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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旭东

南京高淳老街，是一条有 900 多年历史的街
道，素有“金陵第一街”之称。老街后面的水路
东可达苏锡常地区，西贯长江。水运发达贸易
旺，老街上古色古香的建筑、世代相传的手工
艺，就是高淳往日繁荣的见证。

逛过高淳老街的人都知道，老街上有个梅家
鞋铺，鞋铺里有位眉发花白、精瘦干练的老人。
每天，老人梅位炳都会坐在一把矮小的竹椅上，
低着头忙着专心做鞋。这是老街一道独特的风
景。

店中等候

6 月的一个上午，八点半左右，老街上还没
什么游客，居民忙着在街边生炉子、洗洗刷刷，
各家店铺忙着将槽门一扇扇卸下来，将新鲜的鱼
虾、菜蔬摆放整齐，开门迎客。老街就在这浓浓
的烟火气的熏陶中，从梦中醒来。

梅家鞋铺已经开门了，老人却不在。一只足
有一米长的黑面手工布鞋，赫然摆在店铺中央，
很有镇店将军的味道。有它在，分列左右花花绿
绿的各色鞋等，便都鸦雀无声了。

“老爹上午有点事，一般九点钟准时来店
里。” 63 岁的梅玉钢是梅家长子，他 50 岁下岗
后，就专门跟着父亲做布鞋生意。“我父亲每天
会在店里呆六七个小时，主要做小老虎鞋和老太
鞋。”

老人不在，老人的工位在。木板上整整齐齐
地摆放着几十双鲜艳的老虎鞋，墙上挂着 2014
年南京青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访问
老街时与老人交谈的照片。

游客时不时驻足打听老虎鞋的价格，“ 45
元一双。”梅玉钢总是头也不抬地回答一句，并
不指望别人购买。果然，一听价格，很多游客再
无下文。

“我们不讨价还价。”梅玉钢说，做老虎鞋
的都是农村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一天做不了一
双。“家境好的，都不会让老人再做布鞋，太伤
眼睛。”他拿起一只老虎鞋，“你看这绣的花，
你看这针线，手艺都不错，我们不能贱卖她们的
产品。”

原来，一直有五六位农村老太将手工鞋放梅

家鞋铺销售，以补贴家用。“有位残疾人，帮
我们家做鞋十多年了，现在腿脚更不方便了，
就让别人帮他把鞋送到店里来，一周一次。你
说，这样的鞋，我们能贱卖吗？”梅位炳的主
要任务，是把这些送到店里的鞋上楦子，将鞋
面撑开。“不讨价还价”的店规，就是他给定
的。

老顾客徐福美来了，直接买了 4 双。“他
们家的鞋价廉物美。我买的款式，只要 80
元。这样的鞋，在南京市里要卖 100 多，在北
京要 200 多。”不仅徐福美自己家喜欢穿手工
布鞋，她外地的朋友，也经常让她从梅家鞋铺
代购。“说良心话，他们家的鞋，多少年没上
调价格了。”

“根据成本，我们稍微调了些价格。”同
在店里做鞋的梅家女婿周福头，做了 30 多年
鞋，他眯缝着眼睛笑着解释说。他说的调价时
段，跨度有 30 年。

说话间， 90 岁高龄的梅位炳拎着布袋优
哉游哉来到店里，脚上奇怪地穿着胶鞋。一进
店门，他就忙着将胶鞋换成布鞋，打水洗脸洗
手，泡茶以及整理各种做鞋的行头，间或和儿
子女婿嘀咕几句。

身板硬朗的梅位炳至今只和老太居住，刚
才在家忙着洗纱窗，还和老太发生了点争执。
“有些活我能干，不要她帮忙的。”老人嘟囔
着，手中动作却干净利落，一点不像是 90 岁

高龄的人。

“一步不到，一处不行”

“做鞋不晓得累，换个行当就很累，主要
是习惯了。”老人并不急着就座工位，而是像
练书法的大师一样，要将各种工具整理完毕，
直到眼前不再有任何繁杂，才真正进入挥毫状
态。他坐的那把小竹椅，已经陪伴了他多年。

“学这门手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梅
位炳打小就住在高淳老街上，从事手工制鞋
70 多年。

9 岁那年，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梅家为躲
避战乱，都搬到乡下表姐夫家去了，在那里一
直读书到 13 岁。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跟表
姐夫学做布鞋。 3 年学徒之后，又在表姐夫家
做了一年帮工。

抗战胜利后，看到镇上的人陆续回迁，他
们全家也回到淳溪镇，重建房子后就开始在老
街摆摊。

以往每到过年，人们都会请裁缝给做新
衣，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则拿到鞋铺加工成
鞋。年前两三个月，总是梅位炳最忙的时候，
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早上三四点钟就得爬起
来。常常做着做着就睡着了，醒过来再继续
忙。就这样含辛茹苦，他凭着自己的手艺，拉
扯大四个子女。

