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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 年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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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

说起来，我与河南作家是颇有渊
源的，对他们的创作也很熟悉。尤其
是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他们这茬作
家，我亲见了他们是怎样从起步之初
写到今天的。他们几十年来的创作，
折射出了新时期文学某些方面的发展
特征。我与李佩甫是老相识了，他踏
实勤恳，是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
之一，他的作品有鲜明独特的中原地
域性特征，令人印象深刻。关于他的
创作，我写过几篇文章。记得我第一
次评的，是他做编剧的电视连续剧《颍
河故事》，那个电视剧描绘了改革开放
中乡村生活喧腾起来的变化，在当时
广受欢迎，非常火。那时我就感觉，他
已经是小说界的佼佼者，乡土派作家
中的一颗新星。果不其然，五年后，他
就写出了代表性长篇小说——《羊的
门》，引起了广泛热烈的反响。后来，
他又连续写出几部长篇——《城的灯》
《等等灵魂》《生命册》《平原客》等。其
中，《生命册》还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
学奖，可谓实至名归。

会侠是我的博士生，她淳朴、真诚、
好学。我记得，她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
是李佩甫，致力于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中
把握他创作的整体特征。读博士后，她
延续了乡土文学的学术兴趣，有意拓宽
视野、深化认识，注意在动态的文学发
展格局中审视作家们的创作。毕业几

年后，她又回头继续研究李佩甫，开始
写这本《李佩甫评传》。

会侠和我谈过几次这个选题，我
很赞成。她的初衷挺简单，作为一个
同样在颍河岸边长大的来自豫中平原
的人，她对李佩甫文学世界里的一切
都很熟悉，许多人物和事情如同亲历，
因此，她想借对李佩甫文学世界的认
识，来透视自己身处的环境和人群，透
视那块土地的形态和命运，透视她自
己。另外，作为一个以评论为业的人，
她想深涉进作家的人生，步步追踪，与
作家不断丰富和变化的思想对话，

“贴”着作家去勾勒作品的动态演变过
程，并省察之所以如此的缘由，从中发
现影响写作发生的诸因素间的相互作
用。

李佩甫是个在自己领地勤耕深种
的作家，他的领地是一马平川的豫中平
原，这是他观测中国、认识中国的据点，
他借此观察并剖析着整个国家在时代
中的生活动荡和精神变迁。几十年来，
他专注地深度介入社会肌体内部，将人
放在变化进程中来考察，以草与土壤来
喻比人与环境的生成关系，侧重于辨析
地揭示人是如何在环境场内蕴的历史、
文化、时代风气、人群关系等因素的作
用下，成为如此形态的。于是，对人被
塑造成这样那样的命运，他给予了理
解、同情和悲悯，对承载人类的大地，对
大地的现在和未来，他流露出敬重、迷
惘与哀伤。

这样一个作家的写作历程，值得细
细探究。关于李佩甫的研究文章，量很
大，探讨的指向集中于明晰的几个方
面。好像，在大家的论述中，李佩甫是
个特征明显、易于被归纳理清的作家。
会侠认为，其实不然，在这些显性特征
之外，李佩甫还有个丰富、变化着的主
体世界。因此，她不要让文字成为别人
观点的印证和回声，她要在这些认识之
外，有不一样的发现，洞见并考证出在
作家生命深层发生过和发生着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直存在，但尚属新异，未被
发掘探讨，是作家作品特征形成的“源”
因，她想通过追溯出的“因”，来分辨文
本形态这个“果”。

这，会是一段相对困难的历程。
如李佩甫将人置放在动态的人生

过程中来呈现一样，会侠在书中将李
佩甫也置放在人生过程中来观察、分
析，细致描绘出了一个作家的成长史，
从出生到下乡、从回城到进工厂，从初
来乍练的写作到日趋成熟……她提炼
出李佩甫文字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并对应着他的具体创作，绘制出了写作
过程中起承转合的发展图谱。写作就
是发声，是作者思想、情感、性格等的投
影。李佩甫的文字是他这样一个人的
投影，是他关于中原人乃至中国人生存
形态缘何如此的阐述，而会侠，绕到了
李佩甫的“声”与“影”的背后，看到了那
嗓音的酝酿和腔调的形成，看到了那投
影仪的位置和光谱的照射，从而看到了

