过。张
继，用他的聪明，给我们演绎了一幕
幕农村轻喜剧。张继曾经是一个地道
的农民，他的家乡
在我的故乡西边，
是《金瓶梅》作者兰
陵笑笑生的家乡。一
个人的聪明能体现
在方方面面，每次相
遇或者交流，我都能
从张继嘴里听到许
多幽默的语言。他太
会讲故事了，不让你
喷水算他没讲过故
事。他的脑子里好像
装着魔术师的幻术，
以至于他的故事连
绵不断，如家乡的小
河水。

张继的脸面是
典型的鲁南硬汉形
象，他嘴角洋溢的笑
又有点洞察世事的
超然。这家伙从乡村
报道员转而写小说
开始，再调到文化
局，后来又到部队晃了一圈，岗位变化
数次，不变的就是他对写作的执着。不
过，自从“触电”以来，他对剧本开始情
有独钟。我在读毕飞宇小说的时候，感
觉张继如果坚持下来，一定能形成“南
毕北张”的对峙格局，可惜了一块写小
说的好材料。

不过，不再写小说的张继，成了广
大农民的文化布道者。电视剧《乡村爱
情》点滴渗透进农民的胸膛，如日常饮
食，成为农民们喜欢观赏的电视剧。对
喜欢阳春白雪的文人雅士而言，《乡村
爱情》很少成为他们的谈资，但广大农
民对《乡村爱情》的喜爱程度，我倒是
经常听到。我猜测张继之所以选择这
种方式从事写作，也许恰恰是为了自
己脚下那片土地。

我在张继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他
怡然自得地在田野里徜徉，那是一个
亲近土地的人最成熟的感觉。《乡村爱
情》从第一部拍到第十部，创下了农村
剧的纪录。这与编剧张继深厚的农村
生活体验和文化提升力以及赵本山的
演出团队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流水情
节》透露出张继早年写小说的铺排智

慧，在《乡村爱情》里，每位演员的话语
中，都能感受到张继的语言技巧与张
力。张继不仅是编故事的高手，也是语
言锤炼的高手。他的语言让《乡村爱
情》里的人物一个个生动起来，成为观
众心目中难以抹去的形象。作为张继
的朋友，他的每一次写作转型，都给我
不少启发。有人会以《乡村爱情》的乡
土情结来判断其缺乏学术品位，但上

百年之后，人们或许就能通过《乡村爱
情》获取中国农村一段真实而生动的
生活场景。人们往往太苛求电视剧的
意义而忽略记录农民生活的剧作。《乡
村爱情》恰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
底版。

在军营数年之后，张继回到了生
他养他的村庄。他把一座山头买下来，
买下了一些荒地，他要把这里打造成
一处书院，属于张继，属于张继的村
庄，属于鲁南山区，属于热爱泥土的人
们。
书院开工后不久，我去过；开工一

年之后，我又去了一次书院。张继说，
树木很好，院落很好，庄稼很好，狗也
很好。说着说着就笑了。他谈起了怎
么与人斗智斗勇，谈起了新写的电视
剧里的故事情节，谈起了书院的未
来。他回归了土地又好像生活在土地
的上空。我与他曾经在那缀满红彤彤
果实的柿子树前合影，张继站成一棵
树。

长期写作让张继看上去像一个躬
耕良久的老农。张继有着农民一样的
狡黠，也有着写作者的聪慧。但长期伏

案写作的姿势，让颈椎受损，他动了一
次手术，却怕给朋友添麻烦，没有告
诉我。看到他头上的伤疤，我还是吃
了一惊。不过，张继这小子也是出奇
地聪明，譬如他很早就用讯飞语音写
作了，他一直在寻求自由的写作方
式。在书院那座完全可以轻歌曼舞的
院子里，张继在假山前驻足，面对一
棵树思考，或者夜晚看着月亮数星

星。故乡还是少年
时代的故乡，而这
座山已经走进了张
继的灵魂。

离张继家不远
处，是万亩石榴园，
是先辈们留下的，一
棵石榴树算不上什
么，几十万棵石榴树
就形成规模了。数十
集《乡村爱情》构成
了这样一种气势，铺
排了一山火红，让农
民感到富足、踏实、
喜庆，而张继就是那
位植树人。离张继书
院不远处，还有一处
寺院，名曰“青檀
寺”。随处可见的青
檀树，从石头缝里挤
出来，它们顽强、刚
硬，有些海明威描述
的老渔民的倔强，我

看着这些青檀树，感觉张继的内心就
有青檀树的力量。我徘徊在青檀寺里，
想着张继的这大半生，素朴而自然地
活着。他在追求与大地的融合，他选择
了故乡，选择了与土地对话的另一种
方式。在故乡的泥土中，他鲜活成一棵
树，或者以庄稼的方式生长。他用他
与农民生息相通的智慧设计着他的
书院，以每天一集的速度写着他的剧
本，张继有老农一样的勤恳，也感受
着老农一样的喜悦。他曾经对我说，
想写一个没有电的村庄，我知道，在
他的内心一定驻足着原生态的灵魂，
思考人类面对现代技术的困境。张继
以他的干练与深沉，匍匐大地，在大
地上自由地行走，他在每日与大地的
交流中，感受着大地上的一年四季，感
受人间的冷暖。地是他的灵魂，他是大
地的歌手。

