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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装着
大写的人民

问心自道

□刘庆邦

母亲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和母亲重病辞世前最后的
日子，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我是
家里的长子。母亲对我很是信任，在生病变成一个弱者
后，甚至对我有些依赖，愿意让我始终守着她。少年丧
父，家境贫寒，母亲对我有养育之恩。同时我还认为，母
亲是我的老师。她不仅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一生的
老师，还是我一生最好的老师。在我受到的教育总量中，
母亲对我的教育所占的分量最重。母亲老了，生病了，我
责无旁贷，当然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我意识到了，
能够在母亲病床前尽孝心，这是我报答母亲最后的机会，
我万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以免将来后悔。孝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
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汉代以孝治天下，把孝亲、举贤和忠
君有效结合起来，使孝道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成为民间
的一种信仰。自汉代以来，孝道作为一种大道，一直为历
代所推崇。我不敢说外国就没有孝文化，但我敢说，任何
国家的孝文化都不如我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
固。我也不敢说孝文化是先进文化，但我也敢说，孝文化
绝不是过时的落后文化。

每天在照顾母亲饮食起居、吃药打针之余，我都会记

一点儿日记。记日记的初衷，是为了记录母亲的治疗情
况和病情变化细节，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陪护母亲。母亲
跟我聊天，会讲到一些过去的事情。我听了觉得挺有意
思，也记了下来。给我讲故事的还有大姐、二姐和妹妹，
她们所在的村庄不同，每个村庄都有不少故事。她们给
我讲的都是眼下正发生的故事。目前的农村面临前所未
有的巨大变化，变化即故事，变化使得新故事层出不穷，
丰富多彩。作为一个写作者，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时难
免心存私心，把有些故事当成了写作素材。我以为这些
素材以后或许用得上，或许可以写成小说。除了片片段
段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记下还有我每天所看到的美好
的自然景象和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以及我对某些事情独
立思考得到的感悟。

也就是说，在记日记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直接把
日记拿出来发表。我们都知道，日记有私密性，也有随
意性，天上地下，云里雾里，张三李四，家长里短，记得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母亲走了，我就把日记放下了。
十几年过去，偶尔有一天，我在整理存放手稿和日记本
的柜子时，把记有陪护母亲日记的日记本看了看，不料
一看就引起很多回忆，就感动不已，有些放不下。我
想，这些日记说不定可以发表。于是，我用稿纸把日记
从日记本上抄录下来，一边抄录，一边做些文字上的整

理。我陪护母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母亲发病住
院治疗，第二阶段是母亲临终前最后的日子。在整理
日记时，我把日记按不同阶段分为上部和下部。考虑
到篇幅较长，我把上部和下部分别给了《十月》和《北京
文学》。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心存感激的是，这两家文
学杂志都把日记作为重点作品予以发表。也许正是由
于事先并没有想着发表，日记才写得自由，率真，无拘
无束，并且跳跃，简洁，内容丰富。日记发表后，有评论
认为“有明显的文本开拓”。“它既没有被日记规范，也
没有被母亲养病局限。时间在当下与过去之间自由穿
梭，空间在病房与家乡之间轻松转换。文本因此具备
一种无所不能的包容性，一种复杂多变的开放性。”还
有朋友认为，这部作品是新时代的“世说新语”。这些
评论我都视为对我的鼓励。

日记的合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书名定为《我
就是我母亲》。我母亲去世十多年了，我还活着。因为我
长得像我母亲，有认识我母亲的朋友对我说，看到了我，
就像看到了我母亲一样。这表明母亲在给我生命的同
时，还给了我遗传基因。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某种
意义上说，等于母亲的生命还在延续。这还不够，我的意
愿是，还要接过母亲的精神和灵魂，通过不断自我修行和
自我完善，使母亲的灵魂得到发扬光大。3

□刘先琴

熟练地取下空水桶，轻松将满满一桶水嵌入饮水
机，拿出一叠揉皱的单据让我签字——这个司空见惯
的过程中，让我铭记下的，是送水工拿起收据一瞬间惊
喜的表情：“这是你的名字？《永远的圣殿》是你写的？”

一个写作者，与读者偶遇不算新鲜，可这一次，对方
是个民工，让他记住的，是我的一篇为河南大学90周年
校庆采写的报告文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的确，只有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去，真正走
近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报告文
学尤其如此。