后来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没什么人请裁缝
回家做衣服了，梅家也没有边角料来做鞋子
了，但到店里买鞋的人却越来越多。从那时候
起，鞋铺开始做成品布鞋。

梅位炳做的鞋，基本沿袭了传统布鞋制作
工艺，现在除了做鞋帮用缝纫机外，其他工序
都是靠手工完成。

做好的鞋也一定要上鞋楦撑鞋面，用老人
的话说，这是“一步不到，一处不行。”他拿
出两只同样的老虎鞋，撑过的鞋显得饱满，没
撑过的则显得干瘪。“不用鞋楦撑鞋，就会挤
压小孩子的脚，穿着就不舒服。”

青奥会武术比赛期间，地方政府决定将老
人的手工布鞋，当成礼物赠送给远道而来尊贵
客人。

梅家老爹的心思

以前，梅位炳只埋头做鞋不愿和别人交
流；如今接受采访多了，他普通话都能说不少
了。话匣子一打开，梅位炳就收不住了。

“来我店里的人很多，很多人与我合影留
念。”老人从身旁的柜子里抽出两本相册。
“他们每次再来时，会给我带来这些合影。我
就把照片一张张存放起来。”

老人的存在，成了很多都市人的乡愁。来
自香港的何美珍， 2007 年造访高淳老街，购
买了一双手工蓝色花布鞋，爱不释手，事后专
门写信感谢“梅爷爷”，并寄来她与梅位炳的
合影。如今，这封信与照片，就收藏在梅位炳
的相册中。

这些年，老人自豪的是，他通过手艺，拉
扯大了 4个子女，至今生活都不错。

“大孙子在漆桥镇政府上班，二孙子在银
行上班，都不学手艺了。这门手艺，没法再传
承，他们连针线都没拿过。”

“您现在生活自在舒适，为什么还要坚持
每天来做鞋呢？”

对于记者的提问，老人愣了一下。“现在
和我同龄的人越来越少了，有的不在了，有的
躺在家里出不了门。在公园里的老人，都是我
的后辈，我都不认识，聊也聊不到一起去，没
有共同话语，还不如在店里忙着。”老人停顿
了一下，“这些年，政府很重视我，为我做了
很多宣传，我已经成了高淳老街的招牌了。政
府这么重视，我也不好意思停下来。我在店
里，老街这块招牌就在，我也挺开心的。只要
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店里做鞋，不让远道而
来的游客空跑一趟。”

他又“炫耀”地拿出 20厘米长的“铁压子”，
“这是师傅传给我的，少说也有100年了。”

“铁压子”是用来压鞋边的，经年累月，
被老人的双手磨得铮亮铮亮。

“现在有多少传统的手工艺没人传承了？
箍桶的没人了，篾匠也没了。没这个市场，社
会也没这个需要了……”

老人陷入一种近乎自言自语式的唠叨。

梅家老爹：一辈子的鞋匠

▲梅位炳虽 90 岁高龄，但仍坚持每天做鞋子。 本报记者朱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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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陶然：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

新华社记者闵捷

言语不多，声音不高，不紧不慢，但感觉敏
锐而细腻，思维缜密而深刻，对文学的长情与韧
劲，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作家陶然。

坚持文学创作 44 年、执掌《香港文学》 18
年，他曾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诗句表达自己对
文学的深情：“你没有那么多的死灰能扑灭我的
灵火，你没有那么深的遗忘能吞没我的爱情。”

第十二届香港文学节正在香港举行。陶然作
为文学研讨会“文学行旅的流转人生”的讲评
人，近日出现在中央图书馆演讲厅的讲台上。他
在讲评“旅行与文学”时表示，生活经验比文笔
更重要，因为文笔可以磨练，而生活带给人的智
慧是很难得的。

文学是陶然人生行旅的背景和底色，他自称
“东南西北人”，一生以印尼万隆、北京和香港
为三个主要的人生驿站，他的人生画卷和文学旅
程也围绕这三个地方展开。

文学情结

原名涂乃贤的陶然，少年时代在印尼的万隆
度过，上世纪 60 年代被父母送到北京读中学。
1964 年，陶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
了他的大学生活。而他的“文学梦”始于当代著
名诗人蔡其矫。

因为同是印尼归侨的缘故，年轻时代的陶然
深受蔡其矫的影响。他至今仍记得蔡其矫留给他
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即使社会上流行文学无用

论，但如果问我的话，即使烧成灰我也热爱文
学。”

