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盛夏，应朋友之邀赴呼和浩特参加
“昭君文化论坛”，“坛主”是蒙古族美女乌日勒春
香，人们称她“小昭君”。她出生在鄂尔多斯大草
原，到她记事时，才知道自己是被大伯收养的；自
会走路起，与她朝夕相伴的是一只温驯的奶山
羊。她渴了、饿了，奶羊以特别的母性，对待这个
特别的“羊羔”，不是自顾自地继续吃草，而是在
草丛中躺下来，任春香抚摸那圆鼓鼓的奶头，随
后由她喝足吃饱。

她太小了，吃饱喝足后，还要躺在奶羊暖融
融的肚皮上睡一大觉。她长大后回忆说：在我朦
朦胧胧的记忆中，奶山羊就是我的亲人，是我的
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姐妹……

乌日勒春香六七岁时，就独自赶着
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了，有人问她害怕
吗？她说不上来，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什
么叫害怕。既不怕鬼，也不怕狼，甚至喜
欢模仿野狼的嚎叫。

羊群里领头的公羊，不知是欺负她
身材瘦小，还是妒忌奶山羊对她太好，每
到天傍黑她赶着羊群回家时，公羊都不
听她管束，偏要领着羊群往河边走，气得
她追上去，一只手揪住公羊两条后腿间
的那一嘟噜命根子，另一只手抓住公羊
脖子上的长毛，拼力一提溜就把公羊丢
进河里。自那以后，公羊对她服服帖帖，
再不敢捣乱。

但，奶山羊却渐渐老了，已经没有可供养春
香的奶水，但她也出落成一个比同龄人身量都
高的姑娘，像照顾亲人一样呵护着奶羊。后来
与她相依为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源源不断
供应她食物的变成一头黑花奶牛，她心里高兴
或难受时，就对着奶牛诉说，或哼唱，或喊叫，甚
至哭笑……

那时候的草场也好，许多地方草深及腰，野
色开阔，她高兴的时候会用麻绳套野兔子，用猎
枪打黄羊，更多的时候是在草坡上或躺或坐，望
着天上的白云。天太热了，就赶着羊群躲在白云
的阴影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能把自己
的快乐、孤寂，乃至对牛羊的感激现编现唱出来。

后来有机会上学读书了，第一个收获是知道
了世界上除去牛羊的肉和奶，还有一种叫大米的
食物。她在东胜中学读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被
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选中，在同学中的她强势明
显，有一副天然的可塑性极强的好嗓子，有一种
与年龄不相符的坚韧与习惯于孤独的性格，除去
练功好像就没有别的事可干，节假日一个人可以
整天地练唱练舞。

但是，她被呼市艺校录取后就断了经济来
源，靠年节假日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的演出，获得
报酬养活自己，精打细算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得超
过七元。每到开饭时，她总是最后一个去餐厅，
只买几块干粮，然后向卖饭的师傅讨要一大饭盒
米汤或菜汤。久而久之，餐厅的一位师傅看出这
个好强却不多言多语的草原姑娘的窘境，为不伤

女孩子的自尊，常对她说：今天的饭菜又做多了，
扔了可惜，你拿回去给同学们分着吃了吧。

同宿舍的张国花，每得到一个鸡蛋，都谎称
自己不吃蛋黄，而把蛋黄塞给春香……有一次，
春香得了一笔补贴，买了一件棉军大衣，送给厨
房经常照顾她的那位师傅，剩下的钱买了十个鸡
蛋，一次都煮了送给闺蜜国花。国花竟然极香甜
地当即把十个鸡蛋连蛋清带蛋黄全吃了，可见她
并非不吃蛋黄，而是心疼春香挨饿……

越是苦，乌日勒春香就越用功。幸运的垂顾
或许不是抗拒命运，而是顺从命运、接纳命运，这
不只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
径。所以，她还没有从艺校毕业，就被内蒙古自

治区大型歌舞剧《塞上昭君》剧组选中，成为五个
扮演王昭君的候选人之一，其余四位均为专业歌
舞剧团的台柱子。

很显然这只是“陪练”，对她却是难得的历练
和学习的机会。她满心欢喜，毫无妒忌与患得患
失之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排练中。编剧、
导演和其他演员都是她的老师，她甚至觉得连灯
光、剧务等勤杂人员，也比自己懂得多。哪想到，
经过一年多的排练和一次次预演，连乌日勒春香
自己都没发觉，以她的实力成为剧中王昭君A角
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潜规则”也随之而至。一天中午排练完毕，

