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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延河》杂志原副主编、著
名作家贺鸿钧（笔名贺抒玉）老师
在中秋节前夕的 9 月 10 日仙逝，
无比悲痛。本想前往吊唁，送老
师最后一程，然而，拜读老师的最后
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无
谓抢救，让身体受罪，儿女受苦，医护
受累，浪费国家钱财。妈妈年老多
病，已经九十岁了。人总是要去的。
要懂得爱惜你们自己，这才是妈妈最
大的心愿。请你们记住以下内容：不
接收花圈，花篮，挽联，挽帐，条幅，唁
电，礼金等。也不要发讣告。不设灵
堂，香烛，香案，不烧纸钱，放炮。一
切亲人不戴孝。需要的话，家中只摆
放鲜花。不吊唁，不送别，不举行遗
体告别仪式，不播放哀乐。也不要报
道。只需亲属陪伴到最后。骨灰与
你们父亲安放在一起……”我深感震
撼，再一次为贺老师的清正人格、豁
达胸襟与高风亮节所折服，只能含泪
遥望南天，默默祝祷：敬爱的贺老师，
一路走好啊！

扶持文学后辈，像憨厚的父兄

我与李若冰、贺鸿钧老师相识，
缘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诗集
《玫瑰色的夜》时，去请李若冰老师撰
写序言。敲开门，第一位接待我的就
是贺鸿钧老师，她听完我的请求，像
一位邻居大姐一样热情地让我坐下，
给我倒了一杯茶水，询问我的创作经
历和收获。我一一作答后，她十分高
兴地向我祝贺，说：“我读过老杜（杜鹏
程）和韩望愈为你写序的《深沉的爱》，
你的报告文学写得像小说一样，很有
诗情画意呀！”随后，她唤醒正在小憩
的李若冰老师，李老师满口答应。后
来我才得知李老师当时正在整理自己
的作品出版，十分繁忙。写好后，他还
分别邮寄上海《文学报》和北京《文艺
报》发表。虽然对我鼓励很大，但是给
我写序言，对他整理自己的作品影响
不小，让我十分愧疚……

1990 年 7 月初，陕西人民出版
社、陕西省作协、陕西省文联和三原
县委宣传部联袂要为我刚出版的新
书《“囚犯”的苦恋》召开首发式和座
谈会，我给时任省作协党组书记的李
若冰老师送请柬，李老师看罢请柬和

我呈上的样书，高兴地说：“我一定按
时参加！”贺老师也在一旁鼓励有
加。两位老师扶持后辈的热情，让我
永远铭记。

2002年 3月 9日，我的小说散文
集《雾锁桃花塬》座谈会，在三原县举
行。那天，时任陕西省文联主席的李
若冰老师携时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的著名评论家肖云儒、时任陕西省作
协副主席兼陕西省评论家协会主席
的著名评论家王愚、时任《小说评论》
主编的著名评论家李星、时任陕西省
作协党组书记的著名作家赵熙等风
尘仆仆，前来参加我的新书座谈会。
李若冰老师发言说：“吴树民是艺术
上的多面手，艺术感觉非常灵敏，在
我们省是非常有实力的作家。他的
作品自然、朴素、真实、鲜活，有很强
的感染力。”他和各位大家的发言，对
我鼓舞很大。会后，我邀请他和参会
文友们到于右任当年回乡十分喜欢

的明德亭用餐。李若冰老师十分兴
奋，一边用餐，一边继续探讨我的作
品，不知不觉多饮了几杯，喝得十分
尽兴，满面红光。次日上午，贺鸿钧
老师打来电话，不无责备地说：“你李
老师有糖尿病，你不该让他喝那么多
酒，吃那么多八宝甜饭。”我不知道这
些呀！急忙连连道歉……然而，贺老
师对李老师的关切爱护之情，却深深
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从此，这对文坛比翼鸟和我交谊
渐深。

