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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予民

妈妈王凤阁生于1930年，是一位有着

70多年党龄、90多岁的老党员。

妈妈姊妹5人，她排行老大，为人正直，

善良热心，责任心强，敢担当，特别善当家，

爱管事。因此在亲戚中人缘极好，威信很

高。

管事就要联络。亲戚们分布在北京、河

北、河南、湖北等地。几十年前，通信尚不发

达，联络主要靠书信。常常见妈妈白天忙工

作，晚上在灯下写书信，五天一小写，十天一

大写，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亲戚发信，了解

情况，遥控指挥。20世纪80年代，程控电话

刚刚走入寻常百姓家，爸爸便找了市邮电局

局长，花了3000多元给家里安上座机电话，

从此她的电话业务量徒增。天南海北到处

打，与亲戚煲起电话粥，一聊就是半个小时以

上。问工作、聊生活，不紧不慢有说不完的

话。外地亲戚打过来的电话，多数也是找妈

妈的，为此，老父亲戏称老妈为“电话局长”。

2010年左右，我给妈妈买了一部手机，

这下她更方便了，她让我们把亲戚的名字和

电话都输入手机里，需要找谁聊，调出名字，

一按电话就打了出去。聊天内容也更丰富

了，谈生活的新变化，谁家孩子进步了她送

去鼓励，谁家遇到困难了她及时帮助，但更

多的还是聊日新月异的新生活。2020年，

我又送给她一部智能手机，这下更不得了

了。已是90多岁的人了，她学会了用手机

拍照、发微信、视频聊天等，甚至还想学抖

音。遇到美景和喜事她会用手机拍下来，闲

暇之余，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看一看曾经的

美好时光。高兴起来，与外地的亲人来个视

频聊天，线上面对面交流。年纪大了走不动

了，但手机实现了她与远在外地亲人互动交

流的渴望，“远在天涯，近在咫尺”变成了现

实，使妈妈有了极大的获得感、成就感和幸

福感。这不刚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她就拍成照片急不可待地与外地亲朋分

享喜悦。大家都夸妈妈人老思想新，还能玩

新潮。妈妈笑哈哈地说：“多亏党领导好，科

技发展快，才能过上这么幸福的日子。过去

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变成了现实。”