春香在更衣室里换衣服，一位顶头上司悄悄溜进
来，扑上去把她抱住。这位领导只图年轻貌美，
或许以前曾这样屡试不爽，岂料这个貌美年轻的
姑娘自小在草原长大，野狼不知见过多少都不
怕，还在乎色狼吗？她情急之下的爆发力相当可
观，一闪一推就摆脱了上司的双臂，并顺势甩出
一巴掌。六七岁时就能制服领头羊的手掌，让上
司的脸立即失去了均衡，不仅没有还手机会，连
还嘴都不可能了。通常形容这种人在这种时候
的狼狈，只用四个字即可：“落荒而逃”。

几天后，领导脸色恢复自然，在过道上两人
狭路相逢，领导恶狠狠地说：“告诉你，想跟我作
对，我叫你寸步难行！”

春香对自己那一巴掌的后果，并没有想太
多，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我只是艺校的一
个学生，是不是留在你们团还不一定。即便留

下，这个团里也不可能让你一手遮天。”
幸好任何一个单位都不缺领导，她上面的领

导也不止一个，色狼上司的“一票否决”，一直坚
持到公演临近，但春香的呼声最高，由比色狼上
司更高的领导拍板，决定由乌日勒春香担任《塞
上昭君》一剧的主角。由此，也把她的命运和王
昭君捆绑在一起了。

此剧进京演出大获成功，得到文化部嘉奖，然
后全国巡演，并多次应邀出国演出。1988年，荣获
土耳其国际艺术节金奖……一剧成名，乌日勒春
香进入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系深造。毕业后，又
考入中国音乐学院读了三年研究生，此后创办了
昭君书画院，策划、编导了民族歌舞《千古王昭

君》，出版了《我与昭君》及《书画集》等书
籍，算是实现了“演昭君，画昭君，写昭
君”的诺言，并经常举办各种跟昭君有关
的文化活动……

乌日勒春香俨然成为昭君文化的
一个现代符号。昔日牧羊女，仿佛就是
王昭君再世。

大头三儿

东北大山里的夜晚是恐怖的，风大，
动静大，飕飕飒飒，各种奇声怪音令人毛
骨悚然，但山里人习以为常，倘若寂静异
常，才会让人恐惧。第一代伐木工人的

儿子成年后也伐树，被称为“木二代”，大头三儿就
是。他专门喜欢夜间活动，这天，他一瘸一拐地来
找同是“木二代”的韩六子，通知他明儿个天不亮
去取炸药。

韩六子眼睛一闪：“又有人要货？”
“后掌一只七千，前掌一只八千，熊胆两万

五。还是老规矩，你四、我六。”大头三儿多一个
字也不说，在门口交代完拨头就走。

第二天凌晨，韩六子顶着满天星星来到大头
三儿的家，他身板壮实，背上大头三儿准备好的
炸药和工具，两个人转坡北上，钻进了长白山北
麓的王达岭，直到天麻麻亮才摸进黑瞎子沟。当
年对原始森林大砍大伐的时候，只在这儿还留下
了一些零星的母树林，如今算是这一带少有的还
像点模样的林子了。因此，如果运气好，也只有
在这儿才有可能碰到熊。大头三儿在坡上坡下
转悠了好半天，最终确定了熊的觅食路线，选了
七个点，埋好炸药。随后两人登高躲到一个安全
隐蔽的岩窝下，坐下来吃干粮，就等着炸药爆响，
再出去割熊掌、取熊胆。

雪消冻化，阳光已经有了热乎气，山里活了，
连地上的花花草草都开始冒尖、出叶。大头三儿
很有信心，经过冬眠的熊，急需寻找食物填饱干
瘪的大肚腩，这黑瞎子沟只要还有一头熊，就该
是他碗里的菜。他们嘴里嚼着干粮，心里想着炸
到熊以后的美事……

今天他们的运气确实不错，带了三天的干
粮，还没到晌午，“轰隆”一声炸药就响了，连岩窝

子都被震得一哆嗦。他俩嗖地站起来，大头三儿
却一把拉住了想要往外跑的韩六子：“声音不对，
这不是炸到熊的声音！”

