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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特约撰稿张丰

在大阪大学，深尾叶子老师是独特
的存在。在家中和学校的研究室，她都存
有大量图书，还有来自中国的茶叶。每有
客人到来，“中国茶还是日本茶？”她会把
钥匙给学生，让他们去研究室随意阅读
和聊天，这种有温度的师生关系并不
多见。

深尾叶子对中国的一切都抱有热
情，甚至听说东京有了正宗的兰州拉面
的时候，眼睛都会亮起来。在过去的 29
年里，她不断前往中国陕北杨家沟，甚至
在那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窑洞”。第
一次去的时候见到的几岁小孩，如今都
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年都会去一次，村
里人很多都去外地打工了，他们恐怕都
没我回的次数多。”她的中文很好，有一
点陕北口音。

红色

出生在大阪的深尾叶子，从小受到
父母的影响，非常向往中国。父母很喜欢
中国革命故事，读到史沫特莱所写的和
中国有关的书籍，很欣赏叶挺将军，就给
自己的女儿取名“叶子”。生于 1963 年的
叶子，在上世纪 70 年代接触了中国红色
文艺，她喜欢《红色娘子军》，并试图学着
表演里面的片段。等她在电视上看到安
塞腰鼓的表演时，为之着迷，渴望能有一
天去陕北亲眼看看。

深尾叶子读大学的时候，自然地选
择了汉学专业。大学二年级开始，深尾叶
子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想法，想到中国去，
到农村去，在中国农村的深处住一段时
间，看看农村生活的实际面貌。她甚至有
了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念头，“慢慢开
始找一个自己能够投入终身去观察的一
个农村。”带着做研究的志向，她继续攻

读研究生，并开始了自己的中国研究。
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深尾叶子读

到一位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系老师的两篇
文章，主题是关于张闻天对陕北经济的
分析，正是在这两篇文章中，深尾叶子第
一次知道了杨家沟的名字。那里有“革
命”，那里有窑洞。通过这个看上去普普
通通的中国村庄的名字，她对中国的想
象开始变得具体起来。

其实，杨家沟可一点都不普通。杨家
沟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城东南
20 公里，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过去，
这里曾是陕北一个地主的庄园，最早可
以追溯到清同治年间。1947 年 11 月 22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率领中共中
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来到杨家沟，在此
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这里成为
革命圣地之一，1978 年，当地成立了杨
家沟革命纪念馆，并对外开放。

1990 年夏天，当深尾叶子终于有机
会作为一个小型访问团的成员到中国参
观，目的地是她一直向往的陕北。她在自
己的行李箱中放进去那两篇读过的论
文，心想，能有机会去杨家沟看看多好。
这个念头，改变了她的一生。

初识

从西安出发，坐车超过 20 小时后，
才慢慢走进黄土高坡的皱纹里。即便在
今天，深尾叶子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初
黄土高原给她的震撼，“十分心跳！”这就
是她从小向往的中国革命圣地，她从电
影《黄土地》中看到的画面，在这一瞬间
成为现实。

杨家沟并不在她的行程之中。但是，
此后 20 多年的缘分，仿佛早已注定。接
待深尾一行的西安音乐学院外办的负责
人，恰巧是杨家沟人。当深尾拿出有关张
闻天杨家沟调查报告的论文，并表示很

想去看一下杨家沟时，那位负责人大为
惊讶，赶紧向相关部门汇报，最终决定带
深尾一行前去杨家沟。

路线是先经过延安，然后去杨家沟、
榆林，然后去安塞。那是 8 月初的一个下
午，车辆开进米脂县十里铺杨家沟乡的
山路，路边坝地的向日葵被夕阳照耀，一
片金黄。看到向日葵，深尾叶子知道，这
就是她要寻找的可供以后“ lifework”的
村庄。

杨家沟是典型的窑洞村，和她想象
中的完全一样。老乡们走来走去，待人非
常和气。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深尾叶子
得以住进窑洞，体验当地的生活，没想到
在窑洞里的第一晚睡得特别香，“感觉就
好像睡在大地的怀抱里”。门前是一个农
家的院子，而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对面山
上的龙王庙。窑洞内部，是有隐私性的生
活空间，而外部又非常辽阔，这和她在日
本时的居住体验有很大不同，这种半开
放的空间让她非常着迷，在后来的研究
中，她就很重视从空间的角度来理解当
地的文化和生活。

除了窑洞这种独特的空间，杨家沟
的“声音”也让深尾感到惊奇。陕北农村
大多都在黄土沟壑的沟里面，“人们虽然
同在一个村里，但往往从沟里的这个山
坡上跟对面山上的人讲话，必须大声”。
深尾注意到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当地
人们的生活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开
始描写杨家沟的村落时，觉得绝对需要
同时写空间和声音”。