自强不息，终成一代名家

陕北人常以“米脂婆姨绥德汉”
而自豪，但更让陕北人自豪的是1928
年出生于米脂书香门第的贺鸿钧，我
认识她时，她已是誉满三秦的著名作
家贺抒玉。她虽已年过花甲，却依稀
可见当年的风韵。她的花季，有无米
脂美人貂蝉那样娇艳绝代，我不敢妄
加评判，可她的人品、文品，我敢断言
貂婵远不及其项背。上中学时，她的
作文《我的奶妈》就得到鲁艺老师的
赞赏，15岁就参加了绥德分区文工
团，成了一朵吐香怒放的山丹丹花。

关中人常以“三原桥、泾阳塔”而
骄傲，但更让关中人骄傲的是 1926
年出生被卖给云阳镇杜家的虎娃，
上世纪 50年代就成了神州杰出的散
文大家李若冰。

李若冰本姓刘，父母生有9子，他
排行第 5。因世道不平、家道艰难，3
个孩子被父母卖掉，他就是其中之
一。所以，他的生辰完全是自己猜度
的。幸运的是养父母疼爱他，共产党
更疼爱他。刚满12岁，他就参加了儿
童抗战剧团，挂上了八路军臂章，不
久，多才多艺的他当上了儿童团长。

在延安，经过在部队艺术干部训
练班、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和鲁艺文学
系的学习，虚龄18岁就成为党旗上一
根纤维的他，又一头钻入文学的烟海

之中，他读鲁迅和“五四”时代作家的
书籍，读《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
义》等中国古典名著，读俄国文豪普
希金、屠格涅夫、髙尔基等人的作
品。凡在延安能寻到的文艺书刊，他
都搜来阅读，如饥似渴，废寝忘食。
在延河畔，他多次看到负重跋涉的驼
队，心驰神往，于是，自起笔名沙驼
铃。后来，不管是抗战胜利那年到中
宣部工作，还是解放战争开始到一野
四纵骑六师政治部、西北军区政治部
工作，在战地办报，无论是在硝烟弥
漫的清晨，还是在星光灿烂的深夜，
他手中的笔总是不停地倾吐着对未
来的憧憬，对人民的深情，对正义的
赞颂。

“一唱雄鸡天下白”。望着欢庆
新中国的礼花，他从部队转业到北京
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进修，得益于
许多文学前辈，结识了许多文学朋
友，看了许多中外名著，博览了许多

文史典籍，开始发表短评、诗歌、散
文、小说等文学作品。

1953年6月6日，共同的命运、共
同的追求、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志
趣，使他和贺抒玉在文学女神的撮合
下结为比翼鸟。李若冰从中央文学
研究所结业回到作协陕西分会不久，
和野外地质勘探工作者结下了不解
之缘。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散文
《陕北札记》之后，西出阳关，参加了
甘肃酒泉石油地质大队的野外活
动。翌年，跟随地质勘探者的队伍，
第一次闯进柴达木盆地，还担任了勘
探大队长。火热的生活，异域的风
情，沙漠的浩瀚，使他文思如泉、笔底
落珠，陆续发表了《勘探者的足迹》
《在柴达木盆地》等 10 余篇散文。
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
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同年，被
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6年，周恩来总理点名接见几
位作家，李若冰是其中之一。周总理
对李若冰说，你很年轻啊，希望你继
续写出反映大西北地质工作者故事
的好作品来。

柴达木，像聚宝盆似的吸引着
他。1957年，他第二次迎着戈壁风
沙，闯进它的腹地，走一路，写一路。
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了
《柴达木手记》。

他刚刚告别西北的飞沙走石，又
扑进东北的沃土密林；刚刚领略了祖
国名山大川的壮丽，又去饱览江河湖
海的雄浑。一篇篇特写、小说、散记、
报告文学，像一只只报春的燕子，飞
向各种报刊杂志，先后结集出版了
《旅途集》《红色的道路》和《山，湖，草
原》三本书。

笔耕不辍，作品享誉文坛

贺抒玉 17岁就和姐姐贺鸿训合
写了秧歌剧《喂鸡》，经周扬推荐，
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

