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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这个城市之前我一直想着一句

话：至少可以像一条鱼，默默地游过去，

再默默地游回来。

这个表达，是我向一位蒙古作家学

来的。我们访问万顷金波的草海之国蒙

古，那时他们连夸奖一句成吉思汗都会

被克格勃收拾。等他们回访北京，在欢迎

的宴会上，那位矮身材的喀尔喀人最后

一个发言。他说，原来我打算像一条鱼一

样，闭着嘴，只默默地去北京游一回。但

是我听见你在大笑。张，我听出这是心里

的笑声，所以我准备开口了。

———这句话使我感动不已，也使我

学会了这个表达。

第一天我试探着问了一下。出租司

机回答说：霍加阿布白克尔汗麻扎儿么？

知道！

但我沉默了一会儿，对出租司机说：

“今天不去。”

我回味着那句经典语言。审时度势，

我判断自己最好应该像一条鱼，默然不

语地旧地重游。我已经这样从北游到南，

游过了天山，游过了东干和哈萨克的地

区。做一条鱼是奇妙的，我甚至喜欢这种

感觉：久别的两个朋友相聚了，但他俩只

默默对视一眼，然后擦肩而过，没有交谈

哪怕一句。

遥远的喀什已被横劈竖砍地改建。

也许是托靠了地理的偏僻，此地还有昔

日风情。系铃铛的毛驴车，闹嚷嚷的巴扎

儿，货摊上做礼拜的汉子，戴着褐巾疾走

的女人。沙目时分，我站在一座高耸的寺

塔下，眺望流霞把天尽头染得一片紫红。

但这座城市是具有魔性的。由于她

的引逗，第二天我就忍不住了。坐上出租

车，我大声对司机说：霍加阿布白克尔汗

麻扎儿！

正是毛驴车的堵车高峰。

我从夏利的车窗伸出手，抚摸着一

只又一只毛驴的耳朵。一个个活灵灵的

儿童，一个个须髯蜷曲的老人，他们离我

这么近。磨亮的铜铃铛，红绒球的驮鞍，

擦着车门使劲挤过去。我估计这么挤，到

那片朦朦胧胧的街巷要用上一个半小

时。但心却莫名地兴奋，哈，还不如换一

辆毛驴车！我喊道。

在一个理发铺子门前，出租车终于

停住了，司机跳下车，跑到铺子门口，和

几个看堵车的人交谈。一会儿工夫他回

来了，领来一个戴白线编织小白帽的人。

我懂了。确实坐车是徒劳的。我下

车，迎着他行礼，知道了他叫阿卜杜买买

提：“去霍加阿布白克尔汗麻扎儿的路，

你知道吗？”

司机抱歉地拍了拍车棚，告诉我们：

“不远。他知道。他领路。”

我们跟着阿卜杜买买提，折过街角

便进入了旧城，如几条鱼进入了中亚街

巷的深潭。在一扇雕花小门旁，几个妇女

在闲谈。我们问路，一个嗓门高高、穿黑

花坎肩的胖大娘指手划脚了一通之后，

阿卜杜买买提领我们走进了巷子深处。

两边都是幽密的深巷，依偎的土屋，

异样的木栏。阿卜杜买买提在前面走，他

身板瘦削，步子却很大。我尽量追上他，

想告诉他一点也不用急。

突然发现相机没有电了，走过一个

维吾尔少妇开的铺子，她的一打子电池

居然只要两块钱，但和她聊天有些不合

适。继续走，几个儿童眨着水灵灵的眼睛

盯着；还有一个穿长裙的慈祥老大娘，在

井台边汲水边看我们。我真想留在他们

这儿，可是，两脚却只能追着阿卜杜买买

提。

又绕过了一座小寺，又转过了一个

街角，诱人的生活水一般慢慢漾动，但是

鱼却不能停下来。

阿卜杜买买提表情严肃。这维吾尔

汉子戴着一顶白线小帽，头上沁出汗珠。

离开雕花门大娘以后，他从一个涝坝边

上，转进一条巷子。那是维族人汲水的涝

坝，我照相时耽误了一会儿，收起相机已

经落在后面。阿卜杜买买提在前面快步

疾行，又转过一座黄砖贴面的小寺。

我追上他，又说起不知重复了几遍

的话：

“霍加阿布白克尔汗麻扎儿……？”

“路吗？是对的……”

