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草湖畔
■ 冯渊

安徽望江县沿江洲区，原是长江故道。宋
代以后，长江东移。 现在的漳湖、雷池与长江
之间，曾是沉睡千年的沼泽。从皖河口到与江
西彭泽隔江相望的杨湾，这段六十公里长、十
几公里宽的长江故道，“洼则为湖为池， 流则
为溪为港”，在半个多世纪里，被开垦成万顷
良田。如今，这里人烟阜盛，路网四通八达，当
年湖水与江水相连的状貌不复再现。

1960 年县里成立了青草湖和杨湾两
个垦区工作委员会。 供销社也在第一时间
服务上门 ，1970 年在邵湾建成了门市部 ，
随后， 粮站、 学校也很快因陋就简建立起
来。 1973 年，我六岁，跟随在邵湾门市部工
作的父亲，就读于邵湾小学。 到 1976 年父
亲工作调动离开，我在这里生活四年，留下
了童年记忆。

去年国庆假期， 陪同八十高龄的父亲
重回故里。车行堤坝上，看到的是湖里无边
的茭瓜，看不到湖水。 退田还湖之后，当年
围垦的部分圩区与青草湖融为一体。

茭瓜，禾本科稻亚科稻族菰属，与水稻
有亲戚关系。 它的学名是“菰”，与稻、黍、
稷、粱、麦合称“六谷”。 菰米煮饭，香味扑
鼻，又软又糯。 菰的嫩茎易被黑穗菌寄生，
导致菰无法结出菰米； 茎却因真菌感染变
得粗大肥嫩，成了人间的美味菜蔬。这生了
病的茎称为菰笋，也叫高笋、茭白、茭瓜，与
稻米一起滋养着人类的肠胃。

春末夏初，茭瓜上市。青草湖带着清甜
的味道。

母亲在世的时候曾多次跟我说起，有
一次，在青草湖里坐船回赛口镇，遇到一个
白发老人，长须长髯，下巴微翘，一副仙风
道骨的样子。青草湖上风吹来，小船轻轻晃
动。艄公摇着小橹，船穿过菰丛，缓缓前行。
一两米高的菰长着扁平宽大的叶片， 鲜艳
的绿色是湖中最突出的色调。 橹声有时惊
起了白鹭，它展开雪亮的翅膀，扑噜噜擦着
菰叶甚至船帮，飞向碧蓝的天际。

二十八岁的母亲怀抱着四岁的我，在
菰叶间的风中穿行。白发老人看到我，对母
亲说， 这孩子脑门特别大， 长大了一定聪
明，能做大事。 母亲还很年轻，不知道大事
是什么事， 她对我最大的期盼是在公社医
院做个穿白大褂的大夫， 在医院的走廊里
风风火火地奔忙，所有的病人、家属都会恭
敬地喊我吴医生———母亲姓吴， 她希望我
用她的姓。 我对母亲说的那个白发艄公了
无印象，是母亲一遍遍叙说这个故事，让我
在多年以后觉得自己曾与老人在青草湖上
相逢。我常常想起母亲描述的这个老翁，有
时觉得他是一袭青衫， 有时又觉得是玄裳
缟衣，飘飘欲举。

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过客。他的话
不过是最平常的搭讪，也许那天风和日丽，
他正好想说说话，抬头看到了我。

五十年过去，那时的湖水跟今天一样，
菰也一样。

我沿着路灌河，奔江达海，终未能按照
母亲的意愿选择职业和安居之所， 历尽波
折，也没有做成大事。当我再一次看到这片
菰丛时，那个白发艄公又突然出现在面前。
风从很远很远的湖上吹来， 带着过往岁月
的寂寥气息，还有母亲年轻的味道。我看到
了那只五十年前的小船在青草湖上缓慢前
行，看到母亲殷殷的眼光，还有我因无知而
大睁的双眼。

我想，如果我一直在路灌河边、青草湖
上，在这里种棉花，栽水稻，去湖里捕鱼，采
菱，摘茭白，我的生活是不是也很幸福？

我一定比现在更熟悉湖水的脾气，这
些年来，湖养育了许多人，也在暴雨之后漫
溢甚至摧毁过圩堤，让圩区的人颗粒无收，
绝望地坐在淹水的屋顶上哭泣。 而此刻风
平浪静， 阳光正好， 我眼里的湖水温柔恬
静、深邃博大。我能想象出大水对农民曾经
的残忍，但毕竟未曾亲历。如果我一直在湖
边生活，我会更懂得青草湖吧。

