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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酸辣为诗文乡愁在萧山

■ 邵燕祥

我从来没有怀乡病
我总认为我没有故乡
我的父亲少年离家
再也没有回过他的故乡
他的乡音却一点也没改
他常常用乡音叨念的故乡
也就成了我的故乡
而我不知道故乡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懂得怀乡
我不会一见梧桐叶落秋风起
就想起故乡的鲈鱼和莼菜羹
我没有吃过莼菜
我没有吃过鲈鱼
我只知道我父亲的故乡
把什么都风干了才吃
还有一种炸臭豆腐的味道很香

在战乱的年代
买到一包霉干菜
纸包上印着故乡的地名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下泪水
霉干菜烧肉、笋烧肉
故乡自古有茂林修竹
故乡自然也是出竹笋的地方
如果说我父亲的故乡就是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又是花雕的故乡
父亲晚年滴酒不沾唇
但说起故乡的老酒时还是悠然神往
许久许久，我多想在细雨中
搭一回故乡的乌篷船啊
今年，我却沐着闰四月明媚的阳光
走在故乡江干的沙路上
这就是父亲离家的路
故乡只有这一条路通向外乡
通向茫茫的红尘人海
通向茫茫的大千世界
父亲至死没改变半句乡音
但他至死没能重返他久别的故乡

我却回到父亲思念的故乡
回到我父亲口音一样的乡亲中来了
我走进一个院落，一间西房
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堂叔伯兄弟媳妇
一定要我吃下四个糖氽蛋
而不知该怎样称呼的老年妇女们
一直在辨认着、端详着、议论着
我的面庞像哪个长辈的面庞
祖父的坟已经变成一丘水田
镜面上亮着青青的尖尖的稻秧
祖父的老宅只剩下房基地
四十年前的兵火，烧毁了
父亲曾怀着
叶落归根的痴想

只有一棵古老的樟树
该是村里最古老的生命吧
依然枝繁而叶茂
敦敦实实站在离老房基不远的地方
还有村庄的中心
那方古老的塘墩池
依然静悄悄地
返照着云影天光
这棵樟树和这个池塘
难道没有在父亲怀乡的梦里出现过吗
为什么他从来也不曾说起
而在这个村庄里
怕只有这古老的池塘和古老的树
才记得幼时的父亲和父亲幼时故乡的模样
茅潭畈！只剩下一个地名了
在浦阳江水取直的时候
把它沉入了水底
但是跟父亲一样口音的乡亲
依然指着从前叫作茅潭畈的地方
并且从记忆里钩沉着零星的传闻
问询七十多年前离家远行
就再没有回乡的父亲的事情
好像他是在不久以前
才在茅潭畈告别故乡

我回头向临浦镇走去
一步一步远离了
我第一次造访的故乡
不管走到哪里，我再也忘不了
世界上有一个
跟我有着血缘的
二百五十户的村庄
有一棵古老的，
比我的祖父年纪还大的樟树
有一方古老的，
曾照过我父亲幼年面影的池塘
——选自《邵燕祥诗选》

■文/ 邵燕祥

去年秋天，匆匆过萧山，各样新的风光、
新的建设，我不忙着看，因为还会日新又新；
我想要访访旧迹，怕的是很快就会从地面上
也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了。

朋友说带我去看看蔡东藩故居。我视蔡
东藩如故人，他写的历朝通俗演义，从先秦到
民国（民国部分最后由许廑父补齐），四十来
本，陪伴了我的童年，是我中国历史的启蒙
书。如称故人，也只能说是从未谋面的忘年
交，因为他在 1945 年六十九岁逝世时，我刚
从小学毕业。

抱着这种妄攀知己的世俗感情，从临浦
镇热闹的街市转入小巷，又是三转二转，叩开
两扇板门，窄长天井里，堆积了一垛木柴之
属；眼光从正房转到柴垛后面的厢房，一楼一
底，现在无人居住，更显得“暗牖悬蛛网，空梁
落燕泥”的样子。这就是蔡先生在每卷书序
末题曰“古越蔡东帆识于临江书屋”的那个临
江书屋么？

