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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凤凰 读懂边城

认识一座城，始于一个人

我从书上认识凤凰城，始于沈从文
笔下的《边城》。 导游龙阿妹有几分像沈
从文书中的翠翠，但比翠翠肤更白、嘴更
甜、人更美。 翠翠有“黑玫瑰”之称，龙导
的玉肌却白里透红，人长得娇小玲珑，十
分乖巧，嗓音甜润，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龙阿妹说，凤凰人最爱的人是沈从
文，最恨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凤
凰能从深山里的无名小边城成为今天名
扬四海的旅游名城，要感谢沈从文，是他
原汁原味的湘西乡土文学，把美丽的凤
凰山水、厚重的乡土、多姿多彩的人物介
绍给千千万万个热心的读者。 旅游拉动
了凤凰的经济，许多凤凰人再不用东奔
西走去打工，在家开旅店、饭馆，种有机
菜，养生态鸡，办农家乐就脱贫致了富。
凤凰人为何那么恨朱元璋呢？ 原来
放牛娃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在皇宫的
大龙床上，做了个让他惊出一身冷汗的
梦。 天帝托梦给他说，在大中国的西南
的凤凰山紫气腾腾，气象非凡，不久就会
有真龙天子出来。 朱皇帝一觉醒来就叫
来了军师刘伯温。 朱皇帝把夜梦一说，
刘军师支招说，皇上身经百战，破过千军
万马，这点小事还不好对付。 朱元璋的
精兵和工匠很快就把凤凰山挖断了，血
流成河，染红了沱江，凤凰人惧怕，大哭
了三天三夜。 所以，往后朱元璋的江山
就坐稳了。 若不是这样，朱元璋很快就
会玩完了，那咱们钟祥也出不了嘉靖皇
帝，也不可能有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哪
会还有什么“
龙高生意广，虎伏世传昌”。
带火一座城，要谢一个人

凤凰城能有今天的“火”，从某种层
面讲，确实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乡

■ 代忠勇

土文学的开山鼻祖沈从文。 沈从文是地
“
潮男”，
道的“
乡下人”，也是湘西大山里
他读了几年私塾，相当于现在的高小，就
去兵营里混营生。 他天资聪颖，家乡的
山水人物如同印版一样镌刻在他的心
头。创作灵感一来，他就用手中的笔将湘
西的凤凰做了忠实的记录和艺术的再
现。他笔下的人物都家乡卑微的小人物，
如农夫、铁匠、银匠、铜匠、屠夫、纤夫、船
工、傩送、大兵、吊脚楼下的妓女、童养
媳、打年糕的老阿婆等；青山、江流、码
头、天桥、作坊俨然一幅幅湘西民俗画，
跃然纸上。 沈从文 20 岁刚出头就来到
北京，在京城作家圈里，这个“
乡下人”就
一直不倦地在写湘西、绘凤凰、画边城，
向世人展现不一样的湘西。 沈老的书虽
让人身临其境，但不到凤凰，就不能领略
凤凰游的魅力。
游凤凰古城，仿佛在沈老《边城》里
穿行。 古城四周都是葱郁的大山，山间
流淌的是凤凰人的母亲河——
—沱江。 凤
凰的先民多为苗族人和土家族人，他们
勤劳勇敢，依山傍水，沿蛇一样奔流的沱
江两岸筑起吊脚楼。 楼的脚柱立于江水
之中利于夏天暴雨行洪，人就住在二楼
以上。 高山、江流、人和谐共生于凤凰城
中。 即便是冬日常有狂风，夏天常遇暴
雨，偶尔山上也会落下滚石，吊脚楼会有
损毁，但边民不屈不挠，房子坏了再修，
栈桥毁了再建。
夜色深时，街灯亮起，吊脚楼层层叠
叠，灯光楼影倒影在江水之中，时而有泛
舟江中的乌蓬船把江水中的影搅乱。
邂逅一个人，艳遇一座城