我想要的生活是和湖在一起， 熟知湖
的水性、脾性，熟知这一块土地上真实的汗
水，而不是轻飘飘的风景谈。所以当我在县
志上看到曾经有几千人趴在淤泥上插田，
水退一块就多插一棵秧的描述，我才明白，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湖畔诗人， 虽然他们不
曾写诗。 他们在淤泥里挣扎了大半生，后
来，他们面目黧黑，四肢粗糙。一天一天，一
年一年，湖上的风吹来，他们能从风中读出
渔汛、水讯。 他们在湖边耕种，湖中捕鱼，收

获稻子棉花，丰衣足食，还有鲜美的鱼儿点
缀餐桌。 新盖的楼房旁边，火红的鸡冠花盛
开，一只黑猫追逐自己的影子，然后在花朵
的阴影里打滚。 一条小花狗看到主人摘棉花
回来，立起了身子，几乎要扑到主人怀里。 一
个小女孩坐在椅子前的小凳子上写作业。 她
一抬头，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草湖，菰草
丛生，一片鲜绿。 她的身后，是娇嫩的鹅黄色
的晚稻，真的是鹅黄色，不是金黄色。 张开嘴
的雪白的棉花， 枝头还有盛放的红色花朵。
湖上的风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的目光和身体
在这样的地方成长和成熟，不是最好的吗？

当年人们吃不饱才去围湖造田， 现在
人们不用围湖垦荒就能鲜衣美食， 不用再
那么辛苦地挣扎，日子变得正常、平静、温
暖起来。 人们将属于青草湖的部分地方还
给了青草湖， 当年圩田里的水稻变成了今
天湖里的菰草。

水稻和菰本来就是近亲， 原本不用区
分得这么鲜明。

如果我在青草湖畔度过这五十年，我
应该会身板更结实， 更了解这块肥沃的长
江故道的土地。 我耕田耩地、织网打鱼，我
会用麻丝、 桐油、 石灰将小船涂得密实油
亮，我在湖畔娶妻生子，在坝上盖起青砖瓦
房，再给儿子盖三层楼的房子。

青草湖的风浪再大，我也能扎根湖畔，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我这样想的时候， 离那个白发艄公的
话是不是更接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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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文学与影视的
“关系升级”

■ 刘振

经过去年“拨乱反正”之举，文娱行业浊流渐退，清流显现。 其
中一个表现是，新年伊始，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消息不断：由梁晓
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改编的电视剧将在春节期间播出，王蒙《那
边风景》、金宇澄《繁花》、李洱《应物兄》、陈彦《主角》等文学作品已
正式开启影视化进程， 仅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5 部获奖作品中就有
3 部签出影视版权。

影视创作者再次将目光投向严肃文学， 有望弥补影视与文学
之间一度出现的断层。 曾几何时，影视与文学的“联姻”非常“甜
蜜”，两者共生共荣。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
影视片占故事片产量的 30%，且大多是佳作。当时名导演找一个好
故事的办法就是翻遍文学期刊， 从文学的宝藏中寻找能够转化为
影视的“璞玉”。 如此创作而来的影视作品具有严肃文学的精神内
核，对人情和人性的表达耐人寻味，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然而近些年来，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的改编占领了影视化的主
要阵地，穿越、仙侠、宫斗、言情等热门题材层出不穷，相比之下，严
肃文学的影视改编颇为孤寂。在资本与平台加持下，影视行业形成
了一个 IP 加流量明星的病态商业模式，造成题材选取和价值判断
上的一些混乱，尤其对基于严肃文学的影视创作带来很大冲击，以
至于有导演直言“现在影视界缺的就是文学”。 怎么颠覆这个病态
商业模式？ 只有回到艺术创作的规律，内容决定一切。 这个内容不
但指一个好故事，更意味着要有文学性，有思想内涵、审美追求和
价值追求。

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再次成为潮流，这种转变固然令人欣喜，
我们也应该对此保有足够的信心。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互联
网环境下，这种改编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挑战。媒介的迅速迭代使
影视传播方式发生改变，社交化媒体大量攫取人们的注意力，各种
短、轻、快的文化消费盛行，“爽感”“甜宠”等固化套路不乏追捧，而
传统严肃文学的群众基础越来越薄弱。 如何让严肃文学的思想深
度、艺术高度与影视的大众文化特质相融合，在影视创作的艺术性
与商业性之间找到平衡，十分考验创作者的功力。