那写作得之失之、挣不开的“决定力”。
会侠在这部书中，生动形象地描绘

了李佩甫的人物形象，有理有据地阐述
了李佩甫文本形态的“缘何如此”，这使
她摆脱了些原来写论文时的思维与语
言，将理性与感性融和，贴合着对作家
和作品的理解与把握，写得平易松弛，
渐趋舒展从容，类似随笔。

当然，这部书也是会侠这个人的投
影，显示了她在当前阶段对文学和生活
的理解与情感。她借对李佩甫的表达，
表达着“自己”。

会侠为这部书，付出了挺多的时间
和心血，她完成了她最初那简单的构想
——认清李佩甫文字世界的来龙去脉，
并借他的文字，认清她同样栖身的这块
土地。但还是有不足之处，比如对李佩
甫局限性形成的成因，挖掘不够，如果
思考再多些、分析再多些，会连带出对
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现
在，虽然代际是不太被认可的说法，但

“50后”这拨作家身上，确实因类似的
生活、阅读等，形成了相对多的共性因
素，他们写作到今天，有些问题是共同
存在的，深隐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的。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有限定的，会侠
也是这样。每一次的进步，都是在限定
中突破，因突破而成长了一层。希望会
侠在以后，继续突破，继续成长。3

（本文是评论家雷达先生为《李佩
甫评传》写的序，该书已由河南文艺出
版社出版）

□陈炜

就像电影早于电视一样，我也
是在电影之后才看上电视的。

那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我已
经记不清楚确切的年份，反正是上
世纪 70年代中后期，在某年秋天的
某个晚上，突然有消息传来：我们小
学旁边的高中在“演”电视。这还了
得！那电视肯定跟电影差不多，要
不怎能叫“演”呢？

便旋风般地卷了过去，可还是
晚了。

只见两排教室间的空地上，是
黑压压一片呈扇面状的人群，扇骨
朵的位置，两张并着的课桌上又摞
了一张课桌，课桌上面并排放了两
个方凳，方凳上面摆了个方方正正
的黑匣子——虽没有一个方凳宽，
却比方凳厚多了。那黑匣子东西小
声音大，正面荧荧地泛着光，远远地
看见里面有一群黑白的小人儿呼啦
一下跑过来，唱一阵子，又呼啦一下
跑过去，跳一阵子。上面演得热闹，
下面也没消停，人群中不断有叫骂
声传来，呵斥在大腿边钻挤的孩子
们，接着又听见人仰马翻的声音，有
人站着的凳子被挤翻了。我一个比
桌子高不了多少的孩子，在这样的
阵势中寻寻觅觅，跑到那黑匣子的
背面想看“反”电视，却发现它和电
影根本不一样，它的后面黑乎乎的，
一个人也没有。

那天晚上，我就像一匹饥饿疲
弱的野狼眼睁睁地看着一群狮子在
分享美味却近不了身，围着那黑乎
乎又忽闪闪的一片，一圈又一圈地
转，始终没有找到杀进去下嘴的机
会。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只能听
见有人一会儿大声老气地说话，一
会尖声细嗓地唱，最后总算记住了
好听的一句歌：五彩云霞空中飘，天
上飞来金丝鸟。那歌儿被一个细声
的女子唱得弯过来又绕过去，就像
鸟儿在树林子上下翻飞，然后就钻
到了远处的我的耳朵里。我心里就
想：那个金丝鸟，一定比斑鸠还利
索，比麻雀更漂亮！可惜我什么也
看不见。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经历就这样
充满遗憾甚至屈辱，确切地说，我只
是在听电视，或者在看那些看电视
的人。

很久以后我知道了，那天电视
里播放的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
方红》，一部周恩来总理亲任总导
演、3500名艺术家集体创作的中国
电影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经典！