他一连地说了一大串。他满头是汗，

敞着灰白的夹克，脚步更快了。

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四周都是院子，

令人懊丧的是都挂着锁。阿卜杜买买提

开始轻轻地叫门。“……
'()(*

……”没有

回音。“……
'()(*

……”他再叫，一声比

一声高。奇异的静寂，默默地环绕着。

我安慰地对阿卜杜买买提说：“霍加

阿布白克尔汗麻扎儿……？”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找到霍加阿布

白克尔汗麻扎儿就可以了，我们不用麻

烦主人，不是要和主人见面，只是到麻扎

儿探望一下。

阿卜杜买买提急坏了。他倔犟地回

答：“……霍加……麻扎儿……”

我活该。谁叫我这么多年不下功夫

学维语。

我们听凭自己的脚，无精打采地走

着。一座黄砖砌的小寺，又绕过一个栽着

老树的涝坝。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了雕花

的小门，穿黑花坎肩的胖大娘站在门口，

正瞪着我们。

站在一旁看着雕花门胖大娘训斥阿

卜杜买买提，我心里过意不去。但是缺乏

词汇，我说不清我们只是鱼，只想在水里

游逛。去那座麻扎儿只是为了到达，并不

用找到麻扎儿的主人。但胖大娘不理睬。

她显然是那种有指挥才能的女人，不管

我的朋友阿卜杜买买提满头大汗，只管

把他教训了一顿。

我找不到词儿，只能在一旁微笑。训

斥还没有结束，一驾毛驴车驶过路边，胖

大娘突然吆喝一声，赶车的汉子赶快勒

住了毛驴。他们谈了一会儿，胖大娘就笑

了，挥手示意我上车。我犹豫了一下。但

放弃找麻扎儿多不好意思，于是糊里糊

涂爬上了毛驴车。

铃声叮咚，车子掉头，当我们朝来路

驶去时，我发现阿卜杜买买提窘窘地站

着，目送着我们。我大叫着与他告别，而

毛驴车已轻快转弯。

在那一阵快速维语中，一定是胖大

娘主持了一切：阿卜杜买买提被罢黜，赶

车的粗壮大汉接受了向导使命。

一路的风景重新展开。

我怀着对阿卜杜买买提的歉意，向

赶毛驴车的黑壮汉子阿卜杜克里木问

好，作自我介绍。毛驴车轻灵地小跑着，

不时有一个搭车的人一跳坐上车帮，不

说去哪里，也不问多少钱。路过了熟悉的

涝坝，又路过了黄砖的小寺。阿卜杜克里

木走得一步不错。显然胖大娘讲得清楚，

他也听得准确。可是麻扎尔锁着门，主人

也不在家，而我们依然兴致勃勃地向他

们奔去。忽然心中涌过一道热潮，不知是

觉得感动，还是觉得忍俊不禁。

看见我独自微笑，阿卜杜克里木也

憨憨地笑了。

“赛俩目阿莱库目？”“阿莱库目赛俩

目。”“去霍加阿布白克尔汗是这个路？”

