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聂金锋

细雨下个不停，人也忙个不停。
344国道卢氏县河口到官坡镇段那

50多公里公路，倚山伴水，风景秀丽，却
也是地质灾害多发路段。“上面的专家
几乎年年来，但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年
近五旬的常书攀说，20多年里，他最不
喜欢的天气就是雨雪天。

平时，他只需每天两次巡路，转转
看看，清理一下路面，但雨雪天，尤其是
连阴雨和暴雨天，他和他的工友得连明
扯夜在路上。

采访老常时，恰是一个连阴雨天。
车行在344国道河口到官坡镇段S形盘
山道上，不时见伴山一侧有“山体滑坡，
禁止停留”“地质灾害路段，快速通行”
这样的醒目标牌和山体上落下的石块、
泥沙。隔不多远，就会看到几个戴着安
全帽，穿着橘黄色衣服的人在用铁锨清
理着沙石。

雨中，老常挥动铁锨正在忙碌。他
的面前，是一堆山上滑落的泥石，遮挡
了大半幅公路。“早上六点接到的电话，

我们三四个人赶来清理半天了。”伴着
挖掘机的轰鸣，老常大着嗓门说。

工作艰苦,生活单调。风里来雨里
去，天天跟铁锨、石子、扫把打交道。好
多人干不几年离开了，老常坚持着。

老常有没有动过“走人”的念头
呢？沉吟了一下，老常说，在他心里，工
作不分贵贱，行行都能出状元。养路工
辛苦点，但是养路工维护着国家的交通
动脉，岗位平凡，责任重大。

连着铲了俩小时，蹲在雨地里歇脚
的一个小伙讲了这样一件事——

暑天的一个中午他们蹲在树荫下吃
饭时，他给班长老常建议说，天太热了，
咱下午晚一点儿再干吧？老常却板着脸
怼他：“暑期天气多变，完不成任务谁负
责？错过了养护黄金时间怎么补？你能
让老天爷把日头再拉近点儿？”

对养路工来说，一年四季，夏日最
苦。这个季节，是沥青路面养护作业的
好时段——熬沥青、拌石料、摊铺路面，
日头越毒，温度越高，沥青的流动性越
好，越利于路面的养护。可说实话，头
顶烈日，脚踩蒸笼，再去铺高温的沥青，
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着，老常何尝不

想躲过毒日呢？
“我心里不是没有柔情。”老常笑着

说，吃不了苦中苦，咋当养路人呢？夏
天的烈日下，他会让工友们干累了到旁
边歇歇，轮流作业，而他则要多干一会
儿，“班长不带头，谁还愿意干活儿呢？”

每个夏天过后，道班里的几个人都又
瘦又黑，双手磨起老茧。老常说：“干公路
养护这一行就是这样。暴雨中清理塌方，
满天飞雪中撒盐，烈日下熬沥青，没有一
股子拼劲儿，还真干不了。”

2010 年 7 月 24 日。那天，卢氏县
遭遇特大暴雨，209国道多处交通中断，
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受灾严重。

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险情，正在医
院照看岳母的老常接到报险电话，立即
奔赴现场。他和工友一起，卷起裤腿，
手拄树棍，踩着厚厚的淤泥一路勘察，
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渴了喝口山
边的水，饿了咬几口随身携带的方便
面，晚上就在附近的老乡家里窝一晚。

两天两夜后，这条路段终于打通
了。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进了山里，受
灾群众也安全抵达了山外……

“自己累点儿苦点儿没什么。既然

我当了养护工，就得做好一个无愧于心
的公路人！”老常说。

在瓦窑沟道班，老常的妻子莫小女
已当了14年临时工。他们的家在30公
里外的地方，但他们几乎没有回去过，
就住在道班里。大儿子在老家上高中，
小儿子在他们身边上学。

道班院里有一畦菜地，这是莫小女
的杰作。在道班，她不仅干着做饭、种
菜、洗衣服这些活儿，也扛着铁锨、扫把
到她包干的路段巡查两次。

问莫小女天天比男工干得还多后
悔吗？她说：“不后悔。虽然活多点儿，
可每次抢通道路后，看着过往的司机师
傅们一个个按着喇叭、竖着大拇指表示
感谢时，我心里就可美气！”

