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的时候， 我愿意整天沉浸

在“远行” 的冲动里。 我想走出去，

且走出自己的风格。

于是，21 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清

晨，我坐在了去郊区的车上。 虽然

不是远行， 但足以亮明 “走出去”

的计划在实施中了。 我的行李是一

个大而又大的背包， 里面是书、笔

记本和三个帽子，六条围巾还有四

套休闲衣裙、一双球鞋，至于吃的

就算小零碎了。 冷冻了一个季节的

树木开始伸展枝干，刚回过暖来的

田野萌发了绿意，整个大地都在春

寒中复苏了。 我尽量让自己融合到

这复苏的气氛里。

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时， 我包

裹着的情怀里藏满了要对春天说

的话语。 想起冬日在窗前晒太阳

的安逸画面， 想起为祈祷春天的

到来焦灼不安的神态，都会心动。

我似乎捆绑过自己的情绪， 为了

给所有的“不知道” 搭一个支架，

在漫长的冬夜里我一节一节地读

历史，挖掘眼下的无知，让春天的

纸面上尽量地容纳新的色彩和新

的阳光。

前面就是郊区了。 我在豁然展

开的田野上复习 “远方” 的概念，

几乎从同一个角度召唤着神圣的

终点。

沿着一条在草稞子中踏出的崎

岖小路一直走，随时要用手去拨开

前面的障碍。 山谷中，穿插着彩色

的点， 那是登山者们的衣服或头

巾。 汗水把眼睛杀痛了，憋闷的胸

口像鼓风机一般不停地起伏，我就

如同一个虔诚的朝拜者，诚惶诚恐

地默默向前。 我告诉自己：前面就

是远方，去远方的路的确不平坦。

我是在三个小时后到达山顶

的。 回头望望来路，不知道自己是

怎么“走” 过来的。 站在山上，我看

到了远方。

应该说， 我走在了去远方的路

上了。 可是，我并不满足。 因为，那

些我视线里的远方还那么远， 我还

想走过去。

35 岁那年的夏日时光似乎很

长， 长到午睡后仍然有炎热时久的

烈日。 远方有亲切的、 陌生的声音

在呼唤我， 似乎把一种扯不断的亲

情系在了我期待的心上。 我望望

天，望望周围，一切都没有变，而我

的心境却不再是昨天。 那些习惯说

故事的人们不会再来了。 他们期待

我的改变， 期待我走出自己， 期待

我把他们的期望勇敢地变成自己的

动力。

我那时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情形

中发现， 原来期待并不是我想去做

的功课， 而是被历史和现实的一种

碰撞擦出的火花点燃了我， 也点燃

了我所谓的期待。

但是， 究竟期待什么事情发生

呢？ 绝对说不清楚，也说不明白。 那

些“期待” 只是一个名词概念，而在

那个夏日， 却赋予了我传奇的色

彩。 或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更

强烈的期待情绪酝酿着， 以至于饱

和到能传达出神秘的感知力， 让我

也共鸣出浓厚的期待情绪。 或许，

我所期待的那件事情本身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身处在了“期待” 的

故事里。

45 岁时， 我感觉南方那一片

长满竹林的院落仿佛等了我数千

年。 我在那个夏日清晨走近了它。

是下意识的走近， 是绕不过去的

一段缘分。 我坐在一把竹制的圈

椅上，默读上午会议上要说的话。

如果没有与会的紧张和匆忙 ，我

肯定会任性地多住几日。 青春的

竹林让我的心情随着它的呼吸透

朗了起来，从而信心满满。 竹的清

秀，竹的文雅，竹的灵性 ，统统在

这夏日里挥洒着浪漫情怀。 我想

走成自己的风景， 想把那浪漫情

怀理解为一种大意识的放逐。 就

像走胡同，过不去，就回头再走，

再过不去，就又转身回头。

带上行李去远行。人在路上，心

在路上， 但一直走着。 我们总是想

走得远些，再远些。 因为足够遥远，

所以足够超然。 神秘的地方总是让

好奇的我们不能停止思想。

靠在江浙一带的老房子前，我

在想， 历史总给我们打开一个窗

口，让我们看到过去，也展望未来。

玉龙雪山上， 我举起了自己。 胜利

的登顶只是一种体验， 更多的是在

攀登过程中的收获。 在新疆的盛夏

里， 我被新疆的阳光灼伤了， 全副

武装的打扮严实了肿胀的脸， 内心

装满豪放的诗句。 广西柳州有一座

