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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生之久，采集真意与精华

遥望边关思忠魂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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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副刊文丛”版《阿Q正传》

□王海伟

小时候，四叔留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神秘的。1978年 3
月他参军时我才4岁，一年后，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

他住在我家四合院的南屋，南屋两间半房子，半间是门廊，两
间连在一起，一半四叔居住，一半放置草料。四叔挺爱干净，土坯
墙面都用旧报纸糊得整整齐齐。他入伍前留给我的记忆很少，一
个记忆片段是，我跑到他房间玩，他笑呵呵地抚摸一下我的头。

我好多次端详那张老照片，那是四叔穿上戎装之际，全家
20多口人送别他时的合影，奶奶、二爷、三爷坐在中间，四叔和
父辈们站在后排，我和堂兄等几个小孩站在奶奶前面。照了这
张合影，四叔就进了部队，一年后，噩耗传来。

我记得，奶奶所居的上房坐满了陌生人。后来才知道，那是
县上、乡上政府部门到家安抚，同时还提出让13岁的姑姑参军。

此后那些年的清明节，奶奶都会在院后的小路口为四叔烧
纸，她把纸钱点着，便开始念叨，一会儿就忍不住大哭起来：“爱
军，爱军，我的儿啊！”

我就是在奶奶的哭声中，记住了四叔的名字，我不知道刚
刚丧夫不久又丧子的奶奶该有多苦楚。后来听奶奶说起，噩耗
传来的前几天，她天天梦见白马奔跑。奶奶认为这是四叔魂归
故里向她报信，她对此笃信不疑。

再长大一些，我在家里一间常年锁着的小屋，见到了四叔的
照片，他头戴五角星军帽，领口红领章，显得俊朗英气。照片是
父亲从云南部队带回来的，一起带回来的还有一个用扁平小皮
箱子装的四叔墓前的土。我和堂兄曾好奇地打开小皮箱，这些
泥土和家乡的泥土并无区别，但它承载着家人们对四叔的怀念。

再后来，我在家里翻阅县志看到了一小段有关四叔的生平
简介，还发现几本四叔用过的手掌大小的塑料皮笔记本。笔记
本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封皮是面带微笑的毛主席头像，里面前
几页是毛主席语录，后面是四叔摘抄的名言绝句，还有记录他挣
工分的情况。我凝望着四叔的笔迹，拿笔照着他写的字来书写，
可怎么也写不成他那刚劲有力还透着些许秀气的字体。我总在
想象四叔写这些字时的情景，他在想些什么，那时我多大，在干
什么，为什么自己没和四叔多玩一会，没有多记住些什么呢！

2014年夏，父亲打电话让我到新郑机场接一下四叔在部
队时的班长张耀云叔叔。多年来，张叔叔和父亲一直有联系。
他刚刚退休，专程从昆明到河南来看望我奶奶。

四叔是 1978年 3月参军的，当时 18岁。张耀云叔叔是他
的班长，云南人，大四叔几岁。他说，一到部队，四叔就新奇地
看山看水。后来，熟悉了，仍缠着他一起出去看山，好像老看不
够山。相对于我们老家豫西丘陵地貌，云南边陲山巍峨水灵
秀，想必四叔很喜欢那里的大山。

四叔是在越境内的猫耳洞里牺牲的。1979年 2月 18日凌
晨，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的四叔和张叔叔俩人正守在一个猫耳
洞里，这个猫耳洞在一个大树下面，比较隐蔽。俩人凌晨时分
也睡不着，不停地评点此前的战斗。当时，张叔叔觉得俩人待
在一起太不安全，让四叔到连接猫耳洞的另一个洞穴藏身，就
在这时，一发炮弹伴着尖利的呼啸声直插猫耳洞，整棵大树被
连根掀起，四叔当场牺牲，张叔叔重伤。后来张叔叔被转移到
国内，经数月治疗痊愈，转业到了昆明市政府部门工作。多年
来，张叔叔虽工作繁忙，但每年都要长途跋涉到河口县水头烈
士陵园祭奠叔叔及其他战友。张叔叔说，与早早牺牲的战友相
比，活着的人太幸福了，见证了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享受到了
原来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到的东西。