应该看到，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虽然有些“吃力不讨好”，但近
几年也不乏成功的例子。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一开播就获得观众好
评，《白鹿原》的电影、电视版都获得较高口碑，前年茅奖获得者陈彦
的同名改编电视剧《装台》播出，以一种久违的粗粝、坚硬而温热的
生活质感打动人心。 今天许多 95 后、00 后的年轻观众喜欢一些经
典老片，他们享受的是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而不是所谓的
偶像颜值与话题热度。 由此可见，严肃文学的改编并非不能赢得市
场和观众，而是需要创作者拿出更多的匠心，创作出匹配观众理解
力和兴趣的好作品。

今天， 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应该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关
照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观赏习惯、审美趣味的变化，将一些新的技术
和表现手法拿来为我所用， 在文
学性、 思想性与影像的融合上与
时俱进。 经典作品不会过时，坚实
的根基给了它们绵延的生命力，
更需要有志向、 有抱负的影视人
深入钻研、精心打磨，把经典作品
的魂魄灌注入影像之中， 实现文
学与影视的“关系升级”。

老屋的白胡须

■ 朱小毛

乡野的冬季，如果天上没有日头，就四处都是灰暗、滞重的，透着骨
子里的寒。

在老家，那个时候的冬天，是名副其实，打霜冷扣是常事，漫天雪花
也常见。湿冷的村庄，记忆里的冬天，总是让我和一大帮黄毛小孩鼻子哈
喇着长长的鼻涕，伸出缩进，在鼻孔底下压出两道鲜红的印辙。

老家是一个百十来户的村庄，典型的江南乡民聚居地。 村子一律灰
瓦房，黄泥墙，无规则地卧伏在四围。屋顶上的瓦新盖时，原本是青色，像
树上刚挂的果实，泛着青涩的气息，但经过岁月的冲洗、时光的打磨，愈
发显得暗淡无光。 年岁久远的瓦片，成了一块块鱼鳞，覆盖在屋面上。 那
是自然之力在屋面上的作用，终究将它们愣头小伙熬成了垂垂暮矣的老
者，像是冬季腌制风干的腊鱼。

静寂的夜，混沌无边。
卧在厢房下，听到屋顶上西北风凌厉地从瓦面上毫不留情地趟过，

哗哗哗、哗哗哗，像是猫滑过 ，又像是老鼠窜过 ，它们的轻功虽甚是了
得，但仍然让瓦感到沉重的践踏。 身不由己，老了的身坯散了架似的，露
出缝隙。

灰暗的瓦房，时不时会改头换面。 几番西风凄紧，气温骤降，裹得人
越缩越矮。 一夜之间，雪白的绒毯笼盖了四野。 屋面一块块鱼鳞斑消失，
反倒像是让化妆师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白底霜，又像是让油画师倾倒了一
层白颜料，稠得耀眼。

雪后初霁。 瓦面上厚厚的粉底霜，终究抵不过天上烙着鸡蛋饼的热
力辐射，渐渐由凝固而融化，一滴一滴，从屋檐下缓缓滑落。融化的雪水，
嘀嗒嘀嗒，恍若老人述说泛黄的往事，那是从浑浊的眼里掉落的辛酸。檐
下的水槽，让人见证水滴石穿的韧劲和魔力。

又是一夜零度寒，第二日，天上那枚焦黄的鸡蛋不见了。 清早，天际
朦胧，与底下的远山合影，仿佛一帧淡墨的黑白照。 老辈人说，这是“雾
冻”。 天灰灰的，有雾却不流动，一切迷糊得看不清，一切都冻住似的，失
去了先前的缥缈，化成僵硬，死板。

仍有让孩童欣喜的事———在屋檐瓦沟下， 垂挂着一条条透明的东
西，那是滴水凝固而成的，我们都叫它“溜溜钻”。其实它还有好听雅气的
名字，叫“冰棱”，那是城里人的称呼。 我喜欢我们乡村对它的称呼，虽然
是野气的，却透着灵动。

一道道的溜溜钻，是老屋长出的白胡须。两道木门张开，像是掉光了
牙齿；两扇木窗，像是凹陷的双眼。 溜溜钻，为老屋增添了岁月的痕迹。

屋增岁月人增寿，然而，老屋的白胡须，却成了孩童们手里打斗嬉戏
时的刀枪剑戟。男孩们搭起凳子，踩在上面，从屋檐下取来“溜溜钻”做自
己的武器，对峙互搏，硬脆的冰溜儿折断，摔到地上，碎了一地的晶莹，那
是男孩子们斑驳的大侠梦。