长期以来，报告文学体裁一直在“报告”与“文学”的
争议中生长，但并不妨碍那些里程碑式的作品，用魅力的
光芒照亮我们探索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不容忽略的事实：
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好的报告文学是行走出来
的，那些让我们心潮激荡的章节背后，是大量的田野调
查、实地勘察、现场采访，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沙里淘金，从
而为世人捧出高层次的心灵享受。而这个过程，步步都
踏在文学创作的节奏上。

教科书称，典型性是文学和作家的徽章，文学典型
通常的解释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形象，是根据生
活的真实经过集中、概括、虚构而创造出来的。“虚构”
两字使不少学者将作品的纪实性与典型性对立起来，
而报告文学典型的原型性，使其艺术创造空间大大缩
小。也正因为如此，迫使报告文学作家离生活近些更
近些，才情方能得到极致挥洒。作家夏衍是在做了足
足两个月的夜工后，笔下才有了震撼人心的“芦柴棒”
形象，才有了让人过目难忘的国统区黑暗的典型场景，
成就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面对一位深奥的数
学家，年过半百的作家徐迟住进中关村，不仅采访到很
多了解陈景润的人，还阅读马克思的 《数学手稿》《中
国古代数学史》，逐句“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千方百
计走进科学怪人秘不示人的6平方米的房间，深入到一
位数学天才的内心世界，才挖掘到那些任何虚构也编
不出来的典型细节。当这些细节跃然纸上时，犹如晨
星照亮神秘莫测的太空，使普通读者读懂了科学王国
的伟大，读懂了一位痴情科学家的高贵。作家本人称

“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
蛰中苏醒过来”。还有《胡杨泪》《强国梦》《伐木者，醒
来！》……但凡曾在人们心目中激起涟漪，在文学里程
碑上留下痕迹的报告文学作品，毫无例外都是作者拣
拾起珍珠般的经典细节，巧妙融入作品，在内容细节
化、经典化同时，实现了文学化的成果。

由诗歌、散文到新闻，再到报告文学，写作道路
上，我深深受益于典型人物典型细节的应用。《永远的
圣殿》原本是一个奉命之作，然而我在河南大学写满
历史故事的建筑群徜徉，在挂满大师肖像的校史馆内
驻足，瞬间感到一般叙述对不起这里的每一片砖瓦，
每一个面孔。我一页页翻阅尚未出版的河南大学校
史校对稿，捕捉到河南大学学子晨起背诵英语成为

“蛙声”美誉的细节，从而采访到时任河南文学馆馆长
孙广举的学子生涯；发现当年学生一人做一个小棉垫
子，代替自己到图书馆占位子的细节，继而找到文学
评论家刘思谦，交谈中女教授的话语与她当时眸子里
的亮光一样真挚：“垫子一放，一方天地就归你了。明
亮的光线洒在书页上，也照亮了我求真向上向善的年
轻的心，只觉得这是人世间最快乐、最惬意的事情，从
那时起，我就认为这是值得我终生守护的精神生活方
式。”这方亮光也照亮了我的描述我的思路，沿此思
考，我在数百里的伏牛山深处，挖掘到更动人的典型
人物典型细节：一位老人 58年为抗战牺牲在大山中的
河大人守墓，老人不识字，但老人知道黄土里躺着的
是“学生娃”，是来自远方大学堂里的知识青年，至
此，水到渠成用主题做结尾：“有一种景仰，值得终生
去守望。”

同样，我在获得杜甫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品《淅川大
声》里，采访到一位为移民下跪的党员干部，从一句他是
复转军人想象到背后应该有的故事细节，采访结果与我
的直觉不谋而合：父亲去世时，下跪的军人正在老山前线
枪林弹雨中，每天匍匐几十公里往来运送弹药给养，作为
唯一的儿子，他没能为父亲尽孝。后来，他怀着同样的赤
诚，跪在移民亲属的坟前，拥抱家乡的土地。这个典型和
细节，感动了很多读者。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我写过很多报道，也曾
多次获奖。但《淅川大声》获得的评价格外不同，时常
能够听到“读时多次流泪，读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
样的话语。

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它不仅在小说散文戏剧
里，也在时代报告里。只有你心中装着大写的人民，才能
写出流传久远的报告文学佳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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