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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样 的 生 活
□聂虹影

40多年前，父母将家从东北搬回河南老家
县城，当时我只有三岁多。从东北到中原，我
也算见识过外边的世界，小脑袋瓜和同龄人有
些不同，那时，我羡慕任何一个从外面归来和
拎包离开的人，对远方充满无穷遐想。

桂荣姑，就在这时出现在我的童年生活中。
那是个灯光昏暗的晚上，老家的远房叔叔

来我家里玩，带来一位大姐姐，叔叔介绍说是
朋友的妹妹，初中毕业从新乡市下乡到我家所
在的小县城。叔叔带她来，是想让爸爸妈妈关
照关照她。

灯光下，桂荣姑身材娇小，鼻梁高高的，眼
睛细长细长的，她衣着洋气举止大方，有着城
市女孩子特有的气质。在昏暗的灯光下，在童
年的我的眼中，她的周身好似在发光。

此后桂荣姑经常出入我家，她不会给我带
零食啥的，但我无比盼望她的出现。她的谈
吐、衣着、发型，能让我感受到城市女孩子的时
髦，能满足我对那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外面世界的向往。

后来她要回新乡市了，临走前，她和我父
母谈起，希望回去后能到副食品店工作，计划

经济时代，这是份很好的工作。我的父母尽力
帮了她。

回城后的桂荣姑依然会不时来我家里，有
时是她自己，有时还带着女伴。那时家里生活
条件有限，每次来，姥姥和妈妈都会倾其所有款
待，我们也因此能打打牙祭。拿工资的桂荣姑，
不再像当年那样来去空手，会带点小礼物，有时
是自己包的粽子，有时是块小手绢，有时是一小
包糖果。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她来我家时穿
了件果绿色的确良上衣，方形领口，领子袖口及
胸前都镶了白色蕾丝边。桂荣姑看我一直打量
她的衣服，说“回去后帮你做一件”。她没有食
言，下次来时，她带来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穿上，
简直飘飘欲仙。

桂荣姑在新乡市的家，在我童稚的心中，
也是美好的所在。我妈妈曾带我去过多次。

她家是间小平房，自己搭建出长长的一
截，房间变得无比狭长，屋顶低，没窗户，靠屋
顶天窗采光。房子简陋，但家里布置得干净整
洁，还很有情调，每次去，都能发现陈设上的新
创意，比如钩针钩的小台布、塑料绳编结的小
物件、毛线编织的小动物、玻璃糖纸做的花束

等等，这些，都是桂荣姑的手作。
有一次，我见到插在手工编结花瓶里的枣

树杈丫，每个杈丫上都扎了染色棉花制成的蜡
梅花，还有用染色爆米花制成的蜡梅花苞。每
次去，我总沉醉在各式各样创意小摆设中，每
个物件都是我在生活中看不到的，每个陈设都
令我感到美好新奇。

桂荣姑的妈妈漂亮有气质，对人热情周
到，姑姑的爸爸是船长，好像在武汉工作，很少
回家。有一年冬天，我偶然见到他，他戴棉帽
穿着厚棉袄，安静沉稳。一个在长江上工作的
船长，在我眼里，也是闪闪发光的。

那时，我常常以为桂荣姑的生活状态，就
是我的理想生活。桂荣姑家那间狭长“蜗居”，
似乎满足了我对美好生活的所有设想。

后来，我家搬回新乡市，和桂荣姑的亲情一
直延续着。那时日子拮据，妈妈被单位选派到省
城学习，可她连条没补丁的裤子都没有。爸爸坚
持要给妈妈买条新裤子。于是妈妈拉着我，爸爸
抱着妹妹一起来到百货大楼，看好了一条深蓝色
涤卡布料的裤子，十二块五，还需要三尺布票，妈
妈没有。爸爸抱着睡着的妹妹在百货大楼等，我

和妈妈到桂荣姑家去借布票。我们去借东西，依
然受到桂荣姑一家的热情款待，奶奶拿出手巾
包，小心翼翼打开，取出了妈妈需要的布票。桂
荣姑姊妹五个，用布票的地方很多，可奶奶没有
丝毫犹豫，把布票借给了妈妈。

后来我一天天长大，当兵、求学、工作，走
出新乡，走到郑州又进了京城，终于实现了对
远方的梦想。

岁月流逝中，桂荣姑成家生子，如今已退
休当了奶奶，笼罩在她身上的光环，随着我眼
界的开阔渐渐淡去直至消失。其实她一直都
是她，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不断的个人
成长中，我一直拓展着认知宽度和深度。不断
改变的生存状态中，我一直丰满着我的人生阅
历，丰富着自己的见识。

