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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汉武帝把巴蜀揉成一个益州之
后，整整两千年时间，两地都没有分开
过。从文脉上说，巴蜀是一对并蒂莲。
唐代大才子耿湋《送夏侯审游蜀》诗中
云：“更问蜀城路，但逢巴语人。”在他看
来，巴与蜀是同一个意思。从地理上说，
巴蜀山水相连，就说成渝双城之近，近得
如果重庆小伙儿不曾有过成都女朋友，
都不能叫做完整的一生，近得从梁家巷
到陈家湾都不能算异地恋。

不过，巴蜀终究是两个地方。“巴山
蜀水”既是说地貌的区别，也是说两地性
格的不同。单说语言，耿湋之后三百年，
宋代大才子的苏东坡游至巴地时写到：

“矍铄空相视，呕哑莫与谈。”（《苏东坡
《入峡》》）意思是说，他这个四川人听不
懂重庆话。四川人苏东坡显然比山西人
耿湋更清楚两地的差异。

说了这些闲话，是要引出本文的主角
梁平。在梁平不长不短的人生中，上个世纪
居重庆，本世纪居成都，如果有幸活到下个
世纪，我猜测他会落叶归根，回到重庆市渝
北区某条狭窄公路边的居民小区，再度与重
庆的老兄弟们为邻。我祝他长寿。

梁平离开重庆，是重庆诗歌界的重
大损失。不过按诗歌小弟李海洲的话来
说，这是诗歌扶贫。这些年，为了支持成
都诗坛，重庆陆续派出了尚仲敏、柏桦、
李亚伟、喻言、何小竹、赵晓梦、李永才等
诗人，多一个梁平，重庆承受得起。

刚到成都那些年，梁平频繁回到重庆
的酒局。老兄弟们会认真地敬酒，然后说，
欢迎成都诗人。梁平会把一对桃花眼一瞪，
狗日的，你才是成都诗人。一晃十八年过去
了，大家再说“欢迎成都诗人”，梁平会“呵呵
呵”笑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梁平对重庆是有情结的，他写有三
部长诗，其中之一是写给重庆的，名《重
庆书》，是他离开重庆不久后的作品。三
年以后，他推出一本新的集子，书名是
《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巴与蜀平分秋
色。2015年，他出版又一本诗集《深呼
吸》，里面绝大部分已是写给成都的诗。
最近梁平为成都写了一首歌，第一句是

“我的家在成都”，故说梁平现在是成都
诗人，是没有大错的。

写诗的人一般长相平庸，或者反过
来说，外表好看的人写不好诗。所谓上
帝是公平的，给了你一副好的皮囊，就会
剥夺你诗意的小心脏。但上帝对重庆诗
人法外开恩。重庆诗人帅气，这可以写
入诗歌史，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威猛的李
钢、柔美的李元胜、帅气的王顺彬、高大
的欧阳斌，以及俊朗的梁平。

可以靠脸吃饭的人，多会不由自主
地偷懒，但梁平勤奋。从上世纪七十年
代“上山下乡”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写下

“贫下中农创大业，公社处处涌诗泉”开
始，到进入大学成为校园诗人、毕业后成
为政府官员，再到主持《红岩》、《星星》、
《草堂》、《青年作家》等文学刊物，他一直
在中国诗歌的现场，一直在不断交出新
的作品。一次，我在诗媒上读到梁平的
一组诗，看诗后落的日期，基本上他每天
都在写作状态中。梁平常受邀去各地采
风，每次采风结束，他都会毕恭毕敬地交
上自己的作业，绝不拖泥带水，不应付糊

弄。这一点，特别值得李钢、李海洲、何
房子、龚静染等人学习。

说梁平勤奋，另一个佐证是他出版
的图书，据我（也许是不完全的）统计，一
共有十四部作品，以诗集为主，另有评论
集、散文集和小说，总得有两三百万字。
换了我，就是抄这么多字也难。

近些年，成都提出打造“诗歌之城”
的口号，要让诗歌成为成都的文化名
片。春夏秋冬，诗歌周、研讨会、朗诵会
此起彼伏。去年成都举办第二届国际诗
歌周，我忝列其中，亲身感受了这个城市
对诗歌的热情：诗歌活动搞得活色生香，
诗人踊跃，市民活跃，尤其是市民参与度
高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成都一地有
《星星》、《草堂》、《散文诗世界》三种诗歌
期刊，另有《青年作家》、《四川文学》等诗
歌版面丰富的文学刊物，这在全国甚至
全世界大概都是仅有的。说成都已经是
中国的诗歌高地，此言不虚，梁平在其中
起了不小的作用。