绿色

深尾叶子第一次陕北之旅非常神
奇，在后来 20 多年的调查当中，自己最
主要的研究对象，全部都在这一次旅游
中遇到了。

最重要的一个人，当然是朱序弼先

生。现在深尾还保存着第一次见面时和
朱序弼一起拍的照片。

朱序弼出生于 1932 年，在杨家沟，
朱序弼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2010 年
8 月，榆林在大漠边缘的卧云山上为朱
序弼树立了铜像。就是这位林科所退休
职工应得的荣耀，在当地，他已经为林业
奉献了 50 年，获得国家林业奖章，被称
为“绿圣”。

朱序弼 10 岁的时候，就到地主家放
羊，三年多的放羊生涯，让他走遍家乡的
沟沟壑壑，寂寞的少年认识了各种植物，
旱柳、小叶杨、臭椿，这些不值钱的树木，
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奶子草、狗尾草，
这些普通的杂草，牢牢抓住土地。1951
年 3 月，19 岁的朱序弼被招收到榆林农
校实习农场当工人，开始林草的培育，农
场领导送他到业余学校深造，他得以接
触到《植物学》《造林学》《苗圃管理知识》
这些林业专门知识。小时候的经历和成
年后的学习结合起来，对朱序弼来说，造
林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他把一生都用
在和恶劣环境的抗衡上，为家乡增添绿
色，成为他的使命。朱序弼曾从大兴安岭
引进樟子松，成为三北地区治沙造林的
优良常绿树种，他还成功地引进新疆耐
盐碱胡杨，在当时创造了奇迹。

深尾叶子遇到朱序弼的时候，被这
位快退休的西北汉子深深打动了。后来
不断返回杨家沟，跟着老朱下基层搞绿
化就成为深尾的重要工作。她的研究方
向是社会学，在和老朱的交流中，她发现
“绿化”不止是种树，也是一种社会交流
活动。“退耕还林”，从政策到行动，意味
着人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要和大自然重
新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米脂婆姨”

榆林当地媒体曾经报道过深尾叶

子，称其为“米脂婆姨”。米脂是有名的出
美女的地方，深尾更满意的却是这个称
号的“本地性”。作为一个在大阪长大的
日本女性，她发现自己出奇地适应陕北
的生活，饮食、干燥的气候，不但没有成
为困难，反而让她感到“最舒服”。

过去的 30 年，是中国农村巨变的
30 年，杨家沟也不例外。第一次去杨家
沟的时候，她如果要打电话给在日本的
家人，需要去一趟 80 公里远的邮电局，
如今，杨家沟的乡亲们可以通过手机微
信联系到她，和她讨论窑洞的维修
事宜。

整个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有巨
大变化。很多人出去打工，也不断有人
带孩子进城，无形之中减少了对土地的
压力，对老朱和当地人的造林事业，也
是一个巨大的帮助。2000 年的时候，深
尾注意到，过去一到冬天就光秃秃的山
峦，开始有了客观的变化，植被变得丰
盛起来。

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人普遍变得
富裕，杨家沟的红色旅游也得以发展起
来，有些村民通过开民宿，获得不错的收
入。深尾曾多次在陕北过年，喜欢看村民
们扭秧歌。即便是很多人都进城打工了，
春节的秧歌，仍然和过去一样充满活力。
生活和环境都在变化，当初第一次来时
见到的小孩，如今已经要把自己的小孩
指给深尾看了。这让她明白，30 年的时
间，就这样转瞬即逝。

深尾把杨家沟当成是自己的第二
个“老家”。在都市中长大的她，即便是
在日本，也没有一个可以成为老家的地
方，而杨家沟实际上成为她心灵上的
老家。

“成为米脂婆姨，是一种荣誉，也是
一种缘分，多少有点命中注定的感觉。”
深尾开始憧憬明年的陕北之旅，那会是
她的第 30 次“返乡”。

日本“米脂婆姨”憧憬第 30 次“返乡”

蒲立业

落叶和悲伤堆满了道路
今夜寒风如刀

我站在房山顶上看到
你灰白的头发困于医院
你把衣服丢在了办公室

前晚大厦北门，你还在抽烟
耸着肩膀和灿烂的火苗

未曾与你，宣武门执酒畅饮
在文字通往文字的道路上
却时常被你拦下质问：
“蒲 老 ，最 近 为 什 么 没 写
诗？”

我也故作正经：
“徐老师，我错了，我错了
很快就写，今晚就写”

你蓬乱的头发
像是抗议你对文字的用心
你微眯眼睛 ，挑着尖瘦的
下巴
你嫉恶如仇，性情纯真

寒风如刀，落叶纷纷
我眼前 ，一片树叶正悠悠
落下
如石头般厚重，映着金黄色

我张大了嘴巴
想吞下这满布的充实和空荡

今夜寒风如刀
徐勇兄弟，你需添衣
一路走好

兄弟，我此刻又写诗了
还把你写进了诗里
我双手缠满痛楚的绷带

今夜
寒风
如刀

悼徐勇兄弟

徐勇，1963 年 4 月 7 日生

于上海，1986 年 7 月毕业于复

旦大学，获电子工程、国际新闻

专业双学士学位，同年 8 月在

新华社国际部参加工作，1991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

30 多年里，徐勇曾担任要闻专

稿编辑室、专稿一室副主任，专

稿一室主任、专特稿专线新闻

采 编 中 心 主 任 。其 间 曾 于

1987 年 9 月至 1988 年 7 月参

加中央讲师团到山西支教，曾

于 1999 年 4 月至 2000 年 5 月

到贵州省息烽县挂职扶贫。

曾常驻新华社华盛顿分

社、旧金山分社任记者、首席

记者。

徐勇，因病于 11 月 20 日

去世。

逝逝者者

她是一位生于 1963 年的

日本女性，是大学教师。她父母

喜欢中国革命故事，很欣赏叶挺

将军，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叶子”

