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璐

我是 1986年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看了很多小
说。作为一个六年级毕业生，常用的汉字应该是认得差
不多了，所以看小说基本没问题。记得当时每周五都是
跑到妈妈单位的图书室去借书。拎的是家里的竹编菜
篮子，去的时候放着要还的三四本书，出来的时候躺着
几本新借来的图书，一个人美滋滋地走在马路上。一路
上，会遇到单位大院的许多叔叔阿姨，当他（她）们看到
菜篮子里的那些书，便会不停地夸奖我。自然，我的心
里是有些小小得意的，满心臭美着。

在大人眼里，爱看书，是一个好孩子的重要衡量标
准之一。

我当然要做一个好孩子啦，哪怕从虚荣心出发。但
是现在回想，当时看过的书，并没有在我的大脑皮层留

下很深的印象，例如《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暴风骤
雨》《金光大道》等等，除了厚，动不动就四五百页，捧在
手里像捧了个砖头，把我一双小手累得酸软。没有谁指
导我该看哪些书。那个图书保管员从不读她保管的书，
上班只是打毛衣。后来，我明显的不是为了读书而读
书，而是哪本厚就拿哪本，就等着被大人看到后“啧啧”
惊讶加表扬，完全偏离了读书的目的。

因此，在这期间没有一丝迹象显示，日后我会成为
一个作家。这种阅读反倒造成一个后遗症，我至今见到
页码超过三四百的“大部头”，就想躲着走。

我的中学时代完全是在应试教育下度过的。长达
六年的时光里，与我做伴的只有课本。其实那个时期，
正是中国文坛最热烈最繁荣的时候，新的潮流、作家群
体纷纷诞生，许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在那个时期完成，
并形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但我却成了井底之蛙，头顶
上的那片天是没完没了的文史哲数理化。

大学？大学我在干什么呢？噢，还是读了些书。将
中国四大名著囫囵吞枣地读完，总算完成了作为一个中
国人最基本的文学功课。

但一切一切迹象，还是没有显示出我能成为一个作
家。虽然我从小到大，作文都写得不错，常常被作为范
文诵读。仅此而已。

进了工作单位，同部门有位风头正劲的年轻作家，
笔名“东西”。两年后他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成为文学
桂军的领军人物。“作家”，头上顶了光环，我这个小字辈
简直不敢跟他搭话。我觉得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充
满了“文学”的韵味与智慧；他说的每一段话，速记下来
就是一篇好文章。我内心充满了惭愧，充满了“咋就这
么不一样”的心理落差，以至于跟他说话，张口结舌，反
应迟钝，只能望着他傻笑，这却被他理解为我很骄傲故
意“扮酷”。

重新开始阅读，其实就是从“东西”送我的小说集开

始的。然后扩展到和他同一风格、同一时期的作家，再
渐渐扩展到更多的作家和作品。我就像一个常常缺课
的学生，在文学这门课上，缺失太多。这成了我的心病，
尤其在我预感自己有可能成为作家之后。而这块心病，
直到今天我真的成为作家后，仍在心里隐隐作痛。就像
和一个姑娘拥抱，她总穿着衣服，总是达不到水乳交融
的境地。

刚开始读的肯定都是小说。因为那个时候，不太知
道什么样的“表达”是文学性的。我捧着“东西”的小说，
他先锋性的思想、文字、表述，实在把我震得一愣一愣
的。我觉得我简直像个白痴。为了不在他和周围我所
能接触到的作家面前常常无话可说，我开始“扫盲”，不
停地找各种小说来读。这一阶段囫囵吞枣地阅读的确
拓宽了眼界，尽管没有真正提升鉴赏力。

某次采访，我问作家们最近都在看什么书。他们的
回答中，涉及天文地理、哲学社会，小说比重却很小。我
很奇怪，怎么你们写作，反而不看小说呢。他们的回答
是，作家读书不仅仅只是为了写作，作家的人生也不仅
仅只有写作。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法理解他们的回答。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灵醒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

了。因为那时，我的作品发表在很多刊物上。一不小
心，我成为“作家”。我拥有了对于写作的切身体会。

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
倾吐能否合乎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将这
句话缩小来说，是阅读内容好表达好的精彩范文，扩大
来讲，是将阅读扩到社会、生活、人生，什么时候能将人
生读懂，才写得出真正的好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个作家很难。而比这更难
的，是当一个好的阅读者，需要耐心、信心、爱心和平常
心。所以，我不敢再轻言自己是“作家”。我只能说，我
将更加认真而虔敬地对待阅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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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写作更难的，是阅读

□碎碎

读书的意义与价值不想多谈了，想说说自己与读书
有关的几件事。

上小学和初中时，爱看课外书。找我妈要钱买书，
妈总是说：你把课本上的知识学好就不错了，不需要看
那些课外书。那时候的家庭，普遍不富裕，吃顿肉都是
难事，哪有闲钱去买闲书呢？