像盆景造型的山， 天然的景致，浓

缩了柳州的灵气。 我怕描述不清这

盆景的美丽， 便站在它前面留影为

纪。

在苏州一公园里， 我与栖息在

条凳上的一只白色小猫 “聊天” 。

它不停地“说” ，我真诚地听着，和

谐的一幅画面。 云游云南的感觉好

像是在蜡染的布里。 从老街的每一

块石板上开始起步， 我们的情绪在

延伸在招展。

那夕阳下柔和的美， 那湖水镜

子般的显现， 纷纷触动着我们心中

最温柔的牵挂。 有时， 甚至怕担负

不起这样的礼遇， 我们在路途中于

心不安。 在诗一样的风景中， 我们

坐下来休息， 好像就拥有了整个世

界。 于是，看着自己走过的路程，一

步一个脚印， 我们享受其中现实和

精神的喜悦， 言谈举止中展露我们

更加飞扬的一面。

想象中的远方很美， 那是想去

远方的人赋予了远方瑰丽的色彩。

带上行李去远行。有时，眺望着

东方的霞光和一片苍茫中起伏的群

山时， 我会感觉自己其实就站在了

“远方” 。 无论如何，只要远行，也

会有人倾听到我们的足音。

马干山仙草

■涂万作

不用回到两千年前， 就能听到灵芝的

故事；不用造访蓬莱仙岛，就能品味灵芝

的精华；不用感动南极仙翁，就能亲历灵

芝的神奇。 因为这里有马干山，传说中的

仙草———灵芝， 便生长在这片高洁的绿色

圣地。

我曾疑惑，灵芝到底有多“灵” ？ 缘何

让嫦娥偷食奔月， 让白素贞只身涉险，让

秦嬴政朝思暮想……也许， 马干山可以回

答。

马干山长在贵州毕节境内， 为乌蒙主

峰延展山脉，有万亩连片的高原草甸。 马

干山为彝语“玛嘎垤” 音译，意为“驻兵坝

子” 。 明初宣慰使、贵州彝族土司奢香，曾

倚山设营，屯兵御敌。 这里还是盛极一时

的水西马产地。 据称，山顶有座水库，前身

为古时的羌道井，羌族人常在此饮马。 另

有史料记载，数百年前，一支南迁的蒙古

族先民曾落脚于此。 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人

文积淀的地方，因为肥沃的土壤，清新的

空气， 适宜的自然条件 ， 而与人间仙

草———灵芝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机缘得

益于一个人的慧眼与胆识，这个人便是被

誉为“高原汉子” 的温昌海先生。

说起温昌海， 贵州人并不陌生， 早在

2015 年，他就荣膺“贵州春晖行动十佳人

物” 称号。 “春晖行动” 是 2004 年由共青

团贵州省委发起的一项社会公益活动，其

灵感就来自大诗人孟郊的 《游子吟》。 活

动的主旨，就是呼唤在外的黔籍成功人士

返乡创业。 而温昌海就是这样一位充满赤

子情怀的游子，他带着在深圳打拼的所有

积累，义无反顾，率先在马干山吹响了“弘

扬中华文明，反哺故土亲人” 的集结号。

也许是从小就痴迷于《盗仙草》之类

的神话故事， 温昌海对于灵芝格外钟情。

那是大自然给予人类最珍贵的馈赠，所以

才有灵芝、林中灵、琼珍、还阳草、万年蕈

等等诸般闪耀着灵性的名字。 他认为，灵

芝不管有没有能让“许仙” 起死回生那样

的功力，但补气安神、止咳平喘、延年益寿

的功效还是足够的，开发灵芝大有可为。

从那时起， 悠悠马干山便迎来了一个

以温昌海为首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循着先

祖的足迹，在马干山上，开始了以灵芝为

龙头的系列产业的开发。

毕竟有着先进的理念， 温昌海的开发

并不盲目，他将环境的利用与保护，摆在

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基地设在哪里，优良

的环境就在哪里生根。 正如温昌海所说，

灵芝是祥瑞之草，所生长的环境来不得半

点马虎。

初夏时节， 有幸造访温昌海和他的马

干山灵芝种植基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建筑上熠熠生辉八个大字：“尽孝、 感恩、

反哺、回报。 ” 接下来参观灵芝种植大棚，

但见棚内灵芝朵朵，高低错落。 看上去色

彩丰富，有的深红，有的微黄，有的浅橙。

且形态婀娜， 亭亭如一个个小小的油纸

伞，精致、高贵、美丽。 正如陆游诗句所云：

“离离上药苗，郁郁灵芝荣” 。

这时， 温昌海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了他

的灵芝、“灵芝滴丸” ，以及“灵芝酵素”