沈老笔下的边城是闭塞的纯朴之
城，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山水融通、神秘

自然之城。
许多人和我一样， 会在一家阿尼小
妹的苗鼓店间驻足。阿尼小妹身着苗服，
戴着银头饰，浑身散发出青春的光彩，见
店前游人骤多，她激情四射、幸福洋溢，
用力欢快地击打苗鼓，让人心旌摇曳。
许多游人夜游古城， 也在寻找不同
的景色拍照， 许多女游客还兴致勃勃地
租来民族服装在人多处显摆拍照。 青年
游客大多是冲着沈老笔下的翠翠而来，
她们从夜市苗阿婆的手中买来鲜花、头
环戴在头上，在转角处，可能就会碰上惊
喜，让年轻的俊男踩上一脚，就算不是天
降的惊喜，也是不期而遇的快乐。
泡吧的年女，有些陶醉，他们沉迷在
音乐中。 有的很享受，有的想逃离，期许
有一场惊心动魄又惊世骇俗的轰轰烈烈
的艳遇。
读懂一个人，再造一座城

才高气盛的沈从文年轻时在北大当
教授，爱上了沉着冷静且十分理性的张兆
和。 接下来，沈从文绵绵情书对张兆和展
开强烈的爱情攻势，也不管不顾张兆和顽
固地拒绝，依然我行我素。 即使北大校长
胡适再三劝阻，说他用错了情，但少年沈
从文不管不顾，用锲而不舍精神和雪花般
漂落的情书，终于轰开了少女的心扉。
行走在沈从文走过、写过的凤凰城，
寻找乡土文学之根。
乡土文学之气， 就是乡土人家的袅
袅炊烟、青山绿水间的氤氲之气，是浓浓
的乡土生活气息， 也是激荡在天地间的
浩然正气。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充满激情
的能动反映，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要
体现人文之美、山水之美、魂灵之美。 沈
从文的边城有战乱、有剥夺、有欺榨，但
从不失人性，不失生的希冀和生的信心。
乡土文学不能有功名之心。 带着功
利心不可能写出震撼心灵的优秀作品，
更不会有传世之所。 沈从文和其他文学
大家一样，懂他的人不多，但他驾鹤西去
之后， 他的爱人张兆和整理出版了他的
全部遗作，他的作品、奋斗、才华，才被越
来越多的人喜爱和认可。 沈从文不死的
乡土文学之魂与凤凰的日月同辉， 与南
华山、沱江水、凤凰城同在。
（作者系钟祥市作家协会主席）

细节的温度
—观
—— 《乡月照人还》
（一）

继《十二月等郎》后，市艺术剧院又
推出了一部大型现代花鼓戏《乡月照人
还》。
我对戏曲十分钟爱，也算是个小戏
迷了。 欣赏完《乡》剧，想用两个字评价：
好看！
我略微梳理了一下让我印象深刻的
—
一幕幕——
最感人的瞬间：郑石山的跪。
罗涛先生出演的郑石山，在剧中跪
了两次，一次是跪石头爹，一次是跪父
亲。 特别是闻知父亲“
绝症晚期”后的膝
行，让现场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最哲理的村规：德业相劝、过失相
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这几句话，是刻在大石头上的。 十
六个字，字字珠玑。
最违和的道具：棉袄。
这个时节，我们坐在台下，穿着短袖
都嫌热，突然看到台上一群
“
棉袄哥”正襟
围坐，心里没来由地有了喜感。 本片讲述
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年，从中秋始，到元宵
落，寒暑易节，演员的服装根据场景需要
而变换， 台下的夏天遇见冬天的棉袄，就

不足为奇了，为敬业的演员点 32 个赞。
最隐形的主角：幺爹和女婿。
金庸先生小说中有一些人物， 不在
江湖，江湖上却总有他们的传说。他们是
隐形主角——
—极重要， 却少露面或压根
儿不露面，比如风清扬老先生，只出场过
一次，你敢说他不重要？ 比如独孤求败、
王重阳、林朝英、金蛇郎君……甚至压根
儿就没有露面，你敢说他们不重要？
胡应明先生笔下的《乡》剧中，也有
人物是这样设定的。比如盲人幺爹。一直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开头是他在唱，
中间转场是他在唱，结尾还是他在唱。最
后，他在谢幕时露了一面。
剧中还有一个隐形人物， 就是晓华
的老公。本片的许多冲突和悬念，都因他
而起。 句中也做了很多铺垫：老了一点、
长得很着急……吊足了观众胃口。但是，
他就是没有露面。
最好听的唱词： 天灵灵 地灵灵，天
润地泽有灵性……石头沉 石头笨，本是
天地造化生！
我认为，《乡》 剧最好听的就是这段
了。 出现在该剧的最高潮——
—郑老根与