韩六子说：“我也觉着头皮发炸，炸到熊的声
音发闷。”

这时，听到一个男人大呼小叫地往山下跑
去：“炸死人了……”

坏事了！两个人都有点傻眼，大头三儿腿脚
不利索，想叫韩六子出去看看，随即又拦住了，他
怕韩六子不机灵，何况他已经慌了神。大头三儿
定住魂想了想：刚才那个人出沟，一是去叫人，二
是报警，一会儿警察就得上来，一搜山就会发现
他们……他决定先往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韩六子说：“不如趁着警察还没来，咱把那六
处炸药起出来。”
“你怎么知道被炸死的人旁边没有人守着？

即便没人守着，起炸药是容易的事吗？不等我们
起完炸药就被人抓住了。”大头三儿收拾好干粮袋
子，把岩窝子的痕迹收拾干净，让韩六子背起工具
兜，向黑瞎子沟外更高更险的方向窜去。最终，他
们抓着从石头缝钻出的一棵矮树枝条，爬上一块
巨石，在断崖下的浅洞里安顿下来，洞口有灌木藤
蔓遮挡，真是绝佳的藏身之处。在这里居高临下，
扒开洞口的藤蔓还能看到从山下进入黑瞎子沟的
路口。但恐惧比现实的危险更可怕，如越收越紧
的网一般将他俩罩住，两个人都在暗自盘算，谁都
不想说话，恐惧让他们想得很多……

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天都快黑了，山林开始
骚动，才有十几个人来到了黑瞎子沟，其中有几
个警察，想必是来排雷的，或者是抓人的……大
头三儿两眼发直，看着断崖下一声不吭。韩六子
吓得在洞口转磨磨，可怎么转也转不出能活命的
主意，还得央求大头三儿：“三哥，你倒是说话呀，
咱怎么逃活命？”

大头三儿蔫蔫地说：“炸熊就犯法，再加上一
条人命，想活命难了……”

韩六子后悔了，家有老婆孩子，为了这两三
万块钱把命搭上，真是不值得，可现在后悔还管
个屁用！这些年他跟着大头三儿没少捞外快，管
区的森林砍没了，林场好几年发不出工资，多亏
大头三儿有能耐，跟着他才没挨饿。后来能办提
前退休，大头三儿真正成了他的老大。

大头三儿本名杨路，排行老三，从小脑袋大，
又忒聪明，一提大头三儿，整个白沙河一带没有
不知道的。倒腾人参、贩卖皮货、抓鹰卖鹰……
没有他不干的。他的口头语是：木头被咱砍光
了，东北还有其他宝贝，怎么也够咱这一辈儿吃
的。别的不说，单说白沙河周围有多少动物，他
心里一清二楚，就说个头比较大的灰斑鸠，原来
有四十多只，老猎人发现一年比一年少，是被大
头三儿给吃了。每当斑鸠下蛋孵出小斑鸠，他就
找到斑鸠窝，给小斑鸠身上涂一层豆油，小斑鸠
从此不长毛。大斑鸠还会天天喂食，最后长成一
个肉蛋，他上树掏下来，或油炸，或清炖，或爆炒，
其香无比。

斑鸠也是国家保护动物，有人劝过他，有本
事是好事，还要有理智，别犯法。他大脑袋一晃，
社会不理智，命运不理智，要有一点理智，能把那
无边无沿的老林子砍光吗？咱们这里就不是现
在这个样，我还能出来炸熊吗？混到这个地步让
我理智，你不如干脆说让我理智地去死吧！

有一次，他正在树上掏已经长成肉蛋的斑
鸠，偏巧大斑鸠回窝，拼命抓他的脸，用尖嘴鹐他
的眼睛，他趁机想把大斑鸠也抓住，却失手从树
上掉下来，摔断了一条腿。没钱去城里大医院，
请附近屯子里的土大夫给接骨，加上他也没有好
好养着，骨头没长好落下残疾……像这样有脑子
有办法的人，也一定有主意能逃生，说不定他在
炸熊前就想好了退路。

韩六子近乎哀求了：“三哥，我不想死呀，你
是咱们这一片最有办法的大能人，一定得想办法
救救咱俩！”