来。 称这些产品如何能降“三高” ，如何养

生益寿等等。 我从不怀疑灵芝所具有的功

效，所谓“灵芝非庭草” 嘛！

但我此刻想到的却是另一个命题，想

这灵芝，原本生长于腐木，却瑞光焕发，难

怪有“化腐朽为神奇” 之说道。 我忽然心

生感慨，原来世间万事万物，并非一成不

变，往往转瞬之间，否极泰来。 事物的辩证

规律如此，信仰归于理性，成功始于忧患，

蜕变只在毫厘之间。 就拿温昌海先生来

说，放弃繁华的深圳，来到这寂寞高远的

马干山，义无反顾，看似舍却繁华万千，独

守月色微寒，其实是深谋远虑，大智大勇。

灵芝图腾，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册页上

并不鲜见，如古代道家视灵芝为“仙药” ，

服之可“后天而老” ，“与天同期” 。 晋·王

嘉《拾遗记》和唐·戴孚《广异记》也称，

昆仑山有芝田数百顷，皆仙人种耕；西王

母居住的墉城七宝山上，芝草种类多达万

余种。 还有《麻姑献寿图》中，仙女麻姑手

捧灵芝酒，播洒善缘等等。 可见，灵芝不只

是一味名贵药材，更是一个中华文化传承

的载体。

离开马干山，回望迷人风光，联想那聚

天地之精华的灵芝，忽然想起三国诗人曹

植的诗句：“灵芝生王地。 朱草被洛滨。 荣

华相晃耀。光采晔若神。” 一种对灵芝的亲

近感觉，对仙草的敬畏情绪，在心头久久

挥之不去。

水香旧码头

■宫凤华

水乡人家傍水而居，门前都砌了个水码头。 瓜纽般

散落的水码头给故乡带来浪漫的风情和古典的诗意。

码头边氤氲着水香，菰蒲菱荇散发的清香，浣衣少

妇搓衣的肥皂香，漱口的牙膏香，发髻上栀子香，唼喋

的杂鱼儿蹿出水面的腥香， 皂角树饼敲碎后冲泡时的

清柠香，横泊渔船上的麻虾呛蟹香，河面上漂浮的瓜纽

破木头香。

水乡码头形式各异， 有的在河边安上几块大石头，

人能在上面踏脚就行；有的在水里扎几根竹桩，上面搭

一长木板，人蹲在上面直晃悠；有的用楼板或破船搭成

水码头；还有的则很考究，用大青石砌成整齐的阶梯，

从岸边直伸向河里，有直条的，也有八字形的，像镇上

影剧院前的台阶，颇有气势。

蹲在村庄的码头边， 看远处圩堤上农夫牵着水牛，

肩扛犁铧，逆光剪影里，身后是蜂蝶乱舞，线条奔射万

缕霞光，令人走进古朴典雅的水墨小品里。

清晨的码头上十分热闹，人们在汰洗衣服，洗脸漱

口，洗涤碗筷。 年轻妇女讲究爽利，趿着拖鞋站进水里，

让河水浸过粉白的小腿和膝盖， 麻利地洗着手中的裤

褂。 偶尔抛出一句笑话，惹得众人开怀大笑。

夏日里那些顽皮的孩子在码头上突然纵身一个猛

子扎下水去，一下子不见了踪影。 不一会儿他会摸起一

把螺蛳或几只河蚌浮出水面，冲你扮鬼脸。 有时兴许会

摸到一只碗或是一只勺， 不知是哪一年谁家在河边洗

涮时不小心掉下去的。 壮汉们在码头上搓澡，洗去一身

的汗渍和疲惫。 媳妇们时而抬起俊俏的脸庞朝汉子莞

尔一笑，柔声柔气地叮嘱着：不要贪水，以免着凉。

霞光濡染，无言凄美。 浣衣村妇衣裳的色泽和云霞

交融的一刹那，蕴彩涵光，美得令人窒息。 棒槌，一上一

下，此消彼落，水珠迸溅，贴着水面传得很远。 舞动的棒

槌，像遇到一小段水汽氤氲的唐诗宋词。 糅莒的声浪犹

如一条旖旎的襟带， 自远处逶迤而来， 鲜活了水香码

头。

尽管人们恋着水，只要听到“呜———” 的轮船鸣笛

声，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忙不迭地将东西撸

在手里。 大拖驳船浪头不大，秃头船或是小快艇掀起的

浪花就大了，平静的河面顿起波涛，直冲码头，毫不留

情地把淘米箩、锅碗衣物一股脑儿卷进河里。 待轮船远

去了，河面归于平静了，人们一阵惊呼和埋怨后码头又

恢复先前的喧闹。

码头两边停泊着各种船只。 收获时节，码头上一派

忙碌，人们在船上削莴苣、捆葱蒜，然后把这些东西运

到城里去卖。 码头上留下人们丰收的欢声笑语。