每当北京雾霾之日，我就会与张
继联系，张继会发来他书院的景观图。
或是一个硕大的南瓜，或是变红的树
叶，或是一条安静的黄狗，张继坐成一
块石头，立在水汪边，馋得我直吐舌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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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岁的娘终于也患上了老
年病，因脑血管堵塞，而导致手脚不利
索，智力减退，说起话来，像个三四岁
的孩子。

娘以前口齿可伶俐了，不但表述
清楚，而且金句连篇。有一次我写一篇
关于娘的文章，她便说：“我给你起个题
目吧，就叫：‘青山绿水，柏果苹果香！’”
结果文章写出来后，题目就定为“梦里
苹果香”，你说牛不牛。有时编辑老师说
我的文章真挚感人，我便拿娘说事，在

“大声说我爱你”里，如果没有娘那些生
动的语言，哪能那么真切感人。我常想，
娘如果再多念两年书，写起文章来肯
定比我强。可现在的娘却慢慢回到童
年时期，说出来的话，常常令我眼热心
酸——— 难道，这就叫返璞归真？

第一次感觉到娘的病情严重，是
她用笨拙的右手把盛稀饭的碗打翻在
托盘里，而且手也够不到嘴了。从那时
起，我便担负起伺候娘的重任，我为她
摘牙、刷牙、戴牙，喂饭，一切生活琐
事，都是我一手打理。娘的胃口一向很
好，每次喂饭，她都非常配合地张大
嘴。当年娘喂自己的儿子我没见过，可
她给我儿子她孙子喂饭的情景，我还
历历在目。我儿子小时候非常挑食，很
难喂，可一到奶奶跟前，他的小肚子就
能鼓起来。至今我还记得娘边喂边说：

“张大嘴，雀来了……”一口饭就喂进
去了。岁月的轮回就是这样的匆忙而
无奈，午后的阳光掠过娘脸上的道道
皱纹，那被时光雕刻的深的浅的皱纹。

由于娘的日常生活一点儿也离不
开我的照料，娘对我的感情和依赖逐
渐加深，有天晚上，我为娘盖好被子，准
备离开时，她突然伸手拉着我说：“咱俩
最熟！”我不觉一阵心酸，我知道娘想说
的是：“只有你一天到晚地陪伴我，咱俩
最贴心！”可是，现在的娘已无法完整
表述自己的所思所想了。

有一次，我正在中厅擦地，只听娘
在自言自语地说：“人家都不咳嗽，就
你咳嗽！”我不禁一愣，刚才并没有人
咳嗽啊，一会儿，这句话娘又重复了一
遍，我想是不是娘的嗓子不舒服？我急
忙放下手里的活儿，扒了一个香蕉送
给她，她接过来就吃起来，看来被我猜
对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过去看看她，
娘一看我进来了，便夸张地瞪大眼睛
说：“好了，我的嗓子一吃香蕉就好了！
你看着啊，我吃给你看看。”说着，就咬
了一大口香蕉，看着她孩子气的飞快
地咀嚼着香蕉给我看的样子，我不觉
红了眼圈，娘的心智已与一个三四岁
的孩童无异。

一天晚上，我侍候娘吃过晚饭，给

她盖好被子，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白天忙着扫雪，此刻，竟不知不觉睡着
了。这时娘在床上要喝水，我刚准备起
来，丈夫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别起来，
他倒了一杯温水送到娘的床前。只听
娘一连声地问他我到哪里去了，或许
她是诧异我为什么没过去，他说：“在
家里。”娘显然不满意他简单的回答，
一边抱怨他喂水喂得不好，一边大声
地呻吟起来，一声接一声。正在看电视
的小杰和小雪不禁相视一笑，又朝我
眨眨眼：“妈咪，奶奶是找你。”

我急忙从沙发上爬起来，来到娘
的房间，她一看到我进来了，也不喝水
了，也不呻吟了，一把拉住我就往床上
拖：“外面真冷，你去哪里了，快上炕暖
和暖和。”我心里掠过一丝欣慰，从什
么时候起，儿媳的风头竟盖过儿子？娘
糊涂后，常邀我和她同榻而眠，有时说
是“害怕”，要我和她作伴；有时说是为
我好，怕我冻着。

娘终于安静地躺下了，我也在她
脚边躺下，能感觉到娘正笨拙地、认真
地为我掖被角。丈夫收起水杯，关掉卧
室的灯，轻轻地带上房门，回到中厅。

外面，是一赶子烟儿的四九严寒，
娘的被窝却是暖暖的，热热的，不知什
么时候，她老人家已经入睡，传来了轻
微的鼾声，看着娘睡得那样安稳，那样
满足，幸福感油然而生。伴着娘的鼾
声，困意向我袭来，迷迷糊糊中我还在
想：这，或许就是寻常百姓家的幸福生
活吧……

【含英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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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喜欢和大地对话的人

【人生风景】

□戴荣里

【幸福讲义】

“咱俩最熟”
□于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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