他们被人误解过，甚至被辱骂过，
被大雨淋病过，被车辆碰倒过，也被落
石砸伤过，可他们依然任劳任怨地守护
着自己管养的路段。

有付出，就有回报。老常连续多年
被县、市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他说：“路，是我们养路工的脸。路通、
路净、路美就是我的使命。干好工作，
就是我的幸福。”1

□王剑

一

南朝人江淹，济阳考城（今民权县）
人。他从小勤奋好学，6岁就能写出好
诗，本来有着美好的前程，谁知这时偏
偏父亲去世了。沦入困顿的他，不得不
靠打柴为生。后来，在他人的引荐下，
20岁的江淹得以游学建康，先在新安王
刘子鸾手下做事，后又转到始安王刘子
真府上，但都没待久。

泰始二年（466年），建平王刘景素
收留了无处可去的江淹，“待以布衣之
礼”。然而，江淹的厄运并没因此结束，
他被牵连进一个案子，无辜受冤，被打
入大牢，关了一个多月。江淹悲愤难
抑，就给建平王写了一封书信自辩，诉
说自己“身陷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
骨”。此信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心碎。
刘景素本来就喜欢江淹，看了书信后，
第二天就把他放了。后来，刘景素蓄意
谋反，江淹知道灾祸将要来临，就写了
15首诗劝谏他，诗中有“宁知霜雪后，独
见松竹心”等句。可是，权欲熏心的刘
景素哪里听得进去，一怒之下将江淹贬
为建安郡吴兴令（今福建浦城）。

这一贬不当紧，江淹时来运转，他

辉煌的后半生开始了。
升明元年（477年），萧道成独揽大

权。他听说江淹有才能，就召为尚书驾
部郎、骠骑参军事。

这时候的江淹已34岁了。不久，荆
州刺史沈攸之反叛。江淹根据形势，算
定叛军必败。第二年，沈攸之果然战败
自杀，江淹因此更得萧道成的器重。萧
道成要他写文章了，就先赐酒食。江淹
左手拿肉，右手端酒，猛吃一阵。酒肉
吃完了，文章也写成了。同僚们心服口
服，萧道成更是赞赏有加，“军书表记，
皆使淹具草”。

延兴元年（494年），江淹被任命为
御史中丞。江淹刚一上任，就弹劾中书
令谢朏等人。一时间海内肃然，政治清
明。丞相萧鸾对此十分赞赏，对江淹
说：“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
日可谓近世独步。”

永元二年（500年），东昏侯萧宝卷
昏庸无道，导致天下大乱。大将崔慧景
奉命平叛，半路却突然调转枪口，“举兵
围困京城”。京城士族高官都偷偷摸摸
向崔慧景暗送秋波，送去名帖以示归
顺。刚从宣城回到京都的江淹借口生
病，闭门谢客，不为所动。崔慧景围困
京城 12天后，形势逆转，兵败被杀。叛
乱平息后，大家都对江淹的“神算”佩服
得五体投地。第二年，东昏侯杀害平乱
功臣萧懿，导致萧懿之弟萧衍发兵攻打
京城。士族们有了前车之鉴，人人安之
如素，唯独江淹脱掉原来的官服，投奔
萧衍去了。萧衍称帝后，江淹获得重
用，官拜吏部尚书、散骑常侍、左卫将
军，封临沮县伯，食邑四百户。

从穷困起家到最后封爵，在南朝那
个朝不保夕、很少有人善终的时代，江
淹却安稳地从刘宋活到了萧梁，历经三
朝，成为最大赢家。

二

魍魉喜人过，文章憎命达。江淹的
文运，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早先被贬吴兴县时，江淹想不开，
天 天 “ 怨 帝 关 之 遂 岨 ，怅 平 原 之 何
极”。有一次，他漫步郊外，夜宿山野，
竟做了一个神奇的梦：一位神仙驾着彩
云，从天而降，送给他一支五彩斑斓的
神笔。醒来后，江淹文思泉涌，下笔如
有神助。看到青山碧水，挥笔一写，就
是锦绣诗文。正在路上走呢，突然就有
灵感了，唰唰几笔，就成了一篇妙文。
这就是“梦笔生花”的故事。江淹一生
的精彩文章，大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是
江淹《别赋》的开头，清丽别致的句子劈
空而来，让人顿觉一股悲慨劲健之气。
他笔下的富贵之别、侠客之别、从军之
别、绝国之别、夫妻之别、方外之别、情
侣之别，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
而在《恨赋》中，他以帝王、列侯、名将、
美人、才士、高人为例，概括出人世间的
各种幽怨与遗恨，引起了天下文人骚客
的共鸣。