“阿布白克尔汗麻扎儿是这个路。”我们

费力地交流，我们艰难地接近。我们是

鱼，失去了美好的语言。我们只想默默游

向你，我们只想和你们在一起。霍加的麻

扎尔只是一个引子，只是系着我们的一

根绳子。但是———领我们去吧！让毛驴车

驮着我们，奔向锁着门的麻扎儿，寻找不

在家的阿布白克尔汗吧！

又到了那个四合的空场。

又是那座锁着的门。又是敲门和没

有回音。

我心里有一点好奇，不知阿卜杜克

里木有什么高于阿卜杜买买提的本领。

我甚至觉得这一天的体验已近尾声———

难道鱼不是已经满足了愿望？不是已经

在维吾尔的巷子里走了个够？……天色

已晚，该打算一下去哪儿吃拉面啦。

阿卜杜克里木的表情严肃了。一瞬

间，他和刚才的阿布杜买买提宛似一对兄

弟。他愣愣听着我的拉面邀请，好像我的

这个简单句又说错了。他微驼着虎背熊

腰，咚咚地走过空地，到了另外一条巷子。

那儿站着一个戴眼镜的文雅女人。

一看就猜得出，她是一位女教师或一位

女苏菲。她像早就等着我们一样，不等我

们的黑壮汉子开口，便滔滔不绝指示一

番。我们的驾驶员立即转身，我也跟着，

回到空场找到另一扇门，一敲，门开了。

走出来一个看麻扎儿的穷人，那人

真是一身褴褛。

他一言不发，摸出一串钥匙，走到角

落，打开了一座锁着的破木门。

门开了，里面是一座古老的墓。

主角轮到了我。

是的，你这来自北京的东干。你不是

要找霍加·阿布白克尔·汗·麻扎儿吗？现

在你找到了。不要说我们维族人不虔诚，

当着穆斯林却不知麻扎儿在哪儿。我们

的阿布杜买买提不行了阿卜杜克里木

上，一定让你不是找到霍加买买提汗麻

扎儿、也不是霍加克里木汗麻扎儿，而是

你从北京一千里路来寻找的、霍加阿布

白克尔汗麻扎儿！

瞧，我们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请你讲

话，东干朋友！

我站在酷日晒裂的土坯墓前，半张

破碎的草席铺在深陷的松土里。左和右，

两边站着看墓人和车夫阿卜杜克里木。

看墓人低着头，阿卜杜克里木神态庄严，

站定后他们再不出声，静静等着我。我还

无法猜透他们的深奥。我想哭但觉得说

清这股泪水的词儿不够，如肌肤触摸一

般，我真实地觉得：他们实在是太纯朴

了。

于是我对着远逝的霍加阿布白克尔

汗，念起了追悼的篇章。

天空上，一个白炽的太阳悬挂着。我

一边念一边感到满意，今天的调子很准，

维吾尔人会满意的。最后，大家都捧起

手，表达共同的祈求———意识到一切要

结束了，我心里那么舍不得。

握手，道别，再拉手，又告别，我们乘

上了黑粗汉子阿卜杜克里木的毛驴车，向

归途走去。暮霭已经罩住小城，日落的时

分快到了。毛驴车颠簸着，我打定了主意：

要拉阿卜杜克里木一块去吃晚饭，最好能

把戴白线帽的阿布杜买买提也找来。

远近的寺里传来了梆克声。这维吾

尔的唤礼，简直是纯美的音乐！别看它来

自阿拉伯，但比阿拉伯人的声音更悦耳。

它一声飘去，远远传开，如同解释，又像

赞叹。

我听得入了迷。

不一会儿车到了———一扇雕花的木

门前。

穿黑花坎肩的胖大娘欣喜地望着我

们。她做着一种庆祝我们从麻扎尔归来

的快乐表情，脸上如写着欢迎的字样。我

还没来得及想出一个词儿，她已经一手

掀开了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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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晋陵月色》
薛焕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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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历史上曾称晋陵。

晋，进也，“太阳出，天地明，日出

万物进。”汉高祖将延陵改为毗陵，晋

惠帝将毗陵改曰晋陵，这是何等充满

希冀！

从晋至明的
$+""

余年间，晋陵之

名一直荡漾在常郡这方土地上，只是

在明清以后才慢慢远去。

秦时明月汉时关。晋陵是对这座

城市的记忆，月色是对这方土地的依

恋。曾经的风物虽然已经远去，却像朦

胧月色萦绕在眼前。因此，我给这本集

子定名为《晋陵月色》。

有人常常这样设问：生活了一辈

子的这座城市，究竟是什么魅力使你

这样如醉如痴？回答只有一句：我深深

爱着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深深爱着这

方如此多情的土地！

借用老舍的一段话以表达此时的

心情：

老舍曾说，“我爱我的母亲，怎样

爱我说不出来。在我想做一件讨老人

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

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

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够表达我的

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

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

平也近乎这个。”现在我说，我之爱常

州也近乎这个！

东郊红梅西瀛柳#

篦梁灯火运河舟$

太湖风帆春江月#

天宁钟声音悠悠%

延陵古风郡城楼#

江南琴韵中吴歌$

阳羡春茶兰陵酒#

龙城飞花扬千秋%

这就是我心中的《晋陵月色》。

如果说夕阳下的风铃，一半回荡

的是母亲唤儿的声音，另一半就是故

乡历史的回音。这里的一山一水是我

的眷恋，这里的一草一木是我的情思。

谈到出版这本读物的时候，有必

要补充一点：在我人生经历中，一辈子

都没有想出书，而今，却破了自己诺

言，心里矛盾万分，忐忑不安。

人贵有自知之明。凭自己的学识

与阅历，不足以在别人面前舞文弄墨，

抛出一些乏味的文字去占有大家的时

间和空间。不过，我想说明一下原委：

!"",

年常州解放
-"

周年之际，我与卢

联珍同志共同承担了《记忆龙城———百

年常州旧影集》的主编任务。

这是一本反映百年常州的图文志，

市人大与市政协将此献于共和国
-"