■ 鲁海滨

白云大道的
俗世生活
1
屈指算来，我在这座小城
生活三十年，在两山之间
恋爱，结婚，生子
早晨，从白云大道出发
晚上，从象山大道回家
这两条弯曲平行路线
约等于大半个少年
和一整个盛年

2
春天，从居住的五楼望去
总是带着某种湿润的欲望
秋天，满城的银杏金黄
有舍不得的温暖、清凉
那些叶片，是的，我说的那些叶片
以什么样的速度到来
就以更快的速度退守

3
在白云大道，有几家货店
诊所、缝纫、茶社，
都开在向阳的那面，夕阳落在半山
或者更低的时候
梧桐长长的影子
会爬上厚厚的布帘
牵牛花爬得更高
向行人弯腰说着话

4
站着发广告的，蹲着擦皮鞋的
骑车飞奔的邮差，原地不动的小商贩
我向这一切致敬，
向一切生活的细节、平庸、日常敬礼
现在，一个少女从南台路上移动过来
我想替风去按住她的裙子
我想替叶芝向她伸出手去
按住她的美丽

5
洒水车过去后， 一列敲锣打鼓的送葬队
伍
在比清晨更早的时间里缓慢出城
昨夜， 有一个人不能自己再走出这条街
道
队伍前面那个人，一再轻声对司机说
慢点啊慢点，好像他的父亲
再经不住人世一点点颠簸

6
但是在过后的曙光里，在西街
实验小学的门口，在新一天的礼遇中
传来孩子们的尖叫和朗朗书声
我爱生活赐予的欢笑
和广大永恒的寂静，
哦，原谅黑夜宽恕了光
希望摒弃了绝望

7
大花同意搬迁，然后，郑老根去世。
最动人的画面：献花。
在市群众文化中心的舞台下方，有
一道
“
壕沟”。 坐在前排的观众会看得很
清楚：演出过程中，这个“壕沟”里，冷不
丁会伸出一双手， 或者突然耸起个脑
袋——
—我们看到的，是台上的光鲜亮丽；
台下， 还有一帮以指挥为代表的工作人
员，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
公益首演结束， 演员谢幕， 掌声雷
动，观众献花。 这些并不稀奇。 让我感动
的是，以罗涛先生、曾菊女士为首的演员
们，将手中的花，一一抛向了
“壕沟”里的
职员们。
你在咿咿呀呀，唱念做打；我在锣鼓
家伙，吹拉弹和！“
壕沟”小小的空间里，
挨挨挤挤地坐着：二胡，扬琴，琵琶，中
阮，主胡，司鼓，古筝，钹，锣……还有合
唱队。
他们在台下， 你看不到， 但你听得
到。 他们在台下，演员看不到，但演员记
得。
这是剧场最动人的画面，没有之一。
（未完待续）

有时，我会去对面的青山上
陪父亲坐一坐，在他生日和忌日
有时，他的孝子、孝孙、孝外甥
会热热闹闹的上来，烧纸，放鞭，磕头
这样的时候，父亲就会活过来
和我们坐在一起，就像童年的年节
用他看不见的手，默默抚摸我们的额头
这时候，山脚下的城市阳光充足
明晃晃的恍若隔世，
每个人都会有两个世界
我们还在他创造的旧世界里
疲倦而深情的活着

8
晨练之时，我会在象山之上，瞭 望东宝塔
目光从一栋楼房挪到另一座楼房
找到自己的家，跃起的鸽群如同琴键
把一扇扇窗子弹亮
如果北边窗子亮灯了
那是爱人醒来了，如果南边窗子亮灯了
那是女儿醒来了，这两个女人
是我看生活的眼睛
（通联：市文体新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