江淹的这两篇赋，洗练峻洁，味深
而永，“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如金声玉
振，观之如明霞散练，讲之如独茧抽
丝”。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堪称千古奇
文。

江淹的诗歌尚奇求新，意趣深远，尤

其以“拟古诗”最为有名。他“拟渊明似
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
郭璞似郭璞”，面貌酷似，几可乱真。

永元二年（500年），江淹在由宣城
返京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
里一个自称晋人郭璞的男子对他说：

“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很多年了，现
在还给我吧！”江淹往怀里一摸，果然发
现有一支五彩笔，便顺手还了回去。回
到京城后，江淹想把沿途的见闻写出
来，谁知提笔良久，竟然写不出一个字
来。勉强凑够八句，但文思枯涩，内容
平淡，一无可取。京城里的人听说了，
惊异地谓之“江郎才尽”。

从心理学上解释，这个梦对江淹是
一个心理暗示，所以他无法再写出锦绣
文章。同时也再次证明，心无旁骛，是
做事成功的关键。

三

天监四年（505年），江淹因病去世，
享年62岁。梁武帝萧衍身穿素服致哀，
并赠钱三万、布五十匹，赐谥“宪伯”。

江淹墓位于河南民权县程庄镇江
墓店，墓园树木葱茏，石碑高耸。掠过
坟前的一阵阵风声，似乎仍在诉说时光
的流转：

梦笔生花事已空，

荒凉古墓寄秋风。

蚁封历历千株树，

马鬣茫茫一片丛。

远控嵩山浮旺气，

近环汴水映长虹。

千年灵气依然在，

无怪江家震豫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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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访谈

□本报记者 冻凤秋

留着络腮胡须，儒雅、谦和，说话
慢条斯理，似乎每一句都经过深思熟
虑。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
长江学者张清华莅临省会郑州，参加
并主持“田中禾文学创作六十年暨《同
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他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感叹，河南写作阵容无与
伦比，中原文坛之所以名家、大家辈
出，跟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密
切的关系。

他曾数次来到河南，到过郑州、开
封等地，虽然不曾沿着先贤的足迹走遍
中原，但在内心深处，对这片土地深厚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仰慕且神往。他
期盼有机会到老子、庄子、杜甫、韩愈、
李商隐等的故里去走一走、看一看。

他说，千年文脉延续至今，滋养着
中原作家，使得这个群体格外星光璀
璨。老一代的作家有苏金伞、魏巍、姚
雪垠、李凖等，新一代有周大新、刘震
云、阎连科、刘庆邦、李洱、邵丽、乔叶
等，他们的创作各具特色，大都有深厚
的人文情怀，强烈的文体探索意识和知
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评论家中王鸿生、
耿占春、鲁枢元、刘思谦等在当代文化
思潮中一直走在前列，以深厚的文艺理
论功底引领创作风向；还有马新朝、杜
涯、蓝蓝等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单就
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数量

而言，豫籍作家在全国名列前茅。
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多年，

张清华专注于当代文学思潮和先锋诗
歌的研究，出版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
思潮论》《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
中的历史叙事》《存在之镜与智慧之
灯》《穿越尘埃与冰雪——当代诗歌观
察笔记》等多部著作。他还同时担任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和文学创作与批
评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说，前者主要是
通过引介重要作家，推动国际性的文
学交流和文学教育等；后者主要是对
当代作家、文学现象进行持续关注和
研究。对于引人注目的北师大作家研
究生班，张清华坦言，希望能培养更多
有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的作家，而不