大学期间正赶上“文革”，当时很多中外
文学名著都成了“禁书”，想找到一本名著非
常难。一个偶然的机会，陶然得到了一张琉璃
厂中国书店的购书卡，令他意外地获得了进入
“书库”的通行证，接触到大量十八、十九世
纪的文学名著。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梅里美的
《卡门》、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
克的“人间喜剧”等，这些著作不仅大大开阔
了陶然的文学视野，也为他日后成为讲故事的
高手奠定了基础。

香港情怀

1973 年 9 月，陶然到香港投奔姐姐。那
个年代香港的经济状况差，很难找到工作。这
让初到香港的陶然感到悲哀和受挫。

在最彷徨的时刻，是文学重新燃起了他生
活的希望。 1974 年，陶然的处女作、短篇小

说《冬夜》在报纸上发表，“那种快乐绝不是
笔墨所能形容的”。 1979 年 5 月，他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追寻》出版，由此他的文学创作
一发而不可收。

陶然的文学创作主要围绕三个主题：移民
问题、香港生活和情感问题。香港的贫富差距
问题、一般百姓的所思所想、地域风情等，在
陶然的作品中都有非常贴近和细致的表现。他
的作品因此被誉为香港的“清明上河图”。

上世纪 90 年代，陶然创作了带有自传色
彩的情感小说《与你同行》，受到文学界好
评。他对香港的观察与呈现也变得愈加成
熟。

2000 年秋天，《香港文学》 83 岁的总编
辑刘以鬯退休， 57 岁的陶然接手，开启了他
长达 18 年深耕香港文学园地的生涯。改版后
的第一期，“小说方阵”有王安忆的《伴你同
行》，“散文纵队”董桥开篇、舒婷收尾，陶
然立志让改版后的《香港文学》“跟着城市节
拍发展”，为读者生产最好的精神食粮。

《香港文学》刊登的作品以香港作家为

主，涵盖小说、散文、笔记、文论等文体。此
外，发表的文章涵盖四大洲 21个地区的华文
作家创作的作品。

今年 1 月，《香港文学》走过 33 年的历
程，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文学月
刊。在该刊今年第一期的“卷首漫笔”中，除
了表达对文学的坚守外，陶然还表示，杂志社
决定将维持 17 年不变的稿酬提高一倍，以
“回报作者绞尽脑汁的辛苦于万一”。他深知
“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是清苦而又寂寞的”。

文坛佳话

香港鲗鱼涌，一座写字楼的顶层，《香港
文学》的编辑部就设在这里。在陶然的办公室
里，跟他一起翻看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老照
片：北京、香港、巴黎；与艾青、与杨绛、与
莫言； 60 年代、 80 年代、新世纪……文学行
旅与人生流转就这样相伴而行，也成就了不少
文坛佳话。

翻到一张陶然与著名作家杨绛在 2015 年
的合影时，陶然回忆说，因为与杨绛和钱钟书
的女儿钱瑗是北师大校友，并有通信往来，自
2004 年起他每年都会到北京探望杨绛。最后
一次是 2015 年 10 月，那时杨绛精神尚好，能
抄写钱钟书的诗词。 2016 年 5 月 25 日，杨绛
在北京去世。当年 8 月号的《香港文学》特别
推出“杨绛纪念专辑”。

1988 年， 31 位香港作家发起成立香港作
家联谊会(1992 年改名为香港作家联会)，首
任会长是曾敏之，刘以鬯为名誉会长。 2009
年，潘耀明、陶然被选为会长和执行会长，并
一直连任至今。自 2001 年起，陶然参加了中
国作家协会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并与内地众多文学刊物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

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作家肖复兴曾
说，陶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这样性情的
人，怀旧之情，便常会如风吹落花，飘时犹自
舞，扫后更闻香。拥有一支这样静穆情深之笔
的人，是幸福的。在这样的笔下，岁月陶然，
心亦陶然”。

陶然办公室的窗外，是一座天台花园。他
静静地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那一刻，时光
如静水深流，眼前与过往的一切，亦近亦远。

新华社香港 7 月 15 日

本报记者仇逸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外科
大楼三楼两间相邻的手
术室内，记者看到 28 岁
的潘颖和 4个月的女儿
豆豆分别躺在手术台
上，共同渡过人生中重
要的关卡。

透过 11 公分左右
的腹腔切口，母亲潘颖
的肝脏左外叶被切下，灌注后，迅速转移到隔壁的
手术室内，在那里，豆豆的病肝除了几根血管相
连，已经基本处于悬空游离状态，等待着母亲肝脏
的植入替换。

和母亲粉红色的肝脏不同，豆豆的肝脏是绿
褐色的，硬得几乎接近石头一般。空气中，只听得
到仪器的嘀嘀声，还有抽吸血液、轻轻的手术钳子
的敲击声。

豆豆的体重不到 5公斤，腹腔更狭小，主刀医
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肝
脏外科主任夏强的手显得格外稳定、灵巧，对供肝
进行进一步的修剪后，180 克的肝脏被放入了豆
豆的胸腔，细如发丝的一根根血管和胆管高质量
地重建，确保植入肝脏存活。