大头三儿扬起脸盯着他，那眼光让韩六子后
脊梁冒冷气，沉了一会儿才出声：“瞧你那个尸从
样！有人买，咱们才炸熊，我保你死不了，等天黑
了再告诉你怎么办。”

韩六子心里没底：“咋还等到天黑呀？”
“现在出去就得死！”大头三儿说完就不再搭

理韩六子了，也不看他。
韩六子心慌麻乱，站不住、坐不下，起来倒

下地折腾，他盼着大头三儿跟他说说话，对方
却闭着眼一动不动，不知在想什么，还是真睡
着了？韩六子心里有点怕他，他狠得下心、下
得了手，真逼急了没准先把他韩六子杀了当垫
背的……好不容易熬到天黑，黑瞎子沟里排雷
的、搜山的都撤走了，韩六子催促大头三儿快说
出救命的好主意。

大头三儿睁开眼，起身提着工具兜子下了岩
洞，才对着韩六子开口：“你现在下山去派出所自
首，千万别回家，你家里肯定有警察在等着抓你，

被警察抓着就不算
自首了。到派出所
实话实说，你是我雇
的，帮我这个瘸子拿
东西。买卖是我接
的，主意是我出的，
炸药是我的，也是我
埋的，你就是给我打

工的，敢不听我的吗？记住，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
五，如果被炸的人没死，你被警察骂一顿就没事了。
即使那个人被炸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顶多关你十
天半个月的。”
“你呢，三哥？要不咱俩一块去自首吧？”
“我不能冒险，如果那个倒霉蛋真被炸死了，我

自首不自首都得死，还是先到老鹰岭躲几天再说。”
大头三儿说完，扭头就往黑洞洞的后坡走了。韩六
子还站着发愣，大头三儿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六子，
把你的干粮给我。”

韩六子把手中的干粮袋递给大头三儿，突然嗓
子眼发咸，带着哭音说：“三哥，咱一块去自首吧！”

大头三儿没搭腔，连头也没回。
韩六子哭喊着：“三哥，明儿个白天，警察会把北

半个长白山翻个遍，你没处躲呀……”
黑夜吞没了他的声音，也吞没了大头三儿的声

息和行踪。大山里的黑夜极其凶险，韩六子惊恐四
顾，蓦地全身汗毛倒竖，慌乱地向山下疾跑……

自此，无论是警察搜山，还是公安局发布通缉
令，大头三儿杨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那一
带的地下熊掌生意反而更火爆了，如果到与俄罗斯
交接的城市饭馆用餐，只要有点门路，都能吃到大盘
的红烧或清炖熊掌，都是从俄罗斯进来的。俄罗斯
的老林子多，熊也多，够炸一阵子或打一阵子的。据
传，在俄罗斯把熊掌卖到中国的，还是个东北人，一
个神通广大的瘸子……

晦气是什么“气”

1987年春，我同史铁生、张炯、刘心武等三十多
位作家在五台山出了车祸，当时有昏死过去的，有头
破血流的，我皮毛未伤。全体被拉到大同人民医院
检查，我竟然是“第九根肋条轻微骨折”。主办方当
即把史铁生、郑义和我送上回北京的火车，只有两张
软卧铺位，郑义有义，就睡在史铁生的铺下面。
《人民文学》杂志的老友周明，人脉极广，能力高

强，居然搞了两辆轿车直接开到北京站的站台上，让
我们享受西哈努克的规格，一下火车就上轿车，一辆
送史铁生、郑义回家，一辆直接送我回天津。送我的
司机年轻精干，车开得很稳，我闭着眼睛一路听着他
车内播放的评书。不知是他喜欢开着车听评书，还
是为了转移我对肋条受伤的感觉？

其实我的肋条骨折得有点奇怪，之前毫无感觉，
只是到大同医院做了X光检查，医生说我骨折后才
隐隐有些作痛。车已经到了天津郊区，在天穆村附
近，他的车不知怎么就与在里边行驶的一辆轿车碰
上了。司机显得很紧张，顾不得先处理事故，连声跟
我说对不起，站在道边又拦了一辆车送我回家。