出版时由著名诗人贺敬之写了前言。
上世纪 50年代，贺抒玉从中央

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习归来不久，
就出任《延河》副主编，乐为他人作
嫁衣，经她编发的不少优秀作品，享
誉文坛。

1965年，李若冰从大庆油田归
来，想实现他心中向往已久的小说

梦。然而，“文革”风暴理所当然地将
这对文坛鸳鸯卷到了他们本不该去
的荒野茅舍。他去了“五七干校”，她
去了户县农村。他们手中的笔，也变
得生疏艰涩了。

雨过天晴，玉宇澄清。李若冰沿
着党中央、毛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主
要路线，走了半年，依然边走边写，
1978年，结集出版了散文特写集《神
泉日出》。次年，作协陕西分会恢复，
他被选为副主席兼秘书长。

1993 年，他不顾 66 岁高龄，偕
夫人贺抒玉并与已故著名诗人李季
的夫人李小为结伴，重走大西北，继
续浓墨重彩地描绘地质勘探者和石
油工人的苦乐年华。是年，他被选
为陕西省文联主席。同时，将以扶
持文学新人为主的《高原语丝》奉献
给读者。

贺抒玉长期从事扶持陕西文坛

中青年作家的崇高事业，沙里澄金，
慧眼识文。听说延安大学一批学生
在陕南一家工厂深入生活，写出作
品，她便和女作家问彬（杜鹏程夫人）
风尘仆仆赶到陕南大巴山深处，一篇
一篇看稿子，一篇一篇谈意见。路遥
的第一篇小说，是她从延川县的小报
上发现，拿回来在刚刚复刊的《延河》
上发表。平凹、忠实、亦夫、韩起、谷
溪……一批批中青年作家的崛起，都
融进了她的心血。为此，她获得编审
职称，并于1988年荣获中国作协老编
辑荣誉奖。

在工作之余，她笔耕不辍，一篇
篇精美的小说、清雅的散文脱颖而
出，被评论界誉为“大西北文坛的一道
彩虹，是陕北女性中的佼佼者”。她的
小说《视察工作的时候》，被选入花城
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
《我的老师》被选入《全国儿童短篇小
说选》；《红梅》被选入《1949-1979年短
篇小说选》，并由外文版《中国文学》翻
译向世界介绍。近年来，她先后出版
了小说集《山路弯弯》《女友集》和散文
集《琴姐集》《乡情，人情》。

李若冰、贺抒玉相濡以沫已43年
了。这对心心相印的文坛比翼鸟，生
活上默契，抱负上通达，创作上出
新。他们共同献给读者的散文集，就
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爱的渴
望》，字里行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
对人民、对普通劳动者的深情，也奔
涌着他们之间爱的激流！

而今，这对令人敬仰的文坛比翼
鸟，又相聚在遥远的天国……□吴树民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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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先生是由临潼北上延安，又从延安南下的走
一辈新闻工作者。他担任《陕西日报》总编辑期间，励
精图治，致力改革，功劳卓著。

我早年在《陕西日报》工作期间，他是我的老领
导，也是我业务上的引领者。我钦佩他作为人民记者
为百姓说话的责任感和平民化的文笔，素来以他为师
长。张光先生待人亲若兄长、处事常有大气。在一次
沣河游泳中曾救我于险境，我曾著文感恩。几十年
中，每思及此便不由感动。

在去年省上春节团拜会上见到他，立即趋前问
安，谈及青年时代的往事，分外亲切，真是“昔人已乘
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
载空悠悠”。张光先生，一路走好！

□肖云儒

痛悼张光先生

1990年，作者与李若冰夫人、著
名作家贺鸿钧合影。

2002年3月9日，作者与陕西省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李若冰（中）、陕
西省评论家协会主席王愚（右二）、著名评论家肖云儒（左二）、李星（左
一）在《雾锁桃花塬》座谈会后合影。