张叔叔终于见到了已 91岁高龄的我奶奶，当得知这是幺
儿的战友，她不禁老泪纵横。翌年秋，奶奶去世。

2016年清明节前后，在地方民政部门的组织下，父亲、姑
姑、弟弟几人和其他烈士的家人赴云南水头烈士陵园祭奠。弟
弟适时传回来了一些照片，四叔的墓碑在金菊簇拥下，显得深
沉庄重。正如四叔王爱军名字的寓意，他爱国爱军，永远守望
在祖国的边陲，激励着我们后人不忘来路，砥砺前行。而那一
排排的英烈墓碑后面，哪一个不是和四叔一样曾经鲜活的生
命，哪一个不是献身祖国、甘洒热血的忠魂，哪一个不饱含着亲
人的哀思和对和平的祈愿！

遥远的边关，正因你的遥远，才丈量出祖国疆域宽广；忠烈
的先辈，正因你的英勇，才保卫了祖国和平安宁。唯愿后辈的
怀念穿越万水千山，去追寻先烈的足迹，去弘扬先烈的精神，去
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3

□何频

在日前“副刊文丛”第二辑新书出版的分享会上，我
看到了新编精装插图本《阿Q正传》，十分兴奋，当即请
求李辉、王刘纯和毕飞宇三位在书上签名留念。接着，
又快递给北京的虞金星——本书年轻的编者，让他也郑
重签名。

我看了数十年的书，跑过形形色色的书店与书摊，
交过许多爱书且读书颇有见解的文友，也见过各种各样
的被收藏的珍本书和“最美的书”，然而，发生并第一时
间出现在我眼前的这本鲁迅先生的代表作，这个最新版
本的《阿Q正传》，很有特色，太珍贵，太有意思。我如此
夸张地形容它、赞美它，不仅仅是敬重鲁迅，不仅仅因为
它配有丁聪早年的原版插画，也不仅仅是李辉为主编，
不仅有作家毕飞宇为之作最新的、幽默而犀利、有声有
色的解读，它还有诸多我觉得珍贵的元素包含在里面。

它还原了文本《阿Q正传》的本色模样。作为报纸
副刊的连载作品，《阿Q正传》当初在《晨报副镌》上初次
亮相的本来面目，与后来结集出版不太一样。例如，对
照着当年的报影看，第一章之“序”，原来是这样的欲说
还羞——“这一章算是序”。随即，其标新立异、鞭辟入
里，充满现代色彩的正文，便立即溢出了编辑原先设定
的“开心话”栏目主旨。当年的报纸副刊，不仅刊载有鲁
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新诗《女神》，还有后来巴金

的小说《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国报刊史和现代出
版史，因为有《阿Q正传》等传世经典最初在报纸副刊上
连载，充分证明了报人独到的眼光与远见，以及副刊人
的文化担当。

“副刊文丛”之《阿 Q正传》，有一点很传奇很有意
思，它还重拾并延续了一场绍兴文化人的前后接力。说
来这传奇先前被忽视了，《阿Q正传》原本具备有趣的乡
党色彩——同为绍兴人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以柔克刚，曾
变着法子追着当年的周树人要稿子，逼得他没办法，这才
有了署名为“巴人”的《阿Q正传》扶摇出世，开出现代文
学经典与报纸副刊相结合之一朵奇葩。时光荏苒，将近
百年过去，“80后”的小伙虞金星恰巧也是绍兴人，他作
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文学编辑，欣然接受重编《阿Q
正传》的任务。他好文学，爱鲁迅，珍惜、珍重绍兴文脉，
用足心力与功夫为这一版《阿Q正传》汇编增色。除了插
画和新解部分，他还增编了鲁迅自己说《阿Q正传》的全
部文字。他说：“这版《阿Q正传》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鲁迅全集》等资料，还努力搜罗了鲁迅先生本人涉及
《阿Q正传》的叙述篇章，某些不足以独立成篇的，也在编
者注中略加说明，希望能对读者了解《阿Q正传》有所助
益。”这么一来，作为现代文学经典的《阿Q正传》，作为
《晨报副镌》和《晨报副刊》连载作品的《阿Q正传》，四川
《华西晚报》副刊版丁聪插图的《阿Q正传》，直到大象版
“副刊文丛”之《阿Q正传》，很沧桑的鲁迅，很沧桑的阿