穿越岁月隧道，回望童年时光，我依然无比
感谢桂荣姑曾出现在我的生命中，让我看到了
别样的生活和人生。那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依然葆有的对美的渴望与向往。那是在物资匮
乏的年代，依然拥有的对生活的敬意，对生活表
达的仪式感。它给童年时期的我，上了重要一
课，那就是怀抱热爱，认真生活！5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从即日起，
中原风推出“十年身边故事”征文专栏。

这十年，无论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好的个人成长环境、更充实的获得
感，您都可以尽情抒写。您可以写自己
的故事，也可以写亲朋好友的故事。征
文文体为散文、随笔，文字要求真切平
实、简洁隽永。字数2500字内。投稿邮
箱为 hnrbzyfzw@163.com，来稿请注
明“十年身边故事”征文。

“十年身边故事”征文启事

弹指十年
亦漫漫

□八月天

那是个美好的傍晚，既不是“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春色，也不是“竹摇清
影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阳”的夏季夕阳，更
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秋
日晚景，与“画戟朱楼映晚霞，高梧寒柳度飞
鸦”的冬季日暮也不搭。

那是 2012 年 12 月 13 日的黄昏。不见
落日，天空一片灰暗，雾气浓重。在社旗县赵
河公园湖心岛上，我和尚攀，与几位评论家、
作家，漫步在酒店的弯曲小路上，畅谈文学，
共话人生。那一年，尚攀24岁，一脸稚气，我
称他为“小朋友”。

那一天，我们在赵河公园湖心岛上的酒
店参加“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优秀作
品颁奖典礼暨河南省文学创作会议。河南文
坛一群人为文学而聚，为那个寒冷冬天增加
了一抹暖色。

颁奖典礼上，我穿着休闲：上衣是尚攀
“退役”的运动棉衣，下身是休闲裤，脚上是深
棕色运动棉鞋。大概是文学艺术使我多了些
自信与淡定，不再喜欢西装革履。也是从那
时起，我开始穿儿子淘汰的衣服——他长大
了，身高与我相当了。

那年的 10月 30日，我与尚攀一起参加
了“河南省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签约仪
式”。尚攀从 2009年底开始创作，3年间在
多种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多
篇。第三届签约作家签约仪式上，尚攀是32
名签约作家中最年轻者。我与尚攀同时成为
签约作家，河南文坛上传为佳话。

我与尚攀的生活，由此发生重大改变：于
我而言，业余爱好成了“主业”。尚攀，因为有
了一份能顾住生活的签约补贴，可以一心一
意投入到文学创作。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文
学院为尚攀指定作家邵丽做导师，尚攀有幸
得到她的指点和帮助。

尚攀在高中、大学阶段曾与我矛盾重重，
大概是文学的浸润，也开始变得谦逊平和、淡
定稳重，再不对我“横眉冷对”了。

我虽清楚他已是个有思想的男子汉，一
个具备独立人格的作家，但作为父亲，我还忍
不住会对尚攀的创作指手画脚。比如小说观
念，我倾向传统、重视故事。他更侧重于对人
物内心世界的呈现。他不与我争论，但也不
被我的观点左右。他开玩笑说：“老爸讲故事
的能力厉害，我是学不来的。”听起来好像在
夸我，言下之意却是他不会走我的创作路子。

有一天，他给我推荐了一篇卡夫卡的小
说《判决》，很认真地说，他读不太懂，让我帮
他解读。当我对《判决》研读几遍后，才突然
醒悟，尚攀以此提醒我对他干涉太多。不禁
汗颜。从此对他的创作不再“横加干涉”了。

尚攀进步很快。他先被省作协推荐参加
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学习。后又
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青年作家创作会。他
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2014年，我与尚攀双双成为中国作协会
员。当河南成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试点
后，我与尚攀有幸参与，并在连续 4年的“深
扎”中取得成绩。

2017年，我辞职成为职业作家。接下来
两年中，尚攀完成了结婚生子的大事。他仿
佛一夜间成熟了，对父母变得温和体贴。

2020年，尚攀梦想成真，正式入职省文
学院成为专业作家。家里特设酒宴，红酒杯
碰出清脆的响声。那一刻，我与妻子眼睛湿
润了。十余年间，为了儿子的生计和前途，我
们曾备受煎熬。

2022年 2月，我与何弘老师合著的报告
文学《粮食，粮食》上架，成为广受关注的图
书。5月，尚攀被列入河南省作协重点作品
扶持项目的长篇小说《明明如月》，也获好评。

如今，尚攀的儿子已两岁半，成为我最亲
密的“小朋友”——曾被尚攀占用多年的称
谓，不知不觉中易主了。

弹指一挥间，漫漫十年成往昔。回顾我
们的这十年，充满了太多诗意与感动。无论
是个人成长，还是我们共同热爱的文学事业，
都令人欣慰。能把写作作为安身立命的工
作，这是何等幸运。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对
未来有了更美好的憧憬。5