是技术型写手。
谈到当代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张清华说，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正在
实现强国梦，文化的发展也得益于开
放的环境。年轻的“80 后”“90 后”乃
至“00 后”作家，将不同于以往作家以
乡村经验为主体的表达，他们的阅读
和写作都拥有开阔的视野。今后的文
学，将更多聚焦于人们在当下社会中
生活、生存状况和精神层面的探讨。
中国当代文学未来的方向将是以人文
主义的精神，以高度的本土自觉，开阔
的国际视野来讲述优秀的中国故事，
这些动人的故事将既属于全世界，也
属于我们自身。1

深厚文脉滋养中原作家
——访北师大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张清华

□韩峰

童年时，家里做饭、取暖，都是用煤
火。

当年，我父亲刚调到小城工作时，
就请人盘起了一个煤火炉。那是个技
术活儿，只有将炉膛抹得恰到好处，火
才旺。当然，火旺不旺也与煤和煤土的
质量有直接关系。

拉煤首先要通过关系搞到煤票，天
不亮就要带上干粮，顶着满天星星拉着
板车往距小城15公里的煤矿奔。赶到煤矿，已是人声鼎沸。排队开
票，空车过磅，挤到煤堆跟儿挥锨装车，拉上煤车再过磅，再撅着屁股
拉着几百公斤重的煤返程。

那时的公路是坑洼不平的土路，挑战着十几岁的我的体力和毅
力。赶到家，有时太阳已偏西，有时已满天星斗。

有了煤，还要拉煤土。一般的褐土黏性差，不如黄胶土和出的煤好
烧。拉黄胶土要到两三公里外的丘陵地带。黄胶土较硬，取土费时费力。
便有人拉着黄胶土在街上叫卖。虽然几毛钱一板车，却很少见有人买。

煤火台一侧，都留有和煤的煤洞，按煤和土的比例，铲几锨或一
箩头煤土扔到里面，外面用煤围住，再往成块的煤土上倒水，将煤土
洇成泥，然后挥锨叠翻搅拌，直将二者搅拌得黏黏糊糊，方才罢休。
这时，浑身都已热乎乎了，甚至脊梁和额头都已渗出了晶莹的汗珠。

生火之前，还要着箩头去垃圾堆里捡来煤渣，倒入炉膛，让它
吃个六七分饱，为生火垫好底。生火最好的材料要数玉米芯，蘸一点
煤油，既易燃又耐燃。燃旺后，再放入煤坷垃，等煤坷垃燃旺后，就可
放和好的煤泥了，但中间一定要用1米左右的锥状的铁火捅，直上直
下地捅一个窟窿，否则，没有这个喘气的通道，就容易被闷死。

我家的火很旺、望着蹿起尺把高的火苗，我往往对母亲说：“这火
炒肉最好了。”可那时我们根本吃不起肉啊。

火虽旺，污染也很大。每次做饭前捅火或封火时往下捅火，细微
的粉尘即刻一冲而起，霎时便弥漫了狭小的房间。老式的木格窗上
糊着白纸和一块玻璃，粉尘根本无法飞出，纷纷降落在距煤火只有不
足1米的床铺上。那里好像是它们的安乐窝。晚上睡觉前封火后，湿
湿的煤气又笼罩了房间。这时，母亲还要撩开门帘，让煤气跑到外
面，直至煤泥变干，烟气消散。

煤火不仅用来做饭，还发挥着冬季取暖的作用。煤火台一般砌
得都很大。我只要一放学回家，母亲就将我抱到煤火台上：“快烤
烤。”不一会儿，浑身暖和了许多。如果是雨雪天鞋弄湿了，等我钻进
被窝后，母亲就把鞋放到火边。第二天起来，鞋干了，还带着余温。

在漫长寒冷的冬季，邻居串门到谁家，主人就先往煤火台上让，
然后面对面开聊。有时几个人凑到一起，便围着煤火台打起了扑克
或下起了军棋、象棋。还有的用铁丝或竹篾编一个笼子放到煤火台
上，将小孩的尿布衣服什么的，搭在上面烘干。

现在，煤火虽然几乎见不到了，但它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8

煤火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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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隔夜粮，不进道班房。在公路养路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20年前，他从部队回到家乡后选择了公路养路工这个职业。

14年前，他把妻子也拉进了道班——

江淹的五彩笔

往事

□倚天

早年，城里不兴烧柴，家家户户烧煤球。那时候，多是筒子楼，走
廊里，每家的门前都放着一个煤炉子。人们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赶紧打开炉门，急火炒菜，慢火炖汤。