此时，从 8 点 45 分开始的供体手术已经进行
了两个多小时，11 点，母亲的手术基本结束，而从
上午 9 点半直到下午 3 点，豆豆的手术才顺利完
成，整台手术仅输血 100 毫升。当天下午，潘颖就
苏醒过来转移到普通病房，而次日，豆豆也脱离呼
吸机，她将在儿童重症监护室接受精心护理，迎接
抗排异、感染等挑战。

记者在肝脏外科儿童病区见到了豆豆的父亲
桂磊峰。“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就希望她能健康长
大，也希望孩子妈妈能早日康复。”豆豆一家来自
江西，今年 2 月出生之后豆豆就出现了黄疸不退，
整晚哭闹，两个月大的时候被确诊为胆道闭锁，加
入了一个病友 QQ 群后，桂磊峰知道了有许多同
样遭遇的家庭，选择来到上海治疗。

今年 5 月起，豆豆留在上海“长体重”以提升
手术的成功率，然而由于胆红素升高等因素，体重
不升反降，医生决定把她收治入院 4 日进行手术。
“我们经历了伦理审核，医生也在谈话中告知了风
险等各种事项；不过我们一直有信心，相信他们一
定能帮到我们。”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里的患儿非常容易辨认，
等待手术的孩子通常是黄黄的，而术后康复的孩
子、特别是随访的孩子则褪去了黄色，很多变得雪
白粉嫩。

一间病房内，术后 15 天的宣宣衔着奶嘴熟
睡，这个 7个半月大的可爱女婴不时撅着小嘴，在
她边上半躺着捐出部分肝脏的母亲孙小伟。“孩子
好了，我们这个家就好了，感谢医生。”

在病房的入口，有一个用很多接受过手术患
儿照片拼出的心形图案，有的孩子在表演乐器、有
的在体育活动……除了需要终身服药，他们和正
常的孩子一样生活、学习，是供者的爱和先进的器
官移植技术，给了这些孩子第二次生命。

全国每年新发胆道闭锁患儿在 3000 例左右，
其中 80% 的患儿生下来后因为肝衰竭活不过 1
岁。除了胆道闭锁，一些遗传代谢病的孩子也需要
儿童肝移植。

看着失去孩子家庭的绝望和痛苦，2006 年
初，夏强带着团队开始转型，开拓儿童活体肝移植
这一艰苦的医学领域。他带领团队去实训基地做
动物实验，每天 14个小时的训练，活体移植最大
的难点是要在肝脏血流完全开放的状态下，确保
离断手术不出血，但是肝脏又是一个血管密集的
器官，往往肝还没有完成分离，实验小猪已经大出
血死亡。儿童肝移植还需要吻合口径仅 1 到 2 毫
米的血管，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儿童活体肝移植
技术真的太难了，夏强一度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
但是他没有放弃，咬牙坚持训练了整整 10个月，
把每一个分离的动作反复磨练，并提出了“精准切
肝”的超前理念。

如今，夏强带领医院肝脏外科已经连续七年
实现肝移植手术量全国第一；他们创立了国内首
个儿童肝移植病区；创建了国内最早、也是最大的
儿童肝移植慈善救助平台；牵头制定了我国第一
部《中国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牵头组建了
我国第一个儿童器官移植学术组织。精湛的技术，
吸引了国内外的患者，例如从 2014 年到 2018 年，
团队为来自马来西亚的 20 多名终末期肝病患儿
成功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

这里的医生们白天开普通手术，晚上做肝移
植，经常连续四五天不回家；病人只要有问题，24
小时可以拨打手机；护士发烧后仍然坚守岗位，一
只手打点滴，另一只手给患者写护理记录。记者在
手术室内看到，工作到凌晨的医生坐着趴在蓝色
布包上打瞌睡，休息后继续工作。科室儿童肝移植
数量累计已经超过 1300 多例；其中仅 2017 年完
成儿童肝移植 442 例，占全国总数的 68%。

“我们不刻意追求第一，作为医生，用自己的
努力，挽救一个个孩子的生命，分享一个个家庭完
整的喜悦，就是最大的回报。”夏强说。

▲ 2015 年 10 月，陶然到北京看望杨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炫耀”地拿出 20 厘米

长的“铁压子”，“这是师傅传给

我的，少说也有 100 年了。”

“铁压子”是用来压鞋边

的，经年累月，被老人的双手磨

得铮亮铮亮

文学是陶然人生行旅的背

景和底色 ，他自称“东南西北

人”，一生以印尼万隆、北京和

香港为三个主要的人生驿站，

他的人生画卷和文学旅程也围

绕这三个地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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