如今，家家用上了自来水，甚为便当。前些日子回老

家， 母亲说现在村南几户人家合资在河边安装订制的

水泥汆浮码头或竹桩码头。 整天上码头的人络绎不绝。

我兴冲冲地前去探看， 果然小巧玲珑。 用水泥灌制而

成，密封，上面还装有搓衣板，还有人摆了几张小木凳。

人们觉得在水码头上洗东西干净爽利，家长里短的，别

有一番情趣。 在水色淋漓中，在凉爽的河风中，在野菱

和香蒲的滋润中，乡亲们与纯净的河水亲近，与远去的

纯朴恬淡的乡村生活亲近。

故乡是灵秀的诗篇，水码头是灵动的符号，赋予故

乡勃勃的生命气息。 午夜梦回，故乡的水码头总是翩然

而至，在我的眼前凝固成一幅经典的油画，悬挂在我的

心灵深处。

香樟树下

■王亚哲

八月初我们应邀来到浙江省宁海县采风， 游览了

宁海最著名的一些景点。 宁海是一座“静城” ，宁海的

静，是需要用心聆听和感受的。 在这里，蔚蓝的海风、满

山的翠绿、 清澈的溪流和湖水都会让你的心变得异常

安宁。 你会听到自己轻轻呼吸的声音，也会听到花开的

声音；你会听到田野里庄稼和树木拔节的声音，也会听

到蓝天上白云轻轻飘来的声音；蔚蓝的宁海湾，美丽的

横山岛，一片寂静安详，那里曾留下许多文人墨客的足

迹；洋溪河畔，古戏台上，一曲平调永远在耳畔回响，吴

侬软语是亲切的乡音，唱着宁海最古老的情歌。

这里保留完好的古村落很多， 我对古老的村庄特

别感兴趣，第一天我们去的一个古村叫前童古镇，在前

童古镇村东头，生长着一棵古樟树，据专家考证这棵树

已经有 1200 年至 1500 年的树龄了。 这棵树枝繁叶茂，

高达 18 米，就像五条虬龙盘旋而上，所以又叫“五杈

樟” 。在树的下边有一个大树洞，可同时容纳十多个人。

据说在以前的时候，经常有村民在这里聊天、纳凉。 现

在这棵树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古树，也有着“浙江第一

古樟” 的美誉。

以此为线索，我想象着香樟树下曾有过的景象，写

下一首《香樟树下》的歌词。 清澈的晚风吹过香樟树，

记忆的芬芳弥漫在我的四周， 记得儿时和伙伴们一起

曾在水边追逐嬉闹，如今儿时的伙伴们都已各奔东西。

炊烟升起时，母亲唤我回家。 可是啊，多年以后，谁还等

我在梦中的老屋？ 清凌凌的白溪水从门前流过，妈妈曾

在里面洗菜、洗衣裳，那条曲折的鹅卵石铺成的小路，

洒满了银色的月光，那里曾留下我多少童年的记忆！

当年外出打拼的时候， 我在古井旁掬一捧故乡的

泥土带在身旁， 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了又闻， 可是

啊，无论如何难解人在他乡的孤独。 现在的家乡，沧海

已经变成了桑田，而永远不变的是那条回家的路！

香樟树下，几度春秋，几度风雨，年少时情窦初开

的我们远远看到彼此，只一眼便凌乱了脚步，心中似有

一只怦怦乱跳的小鹿……就像那棵香樟树， 开满细碎

的小花，把满怀的心事绽放在枝头，在记忆里绵延着无

边的幸福。

许多年以后，香樟树下芬芳如故，妈妈已经青丝变

白发，脚步也蹒跚了，就像那棵沉默千年的香樟树，把

所有的往事细心守护，等着远在海角天涯的游子，终有

一天回到她温暖的怀抱。

许多年以后，村头的香樟树，依然繁茂，依然寂静

地守望……

“人间” 是个特别古老的词。古

人觉得神、仙、佛都在天上，所以把

他们称为神人、仙人、佛人，而人在

地上，有人的地方便称人间。 对于

人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为它赋予

了复杂的况味，唐诗宋词大多写的

是人间事，近现代王国维“最是人

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和林

徽因 “最美人间四月天” ， 当下还

时常出现在流行文化中。

诸如《红楼梦》《西厢记》《镜