华

诞。此集一经出版，受到市民广泛关注，

一种特有的乡情与乡恋，勾起人们对老

常州的回忆。段国强先生为此赋诗：

百年桑海一镜中#

有心觅得旧时容&

高耸城垣今不见#

幽静巷陌留遗梦&

哲人来去影朦胧#

世家传承园玲珑&

最爱古塔石桥头#

黄昏牧归惊飞鸿&

《常州日报》的李怀中先生也表示

了极大兴趣，要我在《常州日报》文笔

塔副刊上以“龙城记忆”为题，开辟一

个栏目，介绍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朋友

之约，难以推脱，于是，自己壮着胆，试

着笔，装模作样担起了栏目的主笔来。

据说，文章一出，读者不少，对文

中所提及的内容颇感兴趣，有人还与

我作起交流。一种乡情、一种对家乡的

特殊情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有

了读者的支持，加上副刊每周一期的

客观要求，逼着自己学习历史，查考方

志，访问贤达，作好笔记，不知不觉涂

鸦出
-"

余篇，文字竟达
$%

万。

于是，有朋友建议出个集子，好让

更多的人了解过去，了解常州。经不起

好言相劝、好语相诱，在大家的鼓励

下，自己开始了文稿的整理与汇集。

说句心里话，我对这座城市是这

样的熟悉，爱得又是那么深切。斗胆，

我在
!"

多年前就与人合作，创作过歌

曲《小城情思》、《大运河，我故乡的

河》，以后又写了《崛起吧，龙城！》、《最

忆江南是常州》等歌词，以表达自己对

家乡的这份情感。

在主编《记忆龙城———百年常州

旧影集》时也曾想：百年旧影，既然记

录了清末以来所摄入镜头的有关这座

城市的风物、人物，以及人们所经历的

事件与生活，何不对这部凝固的城市

画卷，作些历史回顾。诗可言志，画可

传韵，影可留神，文更可达意。于是拨

动了我的心弦。

是的，《晋陵月色》就是翻阅如烟往

事，留住曾有神韵。我知道，
-"

余篇短

文，
$""

余张旧照，无法完整反映常州厚

重的历史，只能作为文化的碎片，拼凑

起旧时的轮廓。但我相信，常郡留下的

发展轨迹，一定会唤起你我美好回忆；

这方土地留下的岁月印痕，似乎就是昨

天的梦境。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在你我面前，拍面而来的是一股

吴韵楚风！

《晋陵月色》序

序与跋 /邹宏国

! ! ! !

公元前
./0

年，季札封于延陵。至

!&$+

年，常州建邑将有
!.-&

年历史。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这种文化包括历史背景、名胜古

迹、主流意识、民间风俗、著名人物及

其文化成就，以及经济、社会活动中所

积累的各种文明成果。正是这种成果

的存在，才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

人文荟萃、人杰地灵的常州，拥有

这种灵魂。而且历代不乏像泰伯、季

札、刘勰、萧统、苏轼、杨时、唐荆川、赵

翼以及近代“三杰”等一大批铸魂者。

因此，常州也就拥有了其他一些城市

不具备的个性与软实力。

城市是需要留下记忆的，城市的

记忆在于这座城市曾经的文化与历史。

常州号称“江左名区、中吴以辅”，

是闻名江南的历史文化名城。唐代刺

史独孤及在常曾有“江东之州、常州为

大”的感言；宋代文豪陆游也发出“苏

常熟、天下足”的赞叹；连爱新觉罗·弘

历（乾隆皇帝）亦称常州是“舟车引百

越，襟带控三吴”之邦。这里漫长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优越的地理，形成独

特的城市个性。她是这样秀美，这样温

情，这样充满诗意，因此，她留给人们

的记忆是这样的深刻。

龙城故郡，似水流年，城市是有灵

魂和记忆的生命体。常州总有用心的

人懂得珍惜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以特

有的方式留住人们的记忆。

薛焕炳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士。近

年来他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传承、研究

和保护。他在城市的月色中穿行，流淌

的是对家乡眷恋与深情，望见的是月

色演绎的风景，体味的是生动复杂而

又清新宁静的感悟。

两年前，焕炳就曾与卢联珍等一

起完成了《记忆龙城———百年常州旧

影集》的主编任务，向家乡父老交出了

一份厚重的文化答卷。一年后，他又潜

入史海，对常郡武邑的人文、历史、名胜

作了系统的考证，并撰文在《常州日报》

副刊连篇发表，现又结集出版，让我们

+&&&

年历史文化的城市在日新月异的

进程中不失去记忆，保护着这座城市文

化与文明发展的脉络。这是一种自觉的

文化行为，让人们心随所动。

我相信，《晋陵月色》这本书的面

世，将会对保护常州历史文化的延续

有所帮助，能为我们领略龙城乡土人

文魅力有所引导，也为我们共同生活

和工作的这座城市喝彩给力！

作者系中共常州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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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快与慢

毗陵驿谭
!