但是，缺什么就会想什么，缺什么就想补什么。怎
么补呢，孩子总能找到自己的办法。

小学五年级时，上学路过的新华书店里摆着《哪吒
传》，我垂涎不已。书的定价八角，于时年十岁的我来
说，八角钱不是一笔小数字。下决心想尽办法要攒够这
笔钱。说服好朋友和我一起攒。我们每星期都进书店
里去看那本书还在不在，生怕被别人买光了。一个月
后，我们用妈妈给的买水、买冰棒的钱，还有两次撒谎说
老师让买作业本的钱，攒够了这笔钱，兴奋地交给店员
换来心仪已久的《哪吒传》。书很厚，拿在手上沉甸甸
的，特别有满足感。何况这是上百次驻足凝眸之后才换
来的一朝相守。每一页纸上的描述都激动人心，足够给
人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浸与纸上飞翔。我那么欢喜，它把
我带入那个叫人想入非非、神奇莫测的世界。

初中时，特别爱看《少年文艺》和《故事大王》，都是
月刊。《少年文艺》每本两角五分。妈妈还是不给买她完
全不认可的课外书，怎么办呢？对抗父母，孩子都是天
生的谋略家。我便偶尔早上假装贪瞌睡，起不了床，磨
蹭到根本来不及吃家里的早餐，这样妈便会给我一角钱
早餐费，让我在上学路上买只油条或烧饼，或者是在学

校，第二节下课的时候，会有人提一筐子热腾腾的蒸红
薯，和圆盘形状带焦壳的馍来卖，这些都是我们眼里的
美食。但是我要忍。清早的上学路上好忍，那时并不怎
么饿。第二节课的下课时分，不好忍了，那时肚子已饿
得直冒酸水，有揭竿起义的贼心。尤其是，当买了蒸红
薯和焦壳馍的同学，把热乎乎的食物拿在手上，看她们
的牙齿一咬，食物里的热气与香甜的味道一齐蹿出来，
让人目眩神迷难以自持的时候，更是煎熬。但是，咽咽
唾沫，继续忍。一上午的四节课上下来，回家路上已饿
得头晕眼花不知西东，走路都打漂，气若游丝地撑到回
家抱起饭碗的那一刻，才算消停。

就这样不吃早餐却赚个早餐钱，两三回下来，买下
一本《少年文艺》的钱就攒够了。

书买回来了，找时间看也是个问题。晚上做完作业
就不早了，要在妈妈的监视下熄灯睡觉了。不能让她看
到我的课外书，否则也会被她没收。我把《少年文艺》装
在书包里，像装着一枚炸弹，生怕被她看到。还好妈妈
不怎么查我的书包。看书的时间哪里来呢，孩子的那些
办法，大人可能永远想不到。

我的秘密是，在临睡前喝下几大杯水，这样半夜就
会因腹急而起夜，彼时正值夜半，两点钟左右，更深露重
阒无人声，父母在酣眠之中，我可以放心大胆地靠在床
头看书，神不知鬼不觉，享受那种不为人知、大盗得手般
的快乐……几个这样的夜晚下来，便可读完一本好书
了。

那是我拥有过的一个人的子夜。世界停下脚步，时
光静静流淌，我与书约会，魂飞魄散心动神驰。上海出
的《少年文艺》，郑渊洁的《故事大王》，都让那些夜色异

香扑鼻，滋味不凡。
虽然是以不吃早餐和切断睡眠为代价，但是，精神

上的饥饿得到了满足。也是为自己赢得的最大可能的
自由。这个少年时期的秘密，我始终都没和父母说起
过。

就这样，在那时贫瘠的县城，在普遍缺乏课外阅读、
生活单一的环境中，我为自己挣得了一点阅读。

感谢我拥有过的那些夜半阅读的时光。犹如一个
人的灵魂出窍，奔赴至乐。

中学毕业后阴差阳错读了蚕学专业。依旧是在业
余时间看自己的文学书。工作后又考了文学专业的研
究生，毕业后从事与图书、文字有关的编辑出版工作，这
才算为自己的人生拨乱反正，扳回正途。

我去过一朋友的家，黄金地段的复式楼，近 300平
方米，她家的健身器和自行车都能拥有一个独立的房
间，但是她的书柜，很小，只在楼道占了一小处空间，里
面放着稀稀落落的工具书。还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住着
拥挤的一室一居的小户型，但是他家的书柜，顶天立地
占了整整一面墙，而且他能在家人穿梭出入的小客厅
写，在孩子玩玩具发出各种声音时写，在身边有种种干
扰和各种繁复的背景音中写，随时可以进入他的阅读与
写作，他的精神始终都在蓬勃地投入和产出。于我而
言，前者并不富有，后者富得骄人。