感动中的崇敬
□郭斌

八一建军节前夕，《红色基因传承工程：亲
历者口述战争》一书，再度引发读者关注。它
曾荣登“豫版好书”2021年度优秀图书榜首，作
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从选题策划到编辑出版，
透过字里行间，我常为书中英雄人物的壮举感
动泪目；视频影像中熟悉的画面，像放电影一
样在脑海中闪现定格、令人回味。

我在思考，林林总总的“豫版好书”参评作
品中，《亲历者口述战争》（简称）一书何以脱颖
而出？特别在浅阅读、快阅读、网络式阅读风
潮盛行的当下，一本看似并不“讨巧”的革命题
材读物，何以能赢得广泛认可？答案很简单，
这是新时代对出版主旋律的呼唤，是对先烈英
雄的深切缅怀和尊崇。

该书作者是河南省军区韩申国大校，他说
作品的创作，缘于 2018年 5月启动的“亲历者
口述战争”系列节目的访谈拍摄工作。他和采
访组历时近9个月，行程两万余公里，足迹踏遍

中原大地，采访了 34位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接
受采访时，34位老战士已至耄耋之年，他们虽
华发苍颜，多人重伤未愈，岁月在脸上雕琢出
道道沟壑，战火在身上烙下累累伤痕，却丝毫
涂抹不掉老兵身上散发出的无声荣光。

纵观中国近代百年，风雨飘摇，民不聊
生。痛感“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的
民族命运，亡国灭种的国恨家仇，无数先烈或
折笔取义，或舍身从戎，扛起钢枪，走向战场。
他们起身于苦寒、建功于霜野、决胜于危难，折
断了日寇的尖刀，打败了蒋家王朝，平息了鸭
绿江边的战火。书中收录的34位老战士中，有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主人公李向阳的原型、原
北疆军区司令员郭兴，有电影《上甘岭》中钢八
连连长张忠发的原型张计发，有 2021年“七一
勋章”获得者王占山等等。

这些老兵为祖国、为人民以命相搏的血

性，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战斗经历，气壮山河，
令人动容。走过战场硝烟的他们，早已看淡了
生死。93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占山，谈到
自己“死过一回又活过来”的侥幸，说得风轻云
淡：“1953年 7月 18日拂晓，我在朝鲜战场金
城战役阵地血战4天 4夜，被误认为牺牲了，送
到停尸房。是军医把胸口还有一丝热气的我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说你命真大，身上 38个窟
窿还能活下来！”

拨开历史烟云，重温红色篇章，聆听深情
讲述，耳畔风雷激荡。老兵张计发毅然决然地
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上甘岭一线坑
道阵地上整整坚守 24 天。65 年后接受采访
时，多处重伤未愈的张计发仍清醒地回忆起上
甘岭战斗的惨烈：“机关枪的枪筒子被灼热的
子弹打红了，耳朵几乎被震聋，阵地上军号声、
呐喊声连成一片……”“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
一步！”这些娓娓道来的战争经历和浴血荣光

的红色故事，组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浓缩的我
党我军的革命史、奋斗史和强军史。

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富足强盛，也没有理
所当然的安逸幸福。国之英者，时之楷模。无
数先烈前辈为救亡图存、为民族复兴抛头颅、
洒热血，披荆斩棘，前赴后继。“每思祖国金汤
固，常忆英雄铁甲寒”。这些舍身投戎的老兵，
是在国家危难时毅然走向战场的普通一员，这
是“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爱国之
情，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强国之志，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报
国之行。他们的经历，也折射出我们国家和民
族的砥砺之路、强大之路、复兴之路。

岁月长河里，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
到多远的未来。仰望这些身处夕阳晚照中的
英雄们，目送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受先辈惠
泽的后人，应掬一捧热泪，并深深地向他们致
以崇高的礼赞。5

城挽一座堰，堰牵一座城。城以堰耀，城
以堰兴。中国如此独特而自豪的城市，唯有都
江堰。

十八岁这年，我穿上绿军装，踩着青春梦
幻的鼓点，来到我的第二故乡，现在的都江堰
市，当年的四川灌县。

一个星期天，我和战友特意请假，搭乘汽
车连拉物资的解放牌卡车，到县城灌口镇参观
慕名已久的都江堰。

急吼吼的岷江利剑一般，把景区一分为
二，这边都江堰，那边二王庙。岷江内江的激
流，穿过人工劈开玉垒山而得的宝瓶口，灌溉
着岷江中游大片良田，成都平原才成就“天府
之国”的美名。