受父母影响，深尾叶子从小

向往中国。她在上世纪 70 年代

接触了中国红色文艺，喜欢《红

色娘子军》。她在电视上看到安

塞腰鼓，为之着迷，渴望有一天

去陕北亲眼看看

读大学她自然地选择了汉

学专业。大二开始，她有一种强

烈的想法：到中国去，看看农村

生活的实际面貌

于是，从 1990 年开始，在

过去的 29 年里，她每年都会去

一次中国陕北杨家沟，甚至在那

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窑洞”

作为一个在大阪长大的日

本女性，她出奇地适应陕北的饮

食和气候。她的中文很好，有一

点陕北口音。当地媒体称她“米

脂婆姨”。她说，“成为米脂婆姨，

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缘分”

第一次去杨家沟时，如果要

打电话到日本，要去 80 公里外

的邮局。如今，杨家沟的乡亲们

可以通过手机微信联系她，和她

讨论窑洞的维修事宜

杨家沟实际上成为她心灵

上的老家。深尾开始憧憬明年的

陕北之旅，那会是她的第三十次
“返乡”

新华社记者张力元、闫祥岭

在山东省图书馆五楼的历史文献部
修复室里，73 岁的古籍“医生”潘美娣正
在“坐诊”，今天她的“患者”是清顺治年
间文学家丁耀亢批点的《宋诗英华》。

洗干净手，打开无影灯，戴上老花
镜，套上套袖，潘美娣身上仿佛悬挂着一
张“请勿打扰”的铭牌，她要开始工作了。

这是一次跨越 300 多年的“体检”，
古籍一页页纸张像受委屈的孩子般皱着
脸，潘美娣耐心抚平，用双手度量它们的

“身高体重”，并仔细检查它们的“伤口”，
确认“病症”是虫蛀。

发现一个米粒大小的破洞，潘美娣用
毛笔沾着淀粉加水熬成的糨糊，围着洞口
抹匀，再用镊子将纸性、厚薄、颜色甚至纹
路都一样的纸贴上，用指尖压了两下，确
保补得平整牢固，而后，拿起喷壶将弱碱
性的水均匀喷洒，再次压平。用左手小指
的指甲轻轻一挑，将“手术成功”的这页放
到一旁晾干，再拿出下一页。

眼镜盒是她的工具盒，如果碰到“疑
难杂症”，她会从医用的起子、集邮用的

扁头夹、沏茶用的普洱刀和珠宝加工用
的玛瑙刀中，挑选新的“手术刀”。

一上午，潘美娣在修书过程中微笑
了两次，都是因为检查时发现手上的这
页完好无损。

修书叶、修书衣、装订，这三个步骤
在这位国家一级修复师从艺的 55 年里，
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她也早已记不清修
好了多少本。如果古籍破损严重，一天只
能修一两页，有时还会在修复中吸入霉、
灰引起皮肤过敏。幸运的是，这一套四本
的《宋诗英华》保存得较好，潘美娣计划

一周内修完。
修完的书平放在桌上，不仔细找根

本察觉不到“补丁”的存在。潘美娣坚守
一生的“修旧如旧”，让古老的文字、泛黄
的纸张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美其美。

为了传承古籍修复技艺，2009 年，
潘美娣在山东省图书馆用传统师带徒的
方式，从搓纸捻开始，手把手地向 10 个
弟子传授揭、托、补、裁、订等修复技法。
“跟潘老师学本领，更学做人。”修复员杨
林玫说。

全国约有 5000 万册古籍，至少有三

分之一要修。潘美娣说：“这辈子修不完，
几辈子都修不完，但我一辈子就干这一
件事。”

时间让大量古籍“病”得更厉害，古
籍修复师就在和时间赛跑的征程中，用
艺术家的妙悟、匠人的手艺和医生的品
格，与古籍彼此凝视，互道珍重。

这位说着上海普通话，银发弯弯的
老人家，一米七高，穿着牛仔裤和球鞋，
背着帆布包，喜爱香水，早饭总是吃面包
喝咖啡，每晚都要捧着平板电脑玩游戏，
不过，这是潘美娣的另外一面了。

古籍修复师：故纸堆里修复时光

深尾叶子。 ▲深尾叶子在陕北杨家沟的窑洞。
深尾叶子的手绘作品。 供图：张丰

▲徐勇。 徐洪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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