老屋已远，南方的冬天，如今再也长不出白胡子样的溜溜钻。

乡村铁匠铺

■ 凌泽泉

一炉吐着红舌的火苗， 瞬间烤热了我
的目光。

两条赤膊的汉子，抡起大锤交替砸向
躺在铁砧上的通红铁件 ， 冷寂的铁锤与
炽烈的铁件相遇的刹那 ，炸雷轰响 ，火花
飞溅。

天色微明， 安溪街的早集就在铁匠铺
里风箱的推拉声中开了张。 赶集的人们每
每走到铁匠铺前， 热火朝天的场面总会黏
住他们的目光，拖住他们的脚步。

打铁，是一种古老的锻造术，更是一种
力量的彰显。 铁匠铺，有着很浓的烟火味，
里面摆放的道具极为简单：一座炉灶，一架
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砧，两把被
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方
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槽。 铁匠们愣是
凭借这些简易道具， 便将小小的铁匠铺演
绎成火星纷飞的战场。

拉风箱是打铁的前奏。 坐着低矮得近
乎挨到地面的木板凳，铁匠一手拉风箱，一

手往炉中添炭。风箱节奏鲜明地歌唱着，火
随风势忽大忽小，渐渐地，火苗越蹿越高，
越来越长， 随即， 一块铁件压到了火舌身
上， 机灵的火舌迅速从紧压的铁件周遭突
围，反口咬住铁件不放，自此，四面受敌的
铁件开始慢慢沦陷， 任由火舌贪婪地舔遍
全身。

一切都躲不开铁匠的眼睛， 待炉中的
铁件浑身通红，他松开风箱的拉手，提着铁
夹伸进炉中， 将衔出的铁件一头摁到铁砧
上，两把铁锤欢快地蹦起来，上蹿下跳，你
来我往，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瞬间撑破了小
小的铁匠铺。

在铁锤的轮番锻打下， 原本透红的铁
件渐渐改变了旧有的模样， 周身的色泽也
趋于暗淡，此时，铁件又被铁夹逮住，重新
投入喷舌的火中。如是数次，铁件终于老实
下来，摇身变成铁匠心中设想的器物。被锤
打成型的铁器，又躺回炉火中。见其火色正
好， 铁匠便夹起铁器沉入水槽，“哧啦”一
声，一股白烟倏然腾起，此谓淬火。 将淬过
火的铁器丢进炉中烤至一定温度，取出，待

其自然冷却，此谓回火。刀具类铁器还有最
后一道工序叫开刀口，先将刀刃铲薄，再用
磨刀石反复打磨，举起，迎亮光一照，寒光
闪闪，至此，一件铁器方算铸成。

问过铁匠方知， 淬火能让铁器硬而不
脆，回火是为了增其韧性。 掌控好淬火和
回火的火候，是铁匠必备的看家本领。 在
我的老家 ，每年开春 ，赶集人臂挎的竹篮
里 ，往往装满锄头 、锹头 、镰刀等大小不
一的旧铁器，赶去铁匠铺里轧钢蘸火。 农
事未忙 ，铁匠铺里却率先感知到了农时 。
烘炉的火舌整天吞吐着锈钝的铁器 ，几
番锤打后再置火中 ， 见其周身现出樱桃
红 ， 铁匠便将其夹出 ， 立马投放到冷水
中，有时还需对铁器来一次回火。

打铁是吃得了辛苦的体力活， 两条大
汉是铁匠铺的主角， 两人举着几十斤重的
大锤，对着烧红的铁件来回猛砸。即便是寒
冬，他们也穿不住上衣，如雨的汗水里浸着
多大的气力啊。

最精彩的要算酷夏，外面热浪滚滚，铺
里旺火袭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的两条

汉子每抡一锤，汗珠便滚下几长串，咸咸的
汗水甚至要淹没他们的双眸。 随手扯下肩
搭的毛巾， 胡乱揩一把脸， 他们又抡起大
锤，顺便将滴落的汗珠砸个粉碎。

细瞧去， 长长的锤柄就是他们延长的
手臂，圆滚滚的锤头就是他们握紧的拳头，
再坚硬的铁件也能被他们轻易地捏成犁耙
锄镐镰的模样。

炉火正旺， 两条汉子抡锤的动作只需
悄悄定格，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劳动者雕像。