我对他说，这一点都不怪你，相反是我该向你
道歉，是我身上还带着五台山车祸的晦气，牵累了
你。我写下自己的电话交给他，这里是天津地面，
事故处理过程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给我打电
话。我心里是感激他的，他这一撞，把我身上的晦
气给撞没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感觉。五台山车祸加上
专车送回，天津作协的同事以为多么严重了，我一到
家，放下包就被拉去骨科医院，检查后的结论却是
“未见骨折”。我给医生看大同医院的片子，天津的
医生说：“看大同的片子确实骨折了，但我们的片子
上骨头没事。”

这就有意思了，于是我被拉着又去了四家正规
医院的骨科，加上大同的人民医院，共是六家医院，
诊断结果是三家说骨折，三家说没有骨折。既然
“现代医学”让我无所适从，只有请教一位高人，他
在电话中说：“你没有骨折，不要说肋条，任何部位
骨折都是很疼的，你放下电话后围着楼跑三圈，看
看疼不疼。”

我照他的话做了，肋条部位无任何感觉。从此，
我的身上再无五台山车祸的阴影。
“晦气”到底是一种什么气？我说不清楚，但我

确信有这种东西存在。倒退九年，1978年夏，唐山
大地震后，《唐山文学》杂志连续去世三任主编，他们
都是正当壮年，健康而精力充沛，当时令文坛色变。
几十年过去，谁都绝口不提此事。我写此文，就是为
纪念这三位悲壮的主编。

第一位，胡天启。不知为什么大地震后《唐山文
学》更名为《灾变文化》，而且要到东陵去开“改刊发
行会”。我揣测，或许因为唐山已经没有完整的房子
可以开会，或许出于一种悲愤，或许是为了悼念在大
地震中死去的几十万人，就是要到坟地里去开这个
会……唐山的遵化东陵，是清代的一片大坟，里面埋
着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后、一百多个妃嫔。会后胡天
启修改第一期的最后一篇稿子，写完“恩断义绝”四
个字，画好句号，便气绝而亡。

金占亭接任后几个月，编完稿子后感觉有点累，
喝了两口酒，正是盛年的他，竟无疾而终。第三任郗
辉亭，接到任命书后，悲痛难耐，回家关上门自己大
哭了一场。哭前任，也哭自己。这个任命平时可以
拒绝，现在不能躲避，这就叫“前赴后继”。所有人都
是延期的苟活者，哲学古老的命题就是向死而生，学
会死亡。

祸传染祸，所以自古来就有“祸不单行”一说。
但再一再二不过三，现在轮上他该为文学而死了，
《唐山文学》的祸也该到他为止了。唐山的文学应该
跟唐山同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唐山文学》连死三
任主编，无愧于英雄的唐山，无愧于文学。果然，郗
辉亭去世后，《灾变文化》改回《唐山文学》，主编和编
辑们自此安稳下来。

老顾其实并不老。至少，在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
1997年，南方小城的电视台办公室，塌鼻梁、厚嘴唇的廖姐一指门口，

对我说：“喏，他带你，好好学！”我抬头，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咧着嘴朝我
笑，微卷的头发，白色T恤，左手腕上挂着一串粗银手链。招呼我的时候，
洪亮的普通话略带东北口音，在这个充斥着我听不懂的方言的小城，让我
顿感亲切。

从此，我是跟在老顾身后的实习生。那时43岁的老顾，现在想来，真
是一个男人最好看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意义上的实习，小城不大，
电视台规模也一般，记者们条口分工不是很细。老顾带着
我，跑社会新闻、跑法治新闻、跑经济新闻……反正，有啥跑
啥。部门主任姓廖，台风来的时候，老廖激动地在办公桌前
挥着手，用他自认为的普通话喊着：“去，都去，看看有无屋
倒、牛跑、人丢！”

在老廖的叫喊声里，老顾一手抓着我，一手抱着机器，
扭身钻进汽车。十一二级的大风里，我感觉自己所在的不
是汽车，而是小舢板——车明显在左右摇晃。窗外，海边的
石栏杆已经被浪拍断，躺在了平日浪漫优美的情侣路上。

老顾问我：害怕吗？我说有点。老顾说，习惯了就好。
然后和我说起自己的经历。他算是上世纪90年代“南漂”
一族，从哈尔滨来到这个南方小城，继续做电视新闻。“其实
我是学美术的，油画！”老顾说起自己的专业，总要压低一下
声音，好像那是极神圣而庄严的。