几年之后，我又看电视了，这次
才是真正近距离地看。那应该是
1980年的一个冬日，我去乡下的姥
姥家。那天晚上，有小伙伴拉我去
大队部看稀罕。

正是电视！只见黑屋里条几上
的那个电视机厚墩墩的，屏幕一拃
多宽，比书本大不了多少，头上还抻
出来一根天线，在布满雪花的小小
屏幕上，正“演”着《大西洋底来的
人》。豆人寸马，忽明忽暗，声音缥
缈，一个叫迈克的男人戴着大墨镜，
水里陆上行动自如，在雪花的烘托
下一副很酷的样子。我们几个将头
几乎抵住了那屏幕，惹来了后面的
大声斥骂。

罢！不看也罢。于是，我与大
西洋底上来的那个人打了个照面，
不欢而散，此后再未见过。

我当时没弄明白，姥姥家那个
穷得叮当响的村子，从哪里弄来了
一台电视机？现在想来，还是因为
改革开放。因为那时村子里有一个
村办糖果厂，物美价廉产品畅销赚
了钱，穷村子已经不穷了。

不久，我又跑了几里路，去另一
个地方“瞻仰”了一回彩色电视。那
彩电并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屏幕
倒宽大了不少，只是那色彩太艳，红
得发紫，绿得滴油，到处都像开染
房，人人都像关云长一样面如重枣，
就连那二八少女也缺少了粉白的含
蓄。心里便对电视颇有微词。

1983年，我读高中。那一年，香
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风靡内地。
那段时日，白衣白衫的霍元甲武功
盖世，打遍天下无敌手，名声如雷贯
耳，每天傍晚都营造着万人空巷的
氛围，孩子们见面便以掌化刀，嘴里
噼噼啪啪、哼哼嗨嗨，不比划几招就
说不过去。谁家要是有台电视机，
那身价就高了，走路脚后跟带土，一
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俺家也穷，没
有电视可看，便去邻居家蹭电视看，
低声下气，蹑手蹑脚，站在黑暗的角
落里小心翼翼，更不敢乱说乱动。

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上蒙着一张渐
变的彩色塑料纸，上红下绿中间黄，
乍一看还以为是台彩电呢。也金贵
得不得了，白天用一面钩针织出的
白色线套蒙着，只在傍晚才隆重地

“揭幕”。
有一天晚上，小弟被人拒之门

外，耷拉着头回来了，嘴一撇一撇地
想哭：“人家说电视不演了，叫回家
睡觉。”

我妈一跺脚，第二天买来了一
台 14 吋的黑白电视机。我已经把
那台电视机的牌子都忘了，总想它
应该叫“雪花”牌更合适。只记得每
天晚上，小弟准时地坐在电视机的
前面看。没有了《霍元甲》有《陈
真》，没了《陈真》有《血疑》，没有电
视剧有广告，没有广告还有雪花。
直把那电视机看得摸着烫手闻着有
糊味儿，看到光板亮晶晶，才恋恋不
舍地上床睡觉。更多的时候，他站
在电视机旁边，用手捻着屏幕旁侧
的两个黑色旋钮，或者扶着那根儿
明晃晃的天线，勾着头看。后来，他
在充分实践中有了发明创造：将一
团擦玻璃的湿抹布挂在了天线上，
成功降噪。

两年之后，我考上大学，读了新
闻系。有一学期上电视课，我们把
系里那台笨重得几个人才能抬得动
的咖啡色木壳子的“松下”彩电“供”
到了教室。老师也把那玩意儿当宝
贝，讲许久才肯打开电视让看一会，
旁边还有一个“长城”牌电风扇摇头
晃脑地为它服务，害怕它一不留神

“中暑”病倒。
有一年暑期开学，学生会召集

学生代表征求意见建议，就有时髦
小女生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表达不
满，说女生楼下每天傍晚应该继续
把电视机支起来，放动画片《米老
鼠和唐老鸭》。“让我们看电视！”我
至今还记得她们的呐喊。那真叫渴
望啊。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夏天，正赶
上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几个年
轻人每天夜半两三点起床，抓耳挠
腮，像飞蛾一样寻着宿舍楼窗口的
光亮，踅摸着到人家里看电视直
播。若单身还好，有时人家有老婆
孩子，也只好知难而退，另寻旁枝。