Q，很沧桑又现代的诸多《阿Q正传》的版本……
事实上，这本书成了《阿 Q正传》别样的一个汇校

本，故而值得我们重视并珍爱。因为有这样一本《阿Q
正传》打头，“副刊文丛”的气势与气魄，它的宏大与气
派，完全可以预想实现。

鲁迅是读书人的旗帜，国民精神的医疗师。自《阿Q
正传》问世以来，上下几代人，不少人都是吮吸鲁迅作品营
养成长的，鲁迅为我们的精神发育打上了永久的胎记。所
以，我特别珍重这本“副刊文丛”之《阿Q正传》。3

□冻凤秋

小满时节，你似乎能听到一种动人的声音，辽阔的
田野里，青青麦穗开始灌浆，它呼唤阳光，吸收雨露，日
渐饱满；你似乎能看到万物闪亮的眼眸，绯红的面颊，一
种丰收在望的喜悦，既轻盈又厚重。

69岁的河南日报和 6岁的河南日报副刊“中原风”
就诞生在这样美好的时节，拥有明亮的过去和饱满的
未来。

也是在这样的时节，彭程先生带着一份凝聚大半生
心血的沉甸甸的礼物来到省会郑州，做客中原风读书
会。他是文艺评论家，曾担任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等评委；他是作家，多年来在散文写作领域笔耕不辍；他
是资深报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他负责的光明日报副
刊在中国报纸副刊界可谓一方重地，一面旗帜。

5月 26日午后，在郑州大摩纸的时代书店，我们在
一种安静的心境里，竟然听到了仿佛是大地深处传来的
音乐声。那声音起初细微，清新，柔和，渐渐出现丰富的
和弦，变奏，仿佛可以看见麦浪在风中起伏涌动，幽深的
山谷里传来鸟儿的和鸣；然后，涛声浩荡，时而恢弘，时
而空灵，时而低沉，时而清冽，弹拨着每位读者的心弦。

那是同时坐在台上的嘉宾依次分享的声音吧，关于
写作中的生命积淀与深度思考，作家彭程、刘先琴，诗人
李暄、海盈，评论者刘军、陈炜等，都坦诚地分享自己的
见解、感受。

那也是4位朗诵者的声音吧，在如清泉般流淌的配
乐声中，河南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秦莉、马晓红、杨新
颖、关枫动情地朗诵彭程散文集《第七只眼睛》中的美

文，“大地的泉眼”流淌着季节的诗意；“急管繁弦”里传
来岁月的脚步声；“漂泊的屋顶”下是生命最初的向往和
最深的况味；“娩”出的是写作的艰难与喜悦。正如奥地
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话：我们应该以一生之久，尽可能
那样久地去等待，采集真意与精华，最后或许能够写出
十行好诗……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
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
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

不只是诗，散文写作也当如此。
散文写作，有时如同呼吸，如同清水，离我们很近。

它可以是散淡的，家常的，是生活的记录，是某个时刻的
感受。它似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因此常常被认为是
非常容易的文体。当下散文写作者的队伍非常庞大，呈
现出无比丰富的形态。然而好散文是稀缺的。所谓好，
不仅仅是指辞藻的华美，行文的通畅，结构的匀称，更是
指是否足够坦诚，是否真正打动人心，给人启迪，是否精
准表达出了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否直面了我们所处
的时代和生活，是否对世界人生有自己独到的深度思考
和发现，更进一步，是否对散文这种文体的边界有所拓
展，等等。

那天，彭程先生一再提到作家史铁生的散文，在他
心目中，这是好散文的典范。从《我与地坛》到《病隙碎
笔》等，史铁生的写作与生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以残
缺的身体，写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居住在自
己的内心，在最深的宁静和孤独中，思考生存的困境，关
注生命的根本，追问存在的意义，以睿智的言辞，照亮混
沌未明的事物，以无比敏感且日渐博大的心胸从自我救
赎走向灵魂超越。而彭程的散文，同样倾注了大半生的

情感和思想。他在文章中袒露生命最深处的感悟，那些
灵魂颤抖的时刻，那些静水深流的所在，那些对人生终
极问题的思考。他真诚地倾诉，也以丰厚的才学和人生
积淀，迎向写作的难度，对生和死，对亲情和陪伴，对岁
月更迭与时间流逝，对写作的艰难与创造的快乐，对肉
体的衰老与精神的混沌，对阅读的深度和生活的真意等
都有自己的思考与洞见。