逆江上行，来到了鱼嘴。它与宝瓶口一样，
是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部分。逆流再上
行不远，一座铁索木板古桥连接起岷江两岸。
上桥后，乍一迈步，桥上木板桥面就会晃悠起
来，下面的江水令人头晕目眩。我不由得想起
飞夺泸定桥的红军勇士们。面对古桥晃动不止
的桥面和桥下波涛，我和战友踏着不疾不徐的
步伐，与桥晃动频率保持一致，顺利到达对岸。

对岸是高高的玉垒山。沿陡峭石阶上去，

是威严的二王庙，庙内供奉着李冰父子的塑
像。李冰父子降服岷江水患，令泽国变成万顷
良田，值得万世景仰。参观都江堰的过程，也让
我和战友学到了李冰父子的奉献精神。

在这座拥有都江堰的美丽小城中，我们部
队与驻地群众鱼水情深，如同一家人。

我们春节与八一建军节的饭碗里，有老支书
带人送来的猪肉香。我们野营拉练的宿营地，每
晚都有群众铺下的软软暖暖带香气的稻草。我
们到达或离开每个宿营地时，都能听到红领巾甜
甜的欢呼声。

星期天，我们会帮助附近的群众打猪草。
“三夏”大忙时节，我们出动成连士兵帮助农民
割稻谷插秧苗。农民的牛不慎掉入粪坑时，我
们不嫌脏臭跳入粪坑救耕牛。老百姓草房失
火时，我们多次冲入火海救人救物。三连指战
员在灌县火药社发生爆炸时，冒着生命危险，
从废墟中抢救出多条生命。三连荣立集体三

等功，受到全军通报表彰。
时间老人健步如飞，几十年岁月一闪而过。
我们部队驻都江堰八年，许多战友爱慕都

江堰的山山水水，把他乡当故乡，选择了就地
转业，留在都江堰。

我和战友们牵挂第二故乡，多次重返。第
一次重返都江堰，我们由就地转业的战友全程
陪同。我们看到，岷江的水，还是那么清澈。
青城山的树，还是那么翠绿。我们饱览青城山
美好风光，品尝了青城养生宴。

二次重返都江堰，是应邀参加二连战友聚
会。我们乘坐飞驰的成灌高铁到达。想当年
从灌县坐长途汽车去成都，七十公里路途需要
两三个小时，现在的城际列车只要四十分钟。

当我们一路说笑着走向老营区时，竟然在
五里社区巧遇当年官兵勇救火灾救出村民的
后人。这个娃子说，他的爷爷对救命恩人解放
军念念不忘，常对儿孙提起。村民生活的巨大

变化，令我们赞叹不已，一幢幢别墅式小楼让
我们心生羡慕，乡亲们脸上洋溢的快乐令我们
欣慰。村民们的小日子，好巴适好安逸哟。

第三次回都江堰，是参加团部战友聚会，
正好赶上中国（都江堰）第四届田园诗歌节。

蒙老部队战友相助，我以报告文学作家的
名义，参加了舒婷、杨牧等著名诗人亲临的诗
歌盛会。都江堰一个县级市，竟有田园诗歌
节、西部音乐节、乌木艺术节、戏剧艺术节、中
小学艺术节、大学生艺术节等好多名堂，都江
堰市民的精神生活之丰满，精神文明建设之多
彩，可见一斑。

连续几个晚上，来自北京、太原、河南、黑
龙江等地的战友，与在都江堰扎根安家的战
友会合，并肩走过热闹的东门广场，穿过高大
的灌州宣化门，来到美丽古老的廊桥南桥，观
赏仰天窝美景。我们与都江堰市民一起，在
岷江边沐江风、喝冰啤、吃河鲜。大家的心都
醉了。

我们醉心于古老都江堰青春焕发，醉心于
青春的都江堰市英姿勃发，醉心于挚爱的乡亲
们幸福感绵长，醉心于我们的第二故乡青春常
在。5

青春做伴都江堰
□李长顺

轻舟已过万重山轻舟已过万重山55 张成林张成林 摄摄

受太阳的派遣

每天于黎明前的黑暗里启程探路

你昂首挺颈，敞开嗓门儿一刹那

清脆响亮的一声声

抱着无边夜色与寂静飞起来

飞出一条条铮铮作响的小径

仿佛看到你穿一身渐渐褪去黑色的衣服

与睡眼惺忪的露珠擦肩而过

越来越清爽的嗓音

像喊着我的名字，把我寻找

径直穿过门窗的通道

一寸寸喊轻夜色的重量

唤出我们眼中魔法般的光亮

看什么都看出新鲜的模样

阳台上枯萎的月季在我眼中复活

翘起的绿叶摇动婴儿般小手

发出新生的宣言

桌上词典被我看得蹦跳起来

寂寞已久的词语纷纷冲出

展开翅膀，飞出一首追梦的诗 5

听报晓鸡鸣
□张全功

庆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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