令人敬仰的文坛比翼鸟
——缅怀著名伉俪作家李若冰、贺鸿钧

一口水井，它在陕西洛南石门镇街道背后的村
子里。

这口水井什么时候打的，具体时间没有人知道。
问及附近的村民，他们说，这口水井年龄可大了。

从刚修缮的井沿、磨光的辘轳摇柄，可以看出
它的沧桑。磨得光滑的辘轳摇柄，摇出一个又一个
故事。

这口水井养育了多少代人，谁也说不清楚。在
当今有了自来水的年代，这口井仍然在发挥着自己
的作用，每天仍然有村民来井边打水。

我在这口水井边发现了一块民国时期的墓志碑。
碑额和碑身被打破，并且分离，碑身还被凿了

一个圆孔，用做穿辘轳的长杆。碑头放在旁边，新
的碑头是用水泥和砖块新叠加的。碑身下面的基
座用水泥和石块固定起来。

从石碑残缺不全的遗留内容看，墓志的主人姓
马，名兴义，字宜生。碑文中主要对其生平及事迹、
为人、处事、德惠等做了简要介绍，还有立碑人的姓
名等内容。

目前能看到的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字样，以及落款对主人的解释“北平民国大
学毕业现任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略阳县党支部书
记长县高小学毕业陕西省第四区雒（洛）南县地
方行政幹（干）部训
练所毕业”。

或许主人就是
洛南石门人，在他去
世时，后人为他立了

这块墓志碑。从碑石的内容可以推
测，这或许是一个与洛南有关的民
国时期名人，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曾
经为略阳县党支部书记，有可能为
新中国的成立作过贡献。或许从这
块碑石，可以解释洛南石门解放前
的一些历史故事、文化变迁等方面的
历史内容。

这块墓志碑怎么到水井边，用来
压辘轳柄，应该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另外这块墓志碑的主人是否在洛南县
的县志有记载，不可而知。 □岳红记

晚明旅游之风盛行，西湖吸引着来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作为一个“都市文
人”，张岱有关西湖的作品多达 76篇。
对于他而言，西湖不仅仅是一泊湖水，
更是一生岁月的留影。以《西湖梦寻》
为代表的西湖小品文是张岱“留之后世
以西湖之影”。纵观张岱的西湖小品
文，多描写西湖旅游消费的繁华热闹场
景和游客们的旅游娱乐活动，散发着浓
郁的生活气息和盎然的情韵。旅游服
务形态的产业化、旅游消费观念的奢侈
化以及西湖旅游的节庆化是张岱西湖
小品文对晚明西湖旅游书写的三个重
要内容。

明中晚期商品经济发达，杭城市民
崇尚弃儒经商、弃农就贾之风。市民群
体开始关注商机，创造新的工商行业，
特别是围绕西湖旅游大做文章。此时，
杭州以西湖为中心的旅游产业再度兴
起，其从业者大多为杭州市民。这些市
民作为一个城市群体，主要有西湖轿
夫、船夫、戏子和小商小贩。后世人们
开始关注西湖旅游从业者，重评其价值
并注重其生存权利：“游观虽非朴俗，然
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
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
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
业，反不便于此辈也。”

西湖旅游群体的出现和旅游服务
这个新行业的兴起，源自于市民需求。
中晚明时期西湖的重修和景点恢复，使
西湖重新出现了大量游客，游客带着多
重的游玩需求而来。市民群体在西湖
的聚集，给西湖带来了大量的游人群
体，从而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大量的商

机和生存的希望。如七月半时，西湖之
上“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到西湖香市
时，就算是杭城内，也是“寓无留客，肆
无留酿”，这为旅游从业者提供了大量
的从业机会。

西湖红船为游览西湖的游客提供
了更多的商业和娱乐服务。西湖红船，
实质是指西湖上的小商小贩。这些船

“酒棹游橹，往来交互，歌吹之声相闻，
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无日而息
也，其盛矣哉”。这些红船还为游湖者
献技献艺，她们都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的
享乐而产生的城市旅游从业者。随着
西湖旅游的发展，西湖边也出现了大量
戏班，供游人和城市人欣赏戏曲。