诗人李暄以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印象派音乐来比
拟读彭程散文的感受。那种于精致、清简中，挟裹着跳
跃的、闪烁不定的、重重叠叠不断变换的音调，恰如彭程
散文情感色调之丰富。他说，作家充分开掘出了文字的
个性，他把诗的含蓄，小说的传神，把人物的白描都引入
文中，形成独具个性的节奏和音色。种种真情的流露，
令读者产生共鸣。作为光明日报的同事，作家刘先琴熟
悉的彭程拥有编辑家的宽广视野、格局和高度，他多年
来为推动国内文化、文学事业发展做了很多坚实的工
作；她同时感到作为作家的彭程，内心世界保持着安静
和纯真，同时带着一份神秘和深邃。评论者刘军、陈炜
都看到彭程写作中灵魂的自由飞奔，和个人情感表达背
后丰富的现实生活与深阔的历史背景，这正是当下散文
写作中缺乏的维度，也是写作的价值所在。

彭程坦言：我接过笔，艰涩地写着，很苦很累，却感
觉自己正在成长，开放，枝繁叶茂，纷披如一株夏天的大
树；他还这样剖白写作的初衷：倾诉，源于人性中对彻
底、深入、毫无挂碍的沟通的期冀。话语倾泻如水，从言
者的心中流出，又在听者的灵魂中溅起浪花。

这一天，在读书会现场，在话语的流动中，灵魂的浪
花飞溅。3

“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征文

丁聪 绘

□冯建珍

花裙子飘逸在山乡里

一束光始终流淌着，很鲜艳的热烈

倦容的美，填满了一条路的直线

没有节假日的生理期

来不及叹息，就淹没在入户的脚步里

早已消失了鞋跟的高度，将热情的温度

与贫困对接，碎碎感念之间

愿日子洒落一世的平安与财富

让阳光，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照亮

逼仄的空间

朝霞染红地平线的时候，一张张脸

突然凝重起来，这支扶贫娘子军

散乱的鬓发遮挡不住风霜的印痕

双腿总是疲软在一轮一轮的走访里

肩膀撑起夕阳的光辉

休整循环在漫长的夜里

碎石硌出脚掌的厚茧，扛下了该扛的责任

把青春与芳华都贡献出去，所有的所有

摇曳于风中的树梢，随之

撒落这一片曾经贫瘠的土地

播种向阳之花

飞鸿如期而至，在希望中辗转

勃勃的生机面向东方，任何好的消息

依然是停不下来的双足

夙夜在公的心

在全面打响的扶贫战役里

燃烧着一个信念——让群众脱贫致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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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文

父亲又要回西安了。
父亲说，去年清明，给爷爷奶奶的坟前立了

碑，算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夙愿，以后就该我带着老
婆儿子回老家了，他走不动了，只能在西安遥望老
家了。

郑州，西安，故乡，三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
带着我的思绪，一路向西。

父亲 16岁那年，离开了甘肃陇东的小山村参
加工作，少小离家，一直到去年退休，44年荏苒光
阴，他的两鬓斑白、乡音全改。父亲最大的心愿，
就是像一个地道的西北老汉那样，回家乡种地放
羊，喊着粗犷苍凉的秦腔熬日月。但是囿于许多
候鸟式父母相同的宿命，退休后的父亲陪着母亲
来到郑州照顾孙子，他的田园理想也就没了下文。

父亲仍保留着希望。退休前夕，他含蓄地委
托母亲告诉我，他想在西安买房。一是高铁开通
后西安与郑州不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二是住在西
安，距离故乡仅 300公里，乡土乡音和饮食习惯相
近。最终他和母亲拿出毕生积蓄，在西安买了一
处两居室。入住那天，父亲十分高兴，跟我唠叨起
我4岁那年他领我来西安旅游的旧事，说着西安这
好那好，开心得像个孩子。

随着父亲的到来，家里终于有了家乡的味道。
西北苦寒，蔬菜水果品种稀少，不需要丰富菜

品的各种面食，成就了西北人的一日三餐。牛肉
面、拉条子、炒面片、搅团、油泼面、臊子面、干拌
面、凉面、浆水面，这些伴随我成长的食物，父亲尤
为擅长。在我的印象里，过去只要周末父亲在家，
这些平淡无奇的面食都会像变魔术一样做出来，
让我大快朵颐。西北的面，像我身体里的基因，始
终不曾离开。