1992年冬，我攒了几个月工资，
托同学在省五交化买了一台当时最
热门的 21 吋平面直角“福日”彩
电。正是那个年代作为电器的镇宅
之物。从此我晚上不再读书学习，
很是看了一阵子电视，屋小屏幕

“大”，差点把眼搞近视了。
1998年，那个“福日”电视机元

件受潮，屡修屡坏，我便下决心淘汰
了它，花了几千块钱又去商场买了
一台 29 吋“长虹”彩电。像半张桌
面一样大的电视屏幕，超重低音混
合立体声，鲜艳且逼真的色彩呈现，
让我的蜗居一下子蓬荜生辉。闭路
电视信号，可选择的台有几十个，花
鸟虫鱼近在眼前，帅哥美女呼之欲
出。闲暇时，连上 VCD 机，还能看
国外大片。真好！

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举世瞩
目，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
的黑色家电遍地开花，如雨后春笋
般层出不穷。我也分上了三居室套
房，便又花几千块买了一台具有回
溯功能的“海尔”牌彩电，三间屋子、
两台彩电，可以各取所需，互不干
扰。几年后，平板液晶电视问世，屏
幕越来越大，重量越来越轻，价钱也
越来越便宜，国产的电视机质量完
全可以叫板进口彩电了。买一台壁
挂式超薄超大液晶彩电，根本不需
要下狠心、做预算、省吃俭用才能办
到，更像农民去菜园里摘个葫芦一
样稀松平常。

渐渐地，人们对电视的爱不那
么炽热了。不再掏钱买有线电视
信号，有 wifi 就可以搞定；电视机
太固定太死板，用手机就可以看节
目——我家墙上的电视屏幕开始
蒙尘。

前段时间，俄罗斯开演“世界
杯”，足球大热。我擦拭了电视屏
幕，打开了电视开关，连上了电脑网
线，每日在深夜的家里，在半梦半醒
之间，尽情欣赏绿茵场上那些热血
男儿的速度与激情！

上周末，我在朋友家的别墅放
映厅，看了一部最新的电影大片。
那环境堪称专业：大屏幕投影，立体
声环绕，自动化操作。美景与人物，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身临其境，可
以“坐地日行八万里”，感同身受，可
以“巡天遥看一千河”。

回想当年，恍若隔世啊！04

□丁济民

一座烈士墓，犹如从北中原夜
空划过的一簇星火，散落在一个乡
村寺院前，也散落于时光的深处。

墓里，躺着一个十九岁的年青
军人，就在新中国的黎明到来的前
夜，他的生命之花猝然凋谢了。

据说，烈士牺牲那天，夜幕低
垂，星光暗淡。嚓嚓嚓……因军情
紧急，大部队疾行的脚步声，与巨
龙般逶迤于夜色中的战士们呼出
的热气，惊醒了北中原的冻土。这
是那年初冬，解放军南下时一个令
人难忘的画面，清晰地叠印在当地
几个老人的脑海中。

——突然，急行军的队伍与无
头苍蝇般流窜的豫北顽匪王三祝
部发生了一次遭遇战，一位解放军
连长在剿灭这股顽匪时，冲锋在
前，却不幸被流弹击中，血花飞溅，
年仅十九岁的生命轰然倒下。残
敌旋即被消灭了。因战斗结束得
异常之快，没有人顾及这支大军的
番号，更没有人知道这位连长的姓
名与籍贯。夜幕中，人们从附近村
里地主老财谢老敬家，抬出那口上
好的柏木棺材，装殓了他年轻温热
的尸体，还放置了他那把心爱的烤
蓝色驳壳枪。然后浅浅地掩埋在
乡村寺院的山门东南方，让他望着
战友们即将奔赴远方战场的方
向。匆忙中，连战场上司空见惯的
简易木片写成的墓牌标识也没
有。只有一坯新土，标示着他那蓬
勃跃动着的生命，骤然间在这里陨
落、沉寂。