故老相传，蔡东藩当时以卖文为生，家中
连书都没有，这我很难置信，洋洋数百万言的
著作，不但以正史为经，还要以野史为纬，全凭
记忆，怎么可能？无非是形容老先生四壁萧
条，非“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的大气象
也。近年搜集他的遗物，仅得一买菜的筐子，
这一点也不奇怪，文人身后，应以文传，而不是
以器物藏品传，毋宁说，这倒是合乎常理的。

据说近年萧山对这位乡贤很重视了，因有
开放故居以示纪念之议。蔡家当年租住的这
间厢房，是萧山金家的房产，并不是独门独户，
建筑亦无特色，所处位置，不知道在市镇规划
中会不会有动迁的一天。即使投资修葺，最后
也不过是小天井里整旧如新的一楼一底罢
了。似乎倒不如索性不作恢复故居之想，只萧

山图书馆中辟一专室，将蔡先生著作的各种版
本，并根据他序文中提到的参考书目，尽量搜
集展览；至于他的故居，可以画图标志方位，照
片略示大概就行了。

从萧山回来，拜读萧山刘宪康先生的《山青
花欲燃》一书（杭州出版社），他在《毛泽东与蔡
东藩》文中，提到毛泽东曾说“不仅《二十四》史，
稗官野史也要读”的话，并且说到毛泽东与蔡东
藩这部著作的因缘：毛泽东率红军经过长征胜
利到达延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总是千方百计
挤出时间读书。1937 年 1 月 31 日，他专门致
电党中央驻在西安工作的联络局局长李克农：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
义）。”毛泽东说的“整个中国历史演义”，指的就
是蔡东藩所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著名作家萧三在《窑洞城》一书中写道，
1939 年春，他在延安亲眼看到毛泽东在阅读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的《宋史通俗演义》。
毛泽东对萧三说，这是他托人特地从西安买
来的。蔡东藩著的这套通俗演义（石印绘图
本），毛泽东十分珍爱，一直把它从延安带到
北京，至今仍整套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的书架上，其中《清史通俗演义》还放在自己
的卧室里，看来是他晚年再次翻阅过的多种
书中的一部了。

近年出版的有关毛泽东读书的书，我都没
有读过，见到这里转述的内容，才知道毛泽东
亦“有同好焉”。所说《清史通俗演义》的石印
绘图本，我家原来也有一套，1949 年借给朋友
遗失了。我现在保存的是全套“民国二十四年
七月（改版后）二版”的铅印本，上海会文堂新
记书局发行。会文堂主人邵氏是萧山下邵村
人，据说与蔡先生不仅是出版者与作者的关
系，也不仅是乡谊，而且是互为援手的朋友。

（本文是1999年邵老走访临浦蔡东藩故居
后次年4月所作）

编者按 8月1日，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邵燕祥在睡梦中安然离世。这位祖籍萧山临浦的乡贤，曾任中国作协第三、第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著有诗集
《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等，有《邵燕祥抒情长诗集》。邵燕祥的叔叔邵驹是原临浦医院医生，为中国共产党杭州支部早期负责人。

邵老生前一直关注着家乡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对家乡的文学新人多有提携。2010年曾为萧山日报的《夜航船》一书作序。邵老离世的消息传来，大家纷纷撰文，
表达对邵老的哀思。本期刊登的是邵老的三篇为家乡而创作的诗文以及杭州市文联原副主席陈涛、原《江南》杂志资深主任编辑楼奕林的纪念文章。

■文/ 陈涛

认识燕祥老师已有 30 多个年头了。
1987年夏秋之交，刚成立不久的萧山文联“奢
侈”了一把，在刘庄举办笔会，适逢燕祥老师
陪同已第三次访华的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也
入住刘庄。在萧山乡贤、诗人陈继光的牵线
下，得以与两位中外文学大家晤面。后来，因
为工作的原因，与燕祥老师的联系就比较多
了，有了向他讨教文学以及文化工作的机
会。接触多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也在改
变。从初识时令人敬畏的著名作家，逐渐演
变成和蔼可亲的邻家大哥。而我，也被他称
为“老弟”。