花缘》《聊斋志异》等等名著，哪一

部写的不是民间的故事，哪一部又

不是在诠释人间的含义？ 所以，中

国人对人间事的见多识广、见怪不

怪，是很自然的。 即便如此，在读到

薛晓萍所著 《人间最后一封信》

时， 还是被里面的十一个故事震

撼———时光荏苒， 岁月变迁， 人间

的悲伤欢欣换了个模样，但滋味却

一点儿没变，让人拍案、让人沉默、

让人感动、 让人无奈……当然，也

让人不至于失去希望。

出生于 1956 年的薛晓萍，在三

位至亲去世之后， 出于悲伤与内

疚， 她注销了自己的两个事务所，

专职做养老机构的义工， 关注老年

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况。 她的新

书《人间最后一封信》，以十一位老

人的遗嘱为出发点， 讲述了这群从

六十多岁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对人间

的最后一点惦念， 全书用非虚构的

写作方式， 把一个话题硬生生地推

到读者面前： 人间究竟值得不值

得？

《人间最后一封信》 中写到的

老人， 大多数居住在北京的养老机

构， 退休之前， 也多拥有体面的职

业与收入， 最不济， 也有一套价值

不菲的拆迁房留给子女， 但令人惊

诧的是， 城市老人所遭遇的亲情困

扰与情感缺失， 与农村老人大致相

同， 尤其是晚年期望子女的关心而

不得这个冷酷现实， 更几无城乡差

别。

在这些故事当中， 能读到一个

浓重的社会情绪， 这种情绪或可被

称为 “厌老” ———不但老年人自己

“厌老” ，为人子女者的“厌老” 行

为绝不是个例。 为何那么多父母与

子女之间， 会因为财产、 家事而成

陌路甚至反目成仇？ 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课题，这当中，既有家

长有意或无意间犯下的过

错，也有子女人性麻木、情感

冷酷使然，更重要的是，当事

人往往会将家庭矛盾当成

“隐私” ，并不愿意为外人所

知道， 这导致更多的悲剧寻

找不到内因与外在的解决办

法， 无形当中为局部的社会氛围增

加了火药的气味。

《人间最后一封信》 的文笔真

实、 朴素， 它打开了一个不为人所

知的盖子， 盖子下面， 是无数城市

老人孤独的背影与无声的呻吟。

最后一封信，在人间写，写给人

间，其言也善，其情也悲，有控诉，

也有忏悔，有绝望，也有和解……只

是， 这封信作为遗嘱， 情感浓度太

过黏稠，令人不胜唏嘘。 1942 年 10

月 10 日， 弘一法师临终的前三天，

写下“悲欣交集” 这四个字，成为

他最后的绝笔， 关于这四个字的解

读， 后人有诸多说法， 其中有一种

说法是，这四个字更多地指向“圆

满与欣慰” …… 《人间最后一封

信》这本书的内容，也可以用“悲欣

交集” 来形容，只是读完之后是否

能感受到“圆满与欣慰” ，不同的读

者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无论值得不值得 ， 人间困苦

离愁 、欢乐喜悦 ，大致上都不会

有太大的变化。 人们体会人间百

味， 更愿意阅读苦的故事， 来警

醒自己，别“当局者迷” 。 人在时

间面前太渺小， 人间的事， 很多

时候不得不交给时间去验证 ，值

得也好， 不值得也好， 先把时间

熬过去，回头再看才有醍醐灌顶

的感觉。 所以，读《人间最后一封

信》 得到的最大感悟仍然是 ：活

着，无论遭遇什么都要执着地活

着，不枉人间走一回。

带上行李去远行

■华静

人间一直悲欣交集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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