那个夜晚，寺院南面的柳青河
河水一夜未眠，天幕上的流星像泪
珠般纷纷划破夜空。

战友们满含热泪，齐刷刷地脱
帽致哀。然后，长长的队伍于夜色
中又逶迤进发了。

寺院是沙地，棺木搁置得很浅，
不久就被雨打风蚀，柏木棺材的一角
就裸露出地面，也裸露出桐油浸泡过
的平展展油亮亮的坚硬木纹……

因事发仓促，当年参加那场战
斗的人或很快就参加了更加惨烈
的战役，或因部队改编而四散他
方，此后，再没有人来过这里，祭奠
烈士或追寻当年的足迹。每年的
清明节，连近在咫尺，前去给周边
烈士扫墓的学校师生们，也只是行
以深深的注目礼，不曾在这里停下
脚步，因为这里没有关于无名烈士
事迹的详述，也无人知晓年青烈士
的名字。

在我懵懂的少年时期，除了小
人书里董存瑞、黄继光、杨子荣等
英雄的故事，我太想知道关于他的
事迹。但终究找不到更多的描述，
连我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郭固寺
学堂毕业而后参军、转业，身为国
家干部的父亲也说不清楚。只说
他们应该是来自远方的一支匆匆
过境的队伍。我知道，还有许多像

他一样年轻的生命，永远地栖息在
了我们家乡的土地上。还有许许
多多的人，像红军长征途中攻占腊
子口险关，那个只身攀岩而上，为
大部队打开通道的十七岁彝族小
战士云贵川一样，连真实的名字也
没有留下。

为了表达对猝然而逝的一个
十九岁生命的怀念，南来北往的
风，每年都轻轻地呼唤着他不为人
知的名字，将每一滴流出的鲜血都
轻轻地捡拾又重新擎起，在花朵上
安放。连东升的太阳，也将第一缕
阳光，格外明媚地照射到这里，温
暖着他身边的土地。烈士墓就在
坐北朝南的寺门外，每天，仿佛都
能听到学校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
也仿佛能看到系着红领巾的莘莘
学子，蹦蹦跳跳地穿行在他的身
边。偶尔，几个男女学生会用稚嫩
的目光扫过去，私语着与烈士有关
的传说故事。

据传，烈士的家人后来找到了
这里，认为这里风水还好，并没有
要迁走的意思。但终归是传说，并
没有人真正看到过烈士的家人。
烈士的名字，如郭固寺大雄宝殿前
左侧一棵无人辨识而又年年蓊蓊
郁郁的树，始终是一个无解的谜。

只有天空与大地知道他的故
事，只有风与小花小草在墓地年年
守护。没有墓碑，没有列队默哀；
只有风儿拂过，雨滴润过，阳光照
耀过，呢呢喃喃的鸟儿飞过。

烈士牺牲的翌年，当共和国的
旗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
起，中原大地的阳光也照耀在人们
的脸上，寺院成了学堂，新中国的
一批批雏鹰开始从这里振翅起飞。

烈士墓旁，呈放射状的黄土路
上，还有一串串如春草一样细碎而
萌发的故事，发生后就在岁月的河
流中悠然远去。不经意间，战争的
硝烟已散去了一个多甲子的岁
月。人们敬重英雄，无名烈士墓像
一枚定海神针般，维系着这里的祥
和与安宁。

时光荏苒，坟墓里那个生命依
旧年轻，他的故事依旧在故乡的大
地上被人们传说，仍然让人心痛。

再往后，连听到那次战斗中爆
豆一样密集枪声与知晓掩埋年青
战士事件的老人，在漫长的等待
中，也一一辞世了。而那口经受了
岁月侵蚀的柏木大棺，还静静地躺
在时间的缝隙。因为搁置很浅，棺
木的一角，仍裸露出桐油浸过的柏
木纹，像是很想回家的战士那郁郁
凝神张望的神情……

早年曾就读于郭固寺联中，而
后走出这里，远在异乡的我，三十
多年后归来，徘徊在这仍旧低矮微
凸的烈士墓前，默默地点燃了三支
香，俯身插在墓前的沙地上，然后
深深鞠躬。泪眼迷蒙中，时光回
放，依稀看到了那个十九岁连长如
山峦一样永远年青的身影……3