初读他杂文的人，一定对他留下刚正不
阿、不媚时俗的印象，完全是言辞犀利的铁面
硬汉形象。而日常生活中，恰恰展示的是他
个性的另一面：平和、善良、热心。有一个细
节一直在我眼前：当时萧山文联还在文化路
办公，我们几个人一起从市心桥过马路。我
比较粗心，在前面走，偶尔转过头去，却发现
年届五十六七的他正半侧身子，左手攥着大
他三岁的文联秘书长陈汉阶的手，右手扶着
腰，一路护送过去。我不由得乐了：这不是小
学生扶老爷爷过马路的场景嘛！用餐，我们
并不讲究，饿了便在街边小店坐下就吃。那
一次不巧碰到两个壮汉发生了口角，吵着吵
着便动起了手。只见燕祥老师嗖地蹿起来，
我们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已经端起煤炉
上的油锅，跑出了饭店。事后的谈论就比较
轻松了，他开玩笑说，男人打个架，有时还真
阻止不了。对骂是意见表达，动几下手是意
见的进一步表达，就像国与国。我们若阻止
不了冲突，那一定要控制事态的扩大。一锅
油泼到身上，那可是引爆原子弹了。我们听
了哈哈大笑。

去北京出差，燕祥老师家是必到的打卡
点。不管日夜，不管寒暑，电话过去准在。不
管手头有多少稿约，人到了一定放下手头的
活，陪着聊天。给我的感觉，就像小时候钥匙
忘带了，或者家长不在家，走进邻居家就可以
吃上热乎饭一样随意。我出第一本诗集，他
耐心地一首一首帮着挑选。拟定书名的时
候，他说现在是个好时代，也是个有许多不足
的时代，正像书中的诗一样，就叫《青铜时代》
吧。书名就这样定了，那是1988年。燕祥老
师对家乡的事格外热心，听说萧山文联与教
育局联办《学生文艺报》，想请他题报头，他摇
摇头说自己题写并不是最合适，最合适的是
冰心老人。冰心题报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
我喜出望外。不久，萧山9万多中小学生的手
中有了冰心奶奶题写报头的《学生文艺报》。
1999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各地都在准备
最优秀的作品参展。萧山的微雕艺术家冯耀
忠打算为此创作一件大型象牙微雕作品。但
微雕的内容放什么呢？宣传部王玉明部长召
集我们出主意。我的建议是把整本《历代诗
人咏萧山》的诗雕到书名上，书名由萧山最有
名的诗人题写。电话打给了燕祥老师。接到
电话的他犯嘀咕了：300多首诗，23000多字，
要雕在他题写的七个字上，这怎么成？想了
好一会，颇为负疚地对我说，我把字写得大一
点吧！仿佛是他给雕刻者出了难题。我听后
连连说不用不用，一二尺见方就够了。收到
邮件的时候，我的眼睛有些滞涩了，因为我看
到了同内容的两幅字，一幅如我所求，另一幅
则大了很多很多……

就这样，不管他的成就和地位有多高，也
不管各种褒贬评说，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那
位亲切的有担当的邻家大哥。

（作者系萧山区文联原主席、杭州市文联
原副主席，知名诗人）

■文/ 楼奕林

昨晚，好几个朋友都发来了章诒
和写的微博：“惊闻邵燕祥于昨日（8
月1日）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之前读
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
圆满。”是章诒和写的，应该不假。但
我还是不相信。因为前段时间与燕
祥老师夫人谢文秀大姐通电话，问起
燕祥老师的身体，她还说不错，只是
耳朵听力不好，所以一般不接电话。
记得武汉医生李文亮死时，我写了一
首诗《李文亮》，燕祥老师看到了，让
谢大姐给我发微信：“邵敬告：刚才读
了你悼念李文亮的诗并前言，如同见
到你的推心置腹，始终怀抱初心——
这两个字，（这里我删去几个字），应
该还它的本真和纯洁！多保重。在
你住处注意隔离，切勿扎堆！”好好的
燕祥老师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我
还是不相信。犹豫很久，我还是忍不
住给谢大姐发了微信，弱弱地问：“网
上在传燕祥老师的事，是真的吗？”不
久，来了两个字：“真的！”后面是一个
流泪的人脸。微信都是他女儿回的，
告诉我是心源性猝死，但很安详，明
天就火化，不搞任何追悼形式。燕祥
老师走得安详，应该是前世修来的福
分。证实这消息时，我没流泪。但夜
深人静躺在床上，我的眼泪却情不自
禁地流了下来。又一个我敬佩的人
走了！