似乎是为了验证给我看自己的确是学美术的，老顾在
采访途中总是画我的傻样子，几笔勾勒，一个故作成熟而又
稚气难掩的女孩，就出现在采访本上。我不好意思地给撕
下来，扔进包里。直到我实习结束，老顾才郑重地拿了张
A4纸，认认真真地画了张我的侧面像。我珍重地收藏了很
多年。现在，大概还在某个本子里夹着。当然也可能丢了，在人生辗转中，
在生活流变里，想留好一张纸太难了。

日子每天都是新的。实习的时候，我觉得做新闻的日子，才每天都是
新的。每天做不同的选题，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去发现、去发声、去彰
显良知和正义，这是老顾和身边的新闻人每一天都在做的。我近乎崇拜地
看着他们。我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职业。

老顾教我怎样采访、怎样提问、怎样整理采访素材。遇到不会说普通
话的采访对象，老顾还得给我当翻译——把粤语翻译成他略带东北口音的
普通话。偶尔还教我几句，渐渐地，我能听懂的粤语越来越多，甚至还能说
几句——后来被人说，是有东北味儿的粤语。

老顾教我怎样编片子，在机台上耐心地告诉我那些按键、旋钮都是干
啥的，怎样才能熟练操作、稿件和画面怎样配合、电视新闻更需要什么样的
文字稿、选什么样的画面更合适。有很多次，南方闷热潮湿的下午，我趴在
机台上不由自主地睡去，老顾小心翼翼的声音由远及近在耳边响起：醒醒，
小姑娘醒醒……我猛地抬头，眼前的素材带堆了高高一摞。睡眼惺忪中，
老顾好脾气地笑着说，没事没事，我帮你编。

老顾常和我谈理想、谈未来。那个时候，谈理想还不是一件令人尴尬
的事。他问我以后会不会留在这里。看出我的犹豫。老顾说：这也不太
好，没文化。是啊，当时那个小城，连书店都很难找到一个，我说那是文化
沙漠，老顾很认同。我问他为啥来这里，老顾说，这也很吸引我啊，有山有
海，空气多好。是的。就是在那个夏天我爱上了看云。南国夏日的天空，
大朵大朵低低的云，仿佛只要我一抬手就能扯一朵下来。后来，走了那么
多的地方，总觉得没有一个地方的云，像那年夏天的云，那样柔软，那样触
手可及。

老顾带着我做了很多很多的报道。对一个学生来说，那些经历新奇而
难忘。我们去拍拆除城中村，推土机所到之处，围墙倒下，一大群猪冲出来
擦着我的腿跑，我举着话筒被猪困住，吓得要哭；我们去拍抓捕毒贩，我呼
哧呼哧地跑着跟在老顾身后，因为看到毒贩孩子的小脸难受得不行……我
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以至于后来几年辗转多家实习单位，每次都能独当
一面。我曾经和朋友大言不惭地说，要是我有一天有资格写职业生涯回
忆，老顾一定是开篇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有一次，老顾带我去采访两个被警方解救的少女，一个十六岁，一个十

七岁，从湖南被人贩子拐骗到这里被迫卖淫。其中一个女孩，指着自己一
只仅剩一半与脸连着的耳朵让我看，说那是人贩子给豁开的……二十岁出
头的我，被这画面惊呆了。我有意让女孩们近乎麻木地述说的那些难堪经
历，只留在了我的采访本里，没有出现在我编好的片子里。

那天值班的主任是个湖北人，矮胖矮胖的。他看完样片直接把我叫去
训了一顿：“打什么马赛克？！人贩子是怎么……她是不是早就……”结果
就是，满脑子新闻伦理和新闻理想的我，和主任拍着桌子大吵一架。

回到机房我就哭了，说不明白是委屈，还是什么。老顾找到我的时候，
他也刚刚和那个主任吵完。他拉起我去食堂，我说吃不下
去。老顾笑着说：“这算啥啊，怎么能不吃饭呢！吃！”我听
话地站起来去盛汤，掀开汤桶，见是我最怕的猪肠发菜汤，
碎头发一样的发菜漂在上面，我几乎要吐。我又哭了。老
顾赶紧把我拉走了，哄孩子一样说：“不吃这个，不吃这个，
咱们出去吃好东西。”