阮 直

! ! ! !

近来，高铁故障令世人惊悚之余，我

想起了“快与慢”的老话题。

人类能达到的速度永远没有人们向

往的那么快。就说这京沪高铁的时速吧，

已经达到每小时
+.&

公里，
/

个小时就从

北京到了上海，要是能
+

小时到，乘客觉

得更好！慢了有人心烦，快了没人讨厌。

目前人类掌控的速度能满足人们对

快的向往吗？不会的，波音
0/0

的速度为

每小时
,&&

公里左右，也没听谁说“太快

了，咱们制造一些慢速飞机吧”。人类对

快速度的渴望似乎永无止境。外国人我

不知道，咱中国人对速度的驾驭愿望应

该是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们老早就

把这个美梦托付给孙悟空了。速度多快

都没人说“太快了，我受不了”。

按当今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速度，总

有一天人类制造的飞行器会与炮弹一样

快，把乘客装进炮膛，固定之后，一炮从

北京射到里约热内卢，抽一支香烟还没

到头儿人就到了。那边有个接收装置，打

开舱门，把人拿出来。其实这样的速度人

类已经掌握了，对于在外太空运行的宇

宙飞船来说就不是个问题，将来人类把

飞船运用到商业之中是办得到的。

可我就弄不明白，如果不是到了非

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时候，速度快比速度

慢就一定是件好事吗？我不信。

上世纪初，全世界最快的铁路速度就

在我国的东北诞生，那时从沈阳到大连，

用蒸汽机车跑到了
$-&

公里，叫亚细亚

号。当然这是以日本人为主跑出来的速

度，可那样的速度也没让东北人过上一天

好日子。如今的不丹王国没有高速公路也

没铁路，汽油在这个国家不如矿泉水，可

照样被世界公认为那里的人民最幸福。

速度能抢来效益、时间和金钱，可对

于想过悠闲日子的人来说，速度并无意

义。朝圣者用脚步丈量的虔诚你不能用

高铁的速度代替，等待过程的幸福最怕

的就是没了过程，一个手指一点就发的

短信情话，其价值永远比不上走了几个

月才送到手的情书。

如今我们生存的方式完全是竞争似

的拼搏了，速度自然有了实际的效应。可

速度终究不是目的吧。如果大家都慢下

来，慢得像北宋首都那样的生活方式有什

么不好？茶坊、酒肆、庙宇鳞次栉比，街市

行人川流不息，商店中有珠宝香料、绫罗

绸缎等专门经营，形形色色，热闹缤纷。一

个看城门的小卒也可以穿丝鞋，生活水平

超过当时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贵族。那时的

北宋文化昌盛、艺术繁荣。宋太祖赵匡胤

虽为“一介武夫”，却十分重视文化艺术，

很懂得文治的意义和文化的重要。由于物

质生活富裕，宋朝人生活悠闲安逸，热衷

于追求精神生活，宋人也可以随便说、随

便写、随便发表言论，不必当心被抄家、砍

头、灭族。一言不合上意也仅流放而已，换

个地方日子照样滋润。苏东坡被流放多

次，照样意态自闲，打猎吃荔枝，啃猪蹄，

饱览山川美景。北宋的人因重文轻武，重

内轻边，战争也很少。那时最快的速度就

是快马加鞭，时速也不过
-&

公里，跑上两

里地也就没了速度。可没速度的宋朝不照

样生存得安逸、幸福吗？咱现代人有吗？

速度与金钱是一个玩意，不能没有，

可多了也许就是祸害。超音速了就是炮弹，

有点闪失就没个“下不为例”了。时代的速

度人类无法遏制，但每个人自己生活状态

的速度还是有能力点一个休止符的吧，舒

缓、停顿在音乐的旋律之中都是优美。

将脚步放慢一点，我们才能尽情领

略漫天的星斗；将脚步放慢一点，我们才

能潜心阅读经典中的智慧；将脚步放慢

一点，我们才能听到别人的心声；将脚步

放慢一点，我们才能和自我的灵魂对白；

将脚步放慢一点，我们才会感知活着的

滋味有时就是啥也不干比干啥都有意

义。“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对那些整天处

于致命焦虑的芸芸众生来说，以安详作

为生命的方向，才是每天疲于奔命的人

们尽快摆脱焦虑的救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