当然，也经常有人弯着腰，半闭着眼，打着蒲扇生炉子。筒子楼
不通风，煤炉常常被“请”到外面的空地上。滚滚的浓烟四下乱扑，一
直弥漫到整条巷子。这样的情景，已经定格为一个时代的影像。

那个年代，买碎煤是一个家庭一年中的大事。每当秋风渐紧时，
家里的男主人就开始张罗着买煤了。哪种煤易燃，哪种煤无烟，哪家
煤便宜，已了如指掌。价讲好了，就用架子车把煤拉回来，堆在自家
的门前。看到这些碎煤，女主人的心里，也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接下来是打煤球。挑一个晴朗的周末，男主人换上紧身的衣服，
拿出铁锨、水桶、筛子等工具。先是把煤筛一下，堆成一堆儿。再去
弄点儿黏性较好的红土或者黄土，压碎，用筛子筛一下，倒进煤里，用
铁锨翻搅均匀。这里需要一个恰当的配比，黏土多了，煤球火焰小，
容易哑火；少了，黏度不够，煤球不易凝固成型。

打煤球是个体力活儿。两个小时下来，即便是强壮的男人，也
常累得腰酸背痛，汗透衣衫。这时候，千万别松劲，一定要咬牙坚
持。因为你一旦坐下休息，就再也不想站起来了。何况周围到处都
是“哐嘁咵哒”的打煤球的声音，这声音就像催征的战鼓，会让你的
全身再次充满力量。

煤球打完后，一般要晾晒两三天，直到煤球的颜色变得有点发白
就好了。一摞一摞地码在杂物间，就算大功告成。

我刚大学毕业时，还不会打煤球，曾虚心请教过一位邻居。这位
邻居壮得像牛一样，他的煤球打得又快又好，在我们单位是出了名
的。他是个热心肠，干活不惜力，一遍一遍地给我做示范，直到我学
会为止。临走时，他用力拍拍我的肩膀，算是鼓励。

在我的记忆里，煤炉子是一个圆柱形的铁皮桶，上面有一块生铁
铸成的圆形空心炉盖。腹中是耐火泥内胆，搁在三四根粗铁丝上，最
下端是方形小炉口，带着炉门，外桶壁上有一个提手。一般炉子的炉
膛里，可用火钳塞进三个煤球儿，一块燃得快要尽了，一块燃得正旺，
一块刚刚蹿起蓝色的火苗。这三个煤球儿的孔眼，上下都要对齐。
一个煤球，最长可以燃烧两个小时，燃烧充分后能整块取出，不散渣。

做饭的时候，最是热闹。筒子楼的走廊里往往挤满了人，走路要
斜着身子互相让道。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谁家吃什么、煮什么，全
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一目了然。

我觉得，在煤炉上炖汤炖菜，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冬天，小火
煨着，锅里的白菜豆腐咕嘟咕嘟地翻着跟头，鸡蛋软软的，浓浓的骨
香随着蒸汽在屋子里缭绕。这种缓慢的温暖，会让人尽情享受着生
活的醇厚与绵长。

煤炉不用时，要封火。睡觉前，要在炉子内加满煤球，把炉子下
方的封口小心地堵上，只留下一点缝隙，让炉子处于休眠状态。然
后，在炉子上放一壶冷水。第二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炉门打开。
这时，水壶里的水是温热的，可用来洗脸刷牙。如果头天晚上封火不
当，漏了风，炉火就熄灭了，这时得重新生炉子。通常的做法是，等别
人家把饭做好了，再从人家的炉子里，搛出一只烧红的煤球，引火。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几乎家家都有燃气灶。下班回到家，“嘭”的一声打着火，
饭菜很快就做好了，干净、简便、快捷。既没有了煤气中毒的忧虑，也
没有了炉灰腾起的困扰，大家充分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

虽然煤球、煤炉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曾经给予人们的那份美
好记忆，永远也不会消失。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发黄的老蒲扇，那瘦
长的火钳，那憨厚的煤球，那腾着蓝色火焰的煤炉，都会来到我的梦
里，给我送上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温暖。8

打煤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