那个夏天，老顾没少带我吃好东西。经常是早上塞
了一肚子面包走进办公室，老顾一挥手，走啊，吃早茶
去！我就又傻乎乎地跟着去吃了。实习结束的时候，我
气吹的一样，胖了。

本科毕业，我决定继续读书。写信告诉老顾，老顾说你
的决定是正确的，你适合读书。后来几次回到那个小城，我
去台里看老顾，老顾都很自豪地对同事介绍我，说我是他带
过最好的实习生。

二十多年过去，我读书、工作、再读书、继续工作……在
这个行业里，我从见人就喊老师的小姑娘，变成了别人口中
的“老师”。我品尝着这个行业带给我的荣耀和失落，激动
过、失望过、憧憬过、落寞过。我也带过很多实习生，每当和
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老顾。有时候，在网上

看新闻奖评选结果，我会下意识地去找那个熟悉的南方小城的电视台，找
到老顾名字的时候，我会开心地笑。

偶然得不能再偶然了。一天晚上，和孩子说起当年实习时候的一些
人，然后就想到了老顾。随手在百度的搜索框里敲下老顾的名字，蹦出来
的第二条，是天堂纪念馆……七年了，老顾走了七年了。

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可纪念馆里每一张照片、每一句留言、每一篇悼
念文章，都在向我证实，对，就是老顾。当年带我风里雨里跑着的老顾，带
我吃了很多好吃的老顾。在那个远方的南国小城，在还有一年就退休的时
候，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循着蛛丝马迹，我找到了老顾早年的博客。头像里，老顾须发皆白，他
自称“顾伯”。我忍不住轻轻地笑了，老顾终于也到了可以叫“顾伯”的年
纪。当年实习时，电视台楼里有个负责打扫和开门的老大爷，第一次见时
笑眯眯地对我说：叫我梁伯。我想，后来这些年，再遇到新来的实习生，是
不是老顾也会这样说：叫我顾伯。

看来老顾是微博控。直到他走的前一天，还在频频发微博。那些简短
的文字里，他赞啤酒的口味、叹记者的难处，还是像二十多年前我认识他的
时候那样，对各种社会现象频频发声，他转发很多油画作品，用我不太熟悉
的术语点评着……

屏幕这边，我都早过了老顾当年的年纪。但这一刻，二十多年的岁月
疯狂地在心中奔涌。已经很难流泪了。只是心，一下一下，隐隐地抽着疼。

我在老顾的天堂纪念馆里，献上一束花。落款是：实习生。我不知道
是不是一种巧合，就是那天，常听的音乐应用给我推了莫文蔚的新歌《这世
界那么多人》。舒缓的旋律里，莫文蔚低哑的嗓音哼唱着：这世界有那么多
人/人群中，敞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晚

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

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边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

在我，飞扬的青春……

老顾，谢谢你。在我的记忆中，你一直都
那么好、那么帅。

一直是，永远是。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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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顾 王

爽

草原的精灵
蒋子龙

作为党报副刊园地，“文艺周刊”

在过往70多年的办刊历史中，既有名

家撰稿，也重视文学新秀，始终坚持

扶植、培养文学新人的办刊宗旨。

为继续成为助力文学人才成长

的摇篮，“文艺周刊”拟从即日起，开

设“青春园地”专栏，面向全国在校

大学生（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在

读），征集原创文学作品，以诗歌、小

说、散文为主。作品题材不限，可以

是熟悉的校园生活，也欢迎反映社会

各层面的现实生活，要求作品富有生

活气息，具有真情实感，给人以积极

向上的鼓舞力量。

初学是成熟的起点，稚嫩是成长

的开始。在此，我们寄望那些怀有文学梦

想的青年学子，创作出有新意、有朝气的

文学新作。

字数要求：小说不超过8000字，散文

3000字、诗歌200行以内。作品可由学生本

人投稿，也可由学校导师推荐，均需注明作

者及推荐者身份。来稿除标注“青春园

地”字样外，务必附有作者详细信息（在读

院校名称、年级及联系方式等）。“青春园

地”将为投稿者提供一展文学才能的平台，

期盼能有新作者、年轻写手从这里涌现，加

入到“文艺周刊”重点作者队伍之中。

“青春园地”投稿邮箱（长期有效）：

wyzkzhuanlan@sina.com。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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