梁平在诗界的影响力，与他的身份
有关，更与他的性格有关。作协官员的
身份自然有助于他调动资源，但尸位素
餐的作协官员也不少。而梁平的性格中
有急公好义的古道热肠，也有振臂一呼
的责任担当。只要有好诗和好酒量，体
制内、体制外各种来路的诗人，对他来说
都是诗歌兄弟。在作协体系内，他是“梁
主席”；在四川大学，他是诗歌研究院的

“梁院长”；在杂志社，他是“梁主编”，但
更多的人叫他“梁老大”。这无关年龄
（当然他年龄也老大不小了），而是对他
诗界地位的由衷认可。

在《重庆晚报》平台写重庆文人，到
现在计有吕进、何房子、李海洲、游江、大
妹、梁平六篇，该暂告一个段落了。我这
个人下笔信马由缰，无所顾忌，所幸迄今
为止不但没被笔下人物骂过，反而好酒
好肉骗得好几顿，窃喜。近期，游江画展
将在磁器口开幕，他把我写的《游江其
人》全文做成2米多高的告示牌，洋洋得
意置于门口，下附：此文发表于2019年1
月4日《重庆晚报》副刊。

谢谢被写者的宽容，更谢谢读者们
的耐心。 （作者单位：重庆出版集团）

匆匆又是一年。回首望去，那些起起
落落的日子，那些明明灭灭的光阴，那么
远，又这么近，无论天涯咫尺还是咫尺天
涯，似乎都带有别样的光晕，如痴如梦，亦
幻亦真，想来只是惘然。若要探寻内心，问
个究竟，我只想对自己说：不悔。

这也是一个人的名字。
《倚天屠龙记》里，杨逍和纪晓芙的女

儿叫杨不悔。很多人都说，这是先生起得
最好的一个名字。金庸先生以他的生花妙
笔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武侠世界。每个人心
里都有一个金庸的武侠梦，每个男人心里
都装着一个金庸笔下的女子。

纪晓芙本是殷梨亭的未婚妻，后来爱
上了大魔头杨逍。师父灭绝师太要她去杀
杨逍，她坚决不肯。虽然是杨逍引诱了她，
可她视他们的爱比性命还珍贵，明知师父
号称“灭绝”，只要她答应杀了杨逍，就可以
换回自己的命，可纪晓芙还是“终于摇了摇
头，神态极是坚决，显是不肯遵奉师父之
命。”然后死于灭绝师太之手。

金庸先生写纪晓芙的死，写得很平静，
只是从第三人的视角，简简单单地交代了，
连一句多余的描绘都不给。唯其平静，方
见惊雷。对纪晓芙而言，似乎就是一件理
所当然的事：我不会去杀杨逍，我违抗了师
命，就让我死好了。我死了，杨逍就不必死
了。古时的英雄壮士经常慷慨激昂地说：

“丈夫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纪晓芙，这
个小小弱女子，在生死面前如此云淡风轻
不让须眉，堪称奇女子了。

有人说：除却生死，世间哪一件事不是等
闲事？可在真正的爱情面前，生死，又算得了
什么呢？很容易就让人想起裴多菲那句流传
太广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当此际，我想到的四个字是：“从容赴
死”。想必纪晓芙自己的内心也是极为平
静的，因为爱是她的信仰，也是她的“不
悔”，为爱赴死，死得其所。这种故事古往
今来数不数胜，单是金庸先生笔下，就有
《天龙八部》里的阿朱、《神雕侠侣》中的公
孙绿萼、《飞狐外传》里的程灵素……她们
在面对几乎同样选择的时候，也给出了几
乎同样的回答。

这就是不悔。
纪晓芙给女儿起的名字就叫“不悔”。我

不知是出自屈原《离骚》“余心之所善兮，虽九
死其犹未悔”，还是柳词的“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我
不后悔”。这“不悔”二字，道尽世间至性至
情，此后千余年，再无此二字之动人。往前翻
阅，在《孔雀东南飞》中依稀可见：“君当作磐
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或者《长恨歌》里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
做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
期”。此等句子，读来常令人扼腕。

似乎，我听到纪晓芙的声音：不悔，请
告诉这世界——我来过、爱过，至死不悔。

或许，除了对杨逍的爱，纪晓芙还有一
丝对女儿的牵挂和对殷梨亭的歉意吧。不
过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超
出了她的想象。