初来郑州时，我给同事最深的印象就是对面
条的热爱。偶然发现了一家还算正宗的兰州牛肉

面馆后，经常下班花一个小时行程赶过去，就为重
温一口家乡的味道。

父亲知道我的心思。每天快下班时母亲都会
发来微信，问我几点到家，父亲给我做了面。有几
次加班到深夜回家，父亲都会起床问我还想不想
吃面，看着父亲认真的样子，我强打起精神，把养
生、减肥等统统抛到脑后，吃面。渐渐地，我儿子
也迷恋上父亲做的面条，每次还要吵闹地学着父
亲，像一个地道的西北人一样往面条里倒上醋、搁
上油泼辣子，像模像样地大口吸溜着。父亲每每
开怀大笑，夸奖孙子胃口好。

我终日忙碌，父母每天接送孙子，三餐照顾，
嘘寒问暖，琐碎平常的日子望不到头。父亲也在
发生着变化。

父亲是标准的西北汉子，豁达率真，风风火
火，眼里从不揉沙子。退休后的父亲开始寡言少
语，每天较着劲似的出门“万步走”，剩下的时间就
是躲在楼道里抽烟，用手机听音质失真的秦腔。
他经常对母亲发脾气，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都
会大动肝火。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下班回家，看到母亲红着
眼圈不理父亲，我忍不住说了父亲两句，父亲沉默
了片刻离开了家。夜晚的街上寒风凛冽，少有行
人，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父亲，打他的手机提示关
机，各种不好的假设在脑海里过山车一样浮现出
来，我又懊悔又心急。最后在金水河边的一个长凳
上，我看到了父亲，一盏昏黄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
得很长。那一瞬间，我明白了父亲每日除了照顾儿
孙一家，就是坐在河边，看着人来人往，夕阳西下。
在我眼里曾经像祁连山一样高大健壮的父亲，在孤
独的岁月中，走向苍老。我坐在父亲身边，静静地
陪伴着他。第二天，父亲独自回了西安。

日子依然平静如水。
直到母亲重感冒，在我照顾一家老小的手忙

脚乱中，父亲回来了。

有了父亲的悉心照料，母亲很快康复，随之康
复的，还有我的胃。一碗晶莹透亮的拉条子，佐以
用土豆丁、胡萝卜丁、洋葱末、嫩豆腐丁和瘦肉烩
成的臊子浇头，再配上一勺正宗的油泼辣子，让我
疲惫不堪的身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此时的
父亲，坐在餐桌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贪婪的吃相，
满脸慈祥。

一碗面条，拉近了我和父亲心灵的距离。我
从 18岁起，就离开家乡、四处漂泊，求学、工作、结
婚生子，最后在中原腹地扎下根来。我和父亲就
像风筝与线，只有一丝亲情维系。我开始去学习
理解父亲，在网上收集各种丰富老年人退休生活
的帖子，甚至想给他找一个看大门的工作。家里
也陆续添置了工夫茶具、笔墨纸砚，2个月内就给
父母报了两次去东南亚旅游的旅行团，可能父亲
也觉得儿子生活不易，全盘接受我给他安排的这
一切，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但是没过多久，因为几件琐事，父亲又提出要
回西安住。我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去安慰这个
倔强的老头儿。

深夜里，突然想起贾樟柯《山河故人》电影海
报上的那句话：“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不禁
泪如泉涌。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一碗面，
终究无法承载父亲的思乡之情。父亲曾跟我说
过，家乡老人亡故后，埋葬时头一定要朝西，表示
魂归故里。我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要在西安买房的
初衷，就是想在照顾儿孙的前提下，离家再近一点
儿、再近一点儿。我和父亲同为年少离家，被时代
的洪流席卷到未知的远方，像蒲公英一样落地生
根，可是心里牵挂的，还是寂静苍凉的西北大地。
我徒步去吃一碗貌似家乡味道的面，父亲每晚做
的面，就是我们两代人精神的纽带，不管离开多
久，我们终归要落叶归根。

老张，今晚我还想吃一碗你做的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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