加缪说过，文学不会让人活得更好，但会让人活得
更多。想来，我们在人世间活到最后，拼到最后，最重要
的，拼的也许不过是你所拥有的内心世界，你能获得与
展示出的内心风景。而这，只能是由日复一日、永不停
歇的阅读与创造构成。3

读书与人生 记忆深处

□郑新立

在中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界，“一带一路”都是热门话题，
自然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比如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中
国与沙特、埃及、伊朗三国分别签署的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
谅解备忘录；在乌兹别克斯坦，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观
看“一带一路”标杆工程——“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通车。
还有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科斯托拉茨电站、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工程等等。在中国提出的大开放、大
合作、大融合的背景下，一根杠杆翘动了全球。

“一带一路”不仅引起全球政治经济界人士的重视，也引
起相关国家民众的关注。今年一开年，我看到了对“一带一
路”的另外一种叙述。元旦上午，央视一套播出的元旦特别节
目《闪亮的坐标》，出现了一个名叫郑彦英的作家，他用十分钟
的时间，阐述了“一带一路”，阐述了中欧班列的缘起、现状和
给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福惠，让人们在极短的时间里，清晰
地知道了什么是“一带一路”，以及“一带一路”和我们普通群
众的密切关系，没有高谈阔论，没有宏大叙事，却如春风细雨，
深入人心。

没想到刚刚过完春节，一位朋友拿来了这位作家刚刚完
成的长篇纪实文学手稿《丝路东风》，嘱我写序。虽然近期政
务繁多，但是我接受了约请。

虽然我过去读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但是这本书的独
特叙事还是让我耳目一新。特别是开头，他用一个非常诗意
的田园画描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叫做圃田的地方，带到了一
个虽然火车冒着浓烟穿行而过，但是鸡不叫，狗不跑，牛在反
刍，甚至水坑里的鱼和青蛙都安之若素的新式田园，又以这个
田园的改变，把我们带到了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带到了中
欧班列（郑州）的出发和回程场站，带到了习总书记视察的站
台和集装箱堆场。

到这里，我已经被吸引住了，便看到，作家以自己长期考
证和亲历笔记的形式，写到了上古以来中国人西行的重要人
物和故事，然后又以自己军人出身的独特研究，为我们画出了
一幅中国龙出行桎梏图，让我们在扼腕痛惜的时候，作家笔锋
一转，把我们带到了“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布局中，带到了奔
腾在亚欧之间的中欧班列上。作家走访了不同形式开行中欧
班列的三个城市，重庆、郑州和义乌，以采访笔记的形式写了
这三个班列的异同，随后，又以郑州为案例，从开行班列的缘
起、决策、部署到按时开行，从低价揽客到供不应求的过程，进
而成为中欧班列中唯一一个能够每周去四回四满载的货运班
列。到这里，作家又以层层推进的方式，论证了中欧班列的前
景，比如中国西南交大试验成功的500公里高铁速度和300公
里铁路货运速度；中国在大秦线试验成功的3万吨货运列车；
更有中国在中亚地区合作修建铁路，打造亚欧铁路良好通道
的几桩案例；还有不同国家铁路轨距的现状和正在进行的改
变，由此推断出，高速货运铁路班列，必然在不远的将来成为
现实的结论，让我作为读者，顿感信心百倍，甚至欢欣鼓舞。

阅读的整个过程是愉悦的，掩卷深思，觉得这本书的文字
渗透或者滋润人心，让人对政治、对生活、对交往、对贸易、对
物流、对销售、对合作、对接受，甚至对城市与国家建设格局有
了自己清晰的认识，有了对近期和将来的准确而美好的期望。

这是一本用诗化的语言描绘“一带一路”现状及发展的
书，是一本没有晦涩的理论术语的好读的书，是中欧班列的全
景画，是中国梦的水墨绘本。3

“一带一路”
的诗意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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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

雨过天晴，墙头上的青苔闪耀着绿色的光
芒。家院儿，在蓝天白云下，一身的清爽。

家院儿是老了，正如母亲所说，老房子一旦
不住人，就荒了。母亲是舍不下这三间瓦房。瓦
房是父亲过世后，大哥领着兄弟姊妹盖起来的。
那年我在部队新兵连，时间一摇晃，如今，30年
过去了。

房子的红砖已经变成浅白色。瓦，覆盖着厚
厚的尘土，像是睡着了。茂密的蒿草从瓦缝间蹿
出来，招来觅食的喜鹊。不知道是哪阵风或者雷
电击中房脊儿的一头,雨水直接下到了屋子里，
五弟拿来自家的洗脸毛巾，包着玉米皮儿，堵住
了漏雨处，屋子内部的房山上，至今还能清楚地
看到雨水顺着墙壁往下流的痕迹呢！