燕祥老师这一刻应该已经升天
了！不搞任何告别仪式，虽然因疫情
不允许搞，但这也是他生前的遗愿，
他嘱咐过儿女，一切从简，葬在树
下。燕祥老师最后还是死在心脏病
上。他因心脏病开过大刀，刀疤从上
到下，简直像开膛剖腹。他曾给我看
过刀疤，当时我吓得闭上了眼睛。

燕祥老师祖籍萧山，我与他是老
乡。如没有诗歌，我八竿子也打不到
他。因为诗歌，而认识了这位先辈诗
人。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
《诗刊》任副主编。有次来萧山寻故
乡，下邵村已那有了他家的老屋，但
族谱上有他的大名。他从前一直认
为自己是北京人，因出生在北平（北
京）。父亲辈就从故乡出来。看到族
谱，他才相信自己是萧山人。

我和燕祥老师认识已有近四十
年，偶尔通通信打打电话。他来杭

州，会和我联系。我去北京，会去看
他和谢大姐。他出了书，会给我寄一
本。我出了书，会寄去请他指教。每
次他都很认真地看，有时写很长的文
章评论。前前后后，燕祥老师寄给我
24本书，但我很愧疚地说：我好多都
没像他那样认认真真地看。真是非
常对不起他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
认真补上。几年前，《诗江南》约稿要
我写一篇燕祥老师的文章。我曾写
过冀汸的文章，近2万字，写他一生的
遭遇和作品评析，所以约我再写燕祥
老师的。但我对冀汸老师的人和作
品太熟了，所以容易写。而燕祥老师
的作品我半生不熟，得与他长谈，他
人在北京，采访很难。此事我与燕祥
老师说起过，他没拒绝，说：“我们认
识已有30年了，是该好好聊聊。”燕祥
老师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采访，但我因
怕这事办不好，鉴于上面的原因，最
后推荐唐晓渡来写。唐晓渡是诗歌
评论界的权威，人又在北京，是最合
适的人选。后来，《诗江南》发了唐晓
渡的文章。燕祥老师收到稿费时，来
问我：“我没寄稿子，怎么给我寄稿费
了？”他还不知道唐晓渡写了有关他
的文章。这件事我现在想来，非常遗
憾没与燕祥老师好好长谈，是我极大
的损失，也是非常对不起燕祥老师
的。

人一辈子，会爱很多人，会亲近
很多人，但让人敬佩的人，不会太
多。我说我这一辈子，只敬佩四个人
（都是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冀汸、邵
燕祥、洪廸、周素子。他们都比我大
十几二十多岁，是我的老师，是我的
忘年交。他们都遭受过种种磨难，但
都顽强地活下来，以自己的良知和学
识，不懈地学习、写作，不忘自己的文
学初心，说真话，讲人话，为后人留下
宝贵的文学财富。正如燕祥老师写
的书：“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我
敬佩他们的学识才华，更敬佩他们的
人品人格，他们是“中国文学界的良
心！”

今天，燕祥老师已化为一缕青烟
升上天空，我不能去北京为他送行，
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燕祥老师，一路走好！
（作者系萧山楼塔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原《江南》杂志资深主任编
辑。）

山阴道

再回萧山有感

（邵老2006年作）

莼鲈故事感千秋，
生小京门旧巷稠。
何问歧山封召邑，
况从汴水下杭州。
不劳典史查三代，
已自尘嚣集百忧。
一井独存庐墓灭，
于无家处有乡愁。

永远的邻家大哥

痛别燕祥老师

1987年8月，萧山文联组织部分文学创作骨干在西湖国宾馆举行暑期笔会。邵燕祥先生（右四）陪同
第三次访华的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来杭州，正好也下榻刘庄，与大家欢聚合影。

2018年5月，邵燕祥老师在杭州小住时与友人留影。左起：汪浙成、邵燕祥、谢文秀
（邵老夫人）、楼奕林、杨敏生。

2013年4月，邵老携夫人赏湘湖美景。马毓敏摄

萧山访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