□曹凤礼

父亲离开我们快十年了，他在大地
上“绣花”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当然，论起做女红，父亲还真不如母
亲。我要说的父亲“绣花”，是指父亲像母
亲绣花那样对待土地，对待生活，始终保
持着认真、细致、执着的态度和精神。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的犁把式。庄
稼地里十八般武艺，他全是拿得起放得
下，全村男劳力没有不佩服的。我小时
候，常坐在父亲搁置犁耙的驮车上，十
分敬佩地看着父亲悠然地甩着手中的
鞭子，指挥着套着轭具的耕牛温驯地迈
开蹄脚，节奏和谐、步伐整齐地走向刚
收获的庄稼地。父亲将犁铧插入地里
扶稳犁把，一声吟诵似的“嘚儿”，耕
牛便从鼻子里呼出两股白烟，非常配合
地向田地的尽头奋力耕耘。父亲专注
地看着犁沟深浅曲直，左手的撇绳微调
着耕牛的方向和速度，右手稳稳地按住
犁把，如同把控汽车的挡和轮船的舵。
于是，新翻的土地在父亲身后慢慢地涌
现出朵朵犁花，如微波细漾的湖面。在
朝阳的映照下，升腾起乳白色的地气，
父亲和耕牛，树木和村庄，都氤氲其中。

父亲侍弄土地的认真劲儿，是现在
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尽管他话不多，可
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就像镌刻在我心
田上一样，不仅未能因岁月而泯灭，更因
人生沧桑而弥新。这句话就是：人哄地
一晌，地哄人一年。父亲犁耙土地，从不
含糊应付，从不减少工序，从不降低标
准。凡经他犁耙过的田地，不管生产队
有没有人监督检查，都必须做到三犁九
耙：三犁就是不仅有深犁、直犁、横犁三
种犁法，还要反复地犁三遍;九耙则更有
讲究，不仅要直来直去地耙，还要8字形
地绕着圈耙，直到把一块块大小不一的
土坷垃，都粉碎成又塇又软像过了筛箩

的细面粉一样，唯恐播下的种子被硌住，
不舒坦。最后，再把整个耙翻过来，耙齿
朝上，耙背朝下轻轻地平推一遍，那整块
新耕耙过的土地，如同泥抹子抹过的水
泥地一样光滑平整，更像是一袭平铺的
锦缎，给人留下无限温暖的遐想。

父亲是俺那一带出了名的犁把
式，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摇耧播种。
那时候，没有机械播种机，种麦种豆全
靠人工手扶耧。每到播种季节，是父
亲最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只见他
两手扶耧，手、脑、眼、足并用，心、气、
神、力并举，耧铃发出悦耳、欢快的叮
咚声，种子哗哗唱着歌投进父亲给它
们精心拾掇的大地温床中。在所有的
庄稼活中，播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耧
脚深了，种子出不了土;浅了，则容易
露出地面，种子发不了芽，导致缺苗断
垄。手扶耧行进速度疾徐快慢，也与
种子发芽出土后的疏密度、行株距有
直接关系，影响着产量高低。这些难
题细节，父亲总是拿捏把控得恰到好
处，就像绣花一样，一垄垄，一行行，一
节节，一点点，疏密有致，宽窄合理，十
分精细！父亲每犁耙播种完一块田地
后，总是往地头一蹲，抽上一支自制的
烟卷，一动不动地审视着他的作品，完
全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中。

父亲虽不识字，不是诗人，但在我看
来，他播种过的土地上冒出的一行行青
青的麦苗，分明就是他写在大地上的诗
行！父亲不懂音乐，不是作曲家，但那些
伴着耧铃破土而出的一棵棵绿色的豆
苗，分明就是跳动在田野上的音符！母
亲巧手绣花扮靓了我们的生活，而父亲
则是用“绣花”的功夫打扮着土地，给大
地披上了锦绣衣装。父亲对待土地，像
对待“绣花”一样的“工匠精神”，一直
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认真工作，执
着敬业，不能苟且地生活！3

那嗓音的酝酿和腔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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