明中叶以后“崇奢黜俭”的出现，是
中国古代消费方式和观念的重要转
折。西湖自南宋起，就已经有着“销金
锅”的说法了。郎瑛《七修类稿》云：“吾
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则游人
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盛之至矣。”
杭州文人还以西湖享乐作为城市象征
和骄傲。西湖周围的豪华住宅，也是城
市享乐消费方式之一。在西湖边置宅，
成为杭城人追求享乐生活的标志。西
湖边私人宅院林立，多以豪华精巧著
称。文士更重视宅院，其理想的宅院还
要能“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
文人士大夫广建园林和别墅，以至出现
大量“城市山林”。

西湖游船的精美和讲究，更能体现
西湖的享乐消费方式。城市文士和市
民最爱泛舟西湖，“钱塘士女春可怜，年
年争泛木兰船”。文人以此作为理想生
活方式和交流方式，“千金卖一舟，舟中

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
浮宅，不知老之将至”，明代西湖游船装
饰精美，船体趋向简朴小巧，看重门窗
敞豁，便于倚眺湖景。这类船，其色彩
和镀金形式，奇特而且多样化，航行设
备很完善，不致遭受水淹。

这种奢靡之风的兴起，主要原因是
城市经济繁荣、商品交换发达、城市化
进程加快。“崇奢黜俭”思想的出现，促
进了旅游消费领域奢侈之风兴盛。可
以肯定的是，旅游奢侈之风实质是追求
物质享受和精神享乐，是社会阶层尤其
是市民阶层对物欲天然性的认同，促使
文人趋向于对都市世俗生活的热衷，体
现出市民社会的趣味。

西湖作为杭州城市的象征，作为文
士、市民生活的重要场所，承载着独特
的宗教民俗和节日民俗。西湖旅游的
节庆化主要表现在西湖香市和龙舟竞
渡上。

西湖香市是杭州信仰民俗与城市
商业结合的产物。明代杭州香市开市
时间很长，“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历时
数月之久，其范围也不断扩大。香市的
形成，缘于进香参佛的香客数量之众。
每到花朝时节，来自苏嘉湖诸府甚至山
东的香客云集西湖。运河和西湖到处
是船，客栈家家住满。以进香为名、游
玩为实的市民和文士不在少数，这让城
市里的小商小贩发现了无限的商机。
佛寺或西湖景点，逐渐出现了小货摊，
直至后来百货聚集。香市百货聚集，自
然吸引大量香客前来购物。西湖香市
在西湖地域和杭城都市生活中产生，是
明代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宗教民俗新变。

西湖端午竞渡在唐代是在钱塘江
举行；到了宋时，杭州的官员则把竞渡
引到西湖之中；到明代，西湖成为竞渡
的主要场所。西湖竞渡，是杭城端午的
典型习俗。因以西湖为竞渡场所显得
有些狭小，所以西湖竞渡还具有表演和
娱乐功能，吸引了大量文士和市民前来
观看。张岱说，正值盛夏，观竞渡的杭
城人倾城而出，“西湖竞渡，以看竞渡之
人胜”。观竞渡者主要集中在断桥和苏
堤之间，“自断桥至苏堤一望，连袂落鸳
鸯之雨，招摇成燕子之风。周姬绮生，
正抛蚤笺，欲控玉骢驰骤”。文人不仅
关注竞渡民俗活动，还关注整个西湖的
热闹场景，他们可以饮酒、观渡、观人。

张岱小品文对西湖旅游消费文化
的书写，展示了晚明文士的旅游观是一
种具有功利色彩的实用主义。这种观
念使得传统文人的旅游活动的价值取
向由道德取向转变为工具取向，推动了
西湖旅游活动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对西湖旅游盛况的描写，显示了当时西
湖周边新兴旅游阶层和旅游从业人员
的崛起；对风尚奢靡的消费旅游观的书
写，颠覆了以往的消费观念，说明当时
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消费观念、从
业方式、人生情趣等文化价值观的嬗
变。这些变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一些破坏，标志
着市民阶层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当
时的旅游风尚添加了新的文化价值观
和审美趣味。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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