大哥劝母亲说搬到俺家吧，俺家地方大些。
二哥说还是去俺家吧，奶奶就是大哥养老的。大
姐拉着母亲的手，眼里浸着泪水，说这房子不能
住了真的不能住了。二姐一边叫着妈一边劝，说
您老再在老房子里住下去，俺就睡不着觉了。母
亲的眼光温暖着儿女的孝心，但母亲还是那句老
话，老房子不住就没有人气儿了，时间一长就荒
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

老房子西墙根儿的那棵花椒树，红彤彤的花
椒已经被风吹干，麻雀在花椒树枝上轻轻地晃动
了一下，黑色的花椒果子就从红色的果皮里跌落
下来。经风沐雨的灶台还算结实，只是旁边的柴
火已经沤烂了，如果不是那口盖着锅盖的铁锅和
灶台墙壁上挂着的蒸馍箅子，谁也感受不到老院

子里曾经的人间烟火。
在三间瓦房之前，老院子是热闹的。
当年，老院儿的堂屋是三间草房子，东厢房

是四间草房子，西厢房也是草房子，那是一间牲
口住的屋子。那个时候的家院儿，一大家子 10
多口人，从这屋到那屋就像赶集一样，虽然房子
勉强够住，但是全家人生活在一起，特别有家的
味道。那个时候，家里要是来个客人，我和弟弟
就得去生产队的牲口屋里住。大哥成家立业搬
出去另住的那一年，家里一下子少了几口人，好
像丢失了一套干活的好农具或者一捆耐烧的好
柴火。兄弟姊妹的惋惜声还在房梁上吊着的馍
篮里盛着，二哥结婚生子又另起了炉灶。时间就
这么向前走着走着就把大姐嫁出去了，紧接着也
把二姐送到了她的男人家。我当兵一走，时间过
得更快了，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弟弟们一个一个
都走出了老院儿，尤其是奶奶摔倒骨折被大哥接
走后，老院儿的欢声笑语一下子就荒在了母亲寂
寞的身影里。

时间能把老院儿里的蒿草催生出一片茂盛，
也会把老院儿原本新成色的三间瓦房消磨成残
垣断壁。

母亲坚守在老院儿里，老院儿里的平地上，
就容不得蒿草的生长。母亲烧着地锅做饭的时
候，只要看见有蒿草长出来，就放下烧火棍拿着
铁锨把蒿草铲掉。母亲说只要老身在老院儿住
着，老身就是老院儿的主人，谁也别想生歪念
头。老院儿一侧的干柴垛垛着家院儿的炊烟，扁
豆秧在墙头上延伸着老院儿的新生活。在母亲
的打理下，老院儿不但没有荒废，反而给回家探

亲的我们以意想不到的干净利落。
一次探家，我突然惊奇地发现屋里的水泥地

上生生地长出了一层泥疙瘩，大哥说周围的邻家
院落都盖新房地面垫高了，一下雨雨水就都跑到
了老院儿里来，屋里的地面也跟着潮湿了，母亲
闲不住，每天扫地的时候，由于年老体弱，光把地
面上的浮土清扫掉了，被湿气固攥住的尘土就留
在了地上，日积月累就成了这样。我抬起头，看
了一眼屋檐灰瓦下褪了颜色的装饰图案，深深地
叹了口气，说是时候了。于是，兄弟姊妹就把母
亲接过去住了。

这次回家探亲，四弟说刚才还看见母亲在他
家的堂屋看电视，一眨眼的工夫咋就不见了？

我知道母亲去哪儿了。当我掀开老院儿房屋
的门帘，看见母亲歪倒在旧沙发上睡着了。我坐
在小马扎上，看着熟睡中的母亲，花白的头发干瘦
的胳膊拽出我两眼泪花。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生怕打断母亲的睡梦，或许，母亲这会儿又回到了
几十年前的那个10多口人的大家庭，虽然那个吃
红薯的年代让人想起来胃就泛酸，但那一大家子
人口都住在老院儿里头暖暖和和的日子，令人怀
念。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母亲，但愿母亲在睡梦
里能再次看到我用黑馍块儿蘸着盐水吃，还一脸
的笑容和知足地幸福劲儿呢！

秋意深浓，又一阵冷风吹进老院儿，老院儿
里的花椒果子跟着风儿跳过院墙一起飞走了，墙
头上的扁豆秧叶也黄了歇下了，唯有当院儿那几
棵树木搭起的矮台上堆放着黄澄澄的玉米，渲染
着老院儿的生活气息，这正是母亲想要的日子
呢！3

新作品读

皮痞祖／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个作家很难。而比这更难的，是当

一个好的阅读者，需要耐心、信心、爱心和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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