多年后，殷梨亭终于第一次见到杨不
悔。于是：殷梨亭目光转移到杨不悔脸上，
泪眼模糊中，瞧出来活脱便是纪晓芙，耳中
却听她清清楚楚说：“我叫杨不悔。妈妈
说：这件事她永远也不后悔。”

心神激荡的殷梨亭狂奔而出，为人所
伤，成了残废。之后，是杨不悔悉心照料。

开始，杨不悔可能是带着一些歉意为父母
补过，渐渐地由怜生爱。这段忘年之恋在
当时绝对称得上惊世骇俗了。但事实证
明：这不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成熟大叔的
简单迷恋，而是真正的爱情。

杨不悔在说到殷梨亭的时候，“脸上柔
情无限，眼波盈盈”便是藏不住的深情。

她告诉张无忌：“我已亲口答应了殷六
叔，他手足痊愈也好，终身残废也好，我总
是陪他一辈子，永远不离开他了。”说到这
里，眼泪流了下来，可是脸上神采飞扬，又
是害羞，又是欢喜。

“不但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要是
他伤重不治，我也活不成了。跟他在一起的
时候，他这么怔怔的瞧着我，我比什么都喜
欢。”“我的脾气很执拗，殷六叔是我喜欢的
第一个糖人，我再也不喜欢第二个了。”

这些情话，可比现在的流行情歌动人
一百倍，比那些海誓山盟真切一百倍。

那时威震江湖的殷六侠成了废人，所有
骄傲和荣光都变为了痛苦和折磨，而他幻梦
中的纪晓芙、现实中的杨不悔，就成了唯一
的倚靠、唯一的归依，是他生死线上辗转反
侧的真实与虚无、渴望与伤痛。有些伤疤是
无法愈合的，历久弥新，红得惊心，深可见
骨。正是这些饱经沧桑的苦难，激起了杨不
悔深深的怜，然后是奋不顾身的爱。

男人的伤口和低伏，疲累与悲伤，原只
在他深爱的女人面前呈现。

再后来，其时杨不悔已与殷梨亭成婚，
见到张无忌，杨不悔满脸通红，拉着他手，
回首前尘，又是欢喜，又是伤感。这些欢喜
和伤感，有杨不悔和张无忌一路西行的千
里茫茫若梦，也有殷梨亭与纪晓芙的天人
永隔，有殷梨亭的几番生死挣扎、感情的坠
落与升腾，也有杨不悔没日没夜的陪伴、痴
心托付情定终生。

总是惹人感慨。忽然想起弘一法师李
叔同的绝笔：“悲欣交集”，前尘往事，俱入云
烟，随着岁月翻卷、荡涤、消磨，终于杳然。

又想起傅天琳老师的句子：
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大人
真该把全身的水都拧出来
放到三岁去过滤一次
多好啊，回到三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毫无顾忌地说：不悔！
纵观《倚天屠龙记》，似乎也只有杨不

悔和殷梨亭这一对爱侣获得了最终的幸
福。经过那么多磨难、煎熬、生离死别，最
终归于平静，归于不悔。

故事最后，是杨不悔有喜了。我忽然
很好奇，他们会给女儿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呢？我想，他们也会对孩子说：孩子，请告
诉这个世界，我们来过、爱过，至死不悔。

生命的延续，必然伴随着情感的延
续。所有故事，正是因为有了感情才精
彩。所有人生，也是因为感情才完整。过
尽千帆，我们才能看到最真的初心。繁华
落幕之后，我们才能看见最后相伴的人。

所有的相伴都是如此美丽。比如我写
下的这些文字，在你目光的停顿中，就会闪
烁美丽的光彩，也相伴着我深深的感激。
永不停息的是时间。冬天已经到来，春天
还会远吗？这世界不会永远是冬天，也不
会永远是春天。活着的每一秒，都值得我
们去深深地热爱，去完整地交付。

惟愿所有的似水年华，最后都能对自
己说一句：不悔。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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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其人
吴向阳

杨不悔：请告诉
这世界我叫不悔

郑洪

▲梁平 游江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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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预告】系列散文《文人画录》（作者：吴向阳）、《金粉问情》（作
者：郑洪）本期刊发完毕，感谢二位作者惠赐作品。从下周起，专栏将刊
发系列散文《诗歌笔记》（作者：傅天琳）、《吹角连营》（作者：范志民），敬
请各位期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