打铁是一份充满激情的工作。 冷硬的
铁件，置于旺盛的炉火之中，被炙烤成彤红
的色泽，趁此身躯酥软之际，挥舞大锤轮番
砸击，铁件便顺从了人的意愿改变模样。若
不趁热打铁， 待其冷却后， 纵使出千钧之
力，也休想改变其点滴意志。

这正如人，不急不躁是一种风度，但有
时候，也需要迸发出一股激情、一股豪气。
那些温吞慢性者，那些闲庭信步者，真需去
看一看打铁。

在安溪街头，我常常呆立在铁匠铺前，
看铁匠们挥汗如雨地打铁， 看铁器点石成
金的淬火， 透过一件件业已成形的冰冷铁
器，我分明看到了铁锤上下翻飞、铁器“哧
啦”淬火时的那股冲天豪情。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我们多么需要
有这样一种酣畅淋漓的表达啊！

雨落黄龙

■ 张恒

后来雨停了，伞成了手中的花束。
路有些潮湿，但不影响行走。 因为都

是柏油路或水泥路，微微的湿就像刚刚清
洗的痕迹，路面显得格外干净，看着舒服，
走着也舒服。 想必每一个走进黄龙的人，
不会因为雨而放缓脚步。 雨落山村，别有
一番景致。

东面的山正弥漫着雾气，虚幻着时空，
所有的风物既像在近前，又像在远处。山脚
下的村庄如同在仙境里， 让人迫不及待地
想走进去。一条小溪蜿蜒在村边，其源头一
定在山里，在雾里。

黄龙，庐江县最南边的一个村，和枞阳
县毗邻， 有着 400 年历史的古界碑至今完
好无损，既是行政区域的分界线，也是岁月
的标识牌。历史上，这里曾因地理优势而繁
华，也因交通闭塞而落后。 如今，又在乡村
振兴中破茧成蝶，成为美丽新农村的典范。

村前一座塘， 塘边一口井， 井边一棵
树，和谐、耐看。

塘叫墙壑塘， 井叫墙壑井， 树为枫香
树。塘不大不小，似乎按一座村庄所需用水
量而生成的。 灌溉用水，牲畜用水，洗涤用
水等等都在里面。 可以想象，春夏之日，塘
里的荷一定很美。

还有井水的味道。 在自来水尚未通到

家的时候，村里人都吃墙壑井里的水，那水
天然弱碱性，煮饭熬粥特别香，煨东西容易
化。这井水养育了黄龙一代又一代人，如今
古井虽已弃用， 但乡人对其仍有很深的感
情，遇到来访的人便忍不住说井的好，说井
的传说。

如今，黄龙村吃青山湖的水。那水是天
然原生态的一类水质，清澈得像打了矾，人
看着就想搲一瓢咕几口。 这也是县里唯一
的一座中型水库， 水域面积 3000 多亩，蓄
水量 1360 万方，像一颗绿色翡翠镶嵌在黄
龙村边。 湖中青屿交错，湖边绿树绵延，鱼
翔湖底，鸟飞湖天。 湖不仅风光美，还为黄
龙村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产业基地。 青山湖

生态农业发展得有声有色， 几千亩苗木花
卉蘸着水气，摇曳出新农村建设的智慧。虽
已进寒冬， 但苗木基地依旧昂扬着勃勃生
机，红叶李、红枫、白玉兰、日本樱花，以及
樟树、桂花等名贵树种，仿佛脱去衣衫刚刚
接受了一场洗浴，裸露的枝丫泛着青色，孕
育着肥硕的芽苞。再过些日子，一批批苗木
又会从这里运往县城、省城，成为景观树、
风景林，成为黄龙村在外的标志与名片。

雨后的天空显得更低垂， 距离湖面也
似乎更近了。 沿岸的不少树木被云天挤进
了湖，虽倒长在水里，却依旧保持着在岸上
的挺拔风姿。鸟儿栖在树上，影子也跟着落
在了水里，飞翔起来时也一样的轻盈，鸣叫
起来一样的清脆。 扎根在浅水处的芦苇似
是见惯了这虚虚实实的情景，不为所动，自
顾自忙着把一撮一撮的绒花吹向空中，去
迎接陆陆续续的游人。

雨后的黄龙村，如此诗情画意。 我把伞
撑开，摆在湖岸的野蔷薇中，更添一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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