□张中坡

像故乡的风，从故乡吹拂到南阳，又

从南阳吹拂回故乡，周同宾先生注定与

故乡相亲，与大地有缘。

同宾先生是文坛大家，我与他相识

多年，却交谈不多，即使偶尔参加文学会

议，我也是常常静坐一隅，心怀崇敬地仰

望他，仰望他清瘦的形象，倾听他舒缓的

谈吐。

同宾先生是清瘦的，有几分乡村教

师的清亮，也有几分仙风道骨的飘逸。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屡获文学大奖的散

文大家，他一直谦虚低调地写作、生活、

为人、处事。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过他对

同道指手画脚，对后学颐指气使。在文

学界，他就是一股温暖的春风，让每一个

人感到暖心和舒心。

同宾先生是朴素的，朴素得如同故

乡原野上的庄稼。他常说，他是“吃红薯

饭长大，穿粗布衣成人”。这让也是农村

出身的我，心怀戚戚然。大概就是因了

这种朴素的情怀，他总是在写作时不由

自主地写故乡、写乡土、写乡村、写农民；

他在谈写作时从不用高深的理论，而是

用平实而又诗意的语言，娓娓道来，讲述

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写作体会，以期对后

学有所启发或启迪。谈写作时他说的

话，仿佛就是在写文章，慢条斯理、字斟

句酌而又随手拈来、随意随性，有味有

韵，不需修饰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篇精

彩的创作谈或者随笔。

同宾先生是厚重的，厚重的是他的

一篇篇散文作品，他的一部部散文集。

一个作家最能替他说话的，就是他的作

品，无论是自己吹嘘，还是他人吹嘘，都

是没有用的。他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写作

者，经年累月，痴心不改，执着地在散文

的园地里带月荷锄、辛勤耕耘，用饱蘸泥

土芳香的文笔，写出了一篇篇充满着乡

情、乡音、乡思、乡韵的美文。

同宾先生的文章是厚重的，他的每

一篇文章都来自大地，来自乡村，来自生

活，来自历史，没有无病呻吟，没有矫揉

造作，充满着大地的温度，充满着乡村的

风情，充满着人间的烟火，充满着历史的

沧桑。他写故乡风物，他写故乡农民，他

写故乡风俗，他写故乡逸事，他写故乡山

川，他写南阳的名人在故乡和他乡的名

人在南阳的浪漫足迹和诗词歌赋。《乡间

的小路》《葫芦引》《情歌·挽歌》《绿窗小

品》《皇天后土》《古典的原野》《一个人的

编年史》……就这样，同宾先生用自己的

一部部散文作品，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

文学殿堂。

同宾先生文章的语言是厚重的，既

通俗而又典雅。他的文章语言来自生

活，鲜活生动，而又浸润着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因子，古色古香，但他的文章语言

的生活化和典雅化，又是那么地水乳交

融，率性而为，不着痕迹。他的文章句子

有长有短，长短结合，而又以短句居多。

所以，每读他的文章，都是满口余香，回

味无穷。这也许就是大家的功力。

同宾先生魂归故土，但他清瘦、朴素

的形象心间永存，温雅、高古的风范经久

流芳，厚重、悠长的文章余音不绝。

谨以此小文，怀念周同宾先生。

□刘先琴

2021年5月13日，这一天成了淅

川人的“大日子”，这天，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踏上了这方与跨世纪工程南

水北调息息相关的土地。

邹庄、渠首、烟波浩渺中的马镫、宋

岗、九重……这些被瞬间插上新闻翅膀

的地名，在我们看来，是一份充满自豪

的乡愁，于是，有了这趟文友相约再访

故里的淅川之行。

还是那个村，移民新居的堂屋

里、厨房内、小燕筑巢的屋檐下，从此

有了抚慰人心的故事；还是那片土地，

改种果林的枝头上，从此会挂满世代

的希望；还是那一湖碧水，被淹没的乡

愁，从此化作阳光下闪亮的荣光与辉

煌……

“咱们住鱼关吧。”“好！”

留恋的地方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晚

霞里，大家不约而同看好了这个地方，

是的，一天奔波装满的感慨，在这里才

能安放诉说。

鱼关，是2009年开始南水北调大

移民时，第一个搬迁的试点村。如今被

另外一种形式整体保留了下来——

踏上这方三面环水的坡地，一座矗

立在圆形台阶之上的八角亭被落日余

晖涂满耀眼的金光，亭内的大石碑上，

密密麻麻刻满了汉字，那是鱼关当年拆

房离家全体村民的名字，上至九旬老

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娃娃，一人不少。

稍远，是一整片石墙的列阵，56面长方

形墙壁上，镌刻着淅川全县移民村庄和

移民的名字，不远处，是他们的“家”，

“淅川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里，存放着

“碑上家庭”祖辈使用过的农具、桌椅板

凳、锅碗瓢勺，甚至，他们世代居住的院

落草房，也完整陈列在博物馆内……近

期落成的“星火燎原·淅川县第一支部

党史纪念馆”，为这片土地呈现的精神，

找到了最初的源头……

还是淅川先民的习惯，所有建筑

临水坐落，建筑群的前方，是一座醒目

的巨大石碑，“移民丰碑”四个大字临

江而立，眺望浪涛东去，是送别，更是

召唤。

清晨，我们住宿的“中国报告文学

作家创作基地”楼内的静谧，被不同鸟

儿的鸣叫打破，大家在江边不约而同相

遇，结伴走上山坡，为了保持水质，这里

早已不种庄稼，一片片香樟、广玉兰苗

木，用根系托住满坡黄土，各种灌木杂

树也在夏天的阳光里争相占领每一寸

空间，一眼望去，随山峦起伏的浓绿，也

加入了奔腾的一江碧水。

工作人员吴浩雨看见大家兴致勃

勃，告诉我们附近有天然恐龙蛋化石洞

穴，随即带路前往。在一处乱石密布的

坡地上，他却分辨不出洞口隐藏的地

方。“别着急，国宏肯定就在附近！”果

然，手机打过，曹国宏即刻到来：“这里

有几个鸟窝我都知道，别说龙洞了。”果

然，几人随他走向一道沟梁，拨开荒草，

石头形成的洞穴内，几个硕大的黄色椭

圆体连在一起，清晰可见，“这里还有”，

大家一一探望，感慨万年、千年、百年历

史为什么都在鱼关这个地方呈现，原路

折回时，我才注意到国宏手上拿着一把

结实的剪枝钳。

“习惯了，出来总要带上，山上啥都

长得快，不留神树苗不是自己长歪就是

被挤歪，顺手就修剪了。”说话间，他把

缠住樟树的一处藤蔓连根剪下。

这片留住记忆的建筑，我们都知

道是报业集团驻当地记者曹国宏极力

建议，策划促成的。十几年中，他还录

下来长达几百小时的音像资料，搜集

移民散落的物品，从修建民俗馆到建

成作家楼，从鱼关纪念亭到全县移民

碑林，倾注了他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

和精力，动员亲朋好友一起参与，为了

看管那些来之不易的移民老物件，有

年冬天，他的三嫂受寒急病在山上去

世。这片土地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的牵挂，这个早上，这个时刻，就凝

固在这把剪枝钳上。

回到省城，这个早上的记忆尚未过

去，吴浩雨就从微信发来《厚重鱼关》的

书稿，约我作序。手机屏幕一页页刷

过，都是家乡和到过我家乡文友们的作

品，他们是这方土地的守望者，感情才

情岂能用字词点评，然而，“鱼关”二字

让我想起那把剪枝钳，我答应了浩雨，

我应该记下这份“习惯”里的深爱。

不是吗，华歌用她的“习惯”，不仅

在《故土情》里写下“相较于文字，实物

更具有力量”，“我和他们，和这儿的记

忆，互为亲人……”这样的表达，还用

她人大代表的身份，一次次为“鱼关”

献言建策，向有关部门呼吁；时任河南

省文学院院长的何弘，在《移民缘》里

这样为移民画像“他的姑父和姑姑正

在房坡上揭瓦，满脸满身灰土，他们在

拆除自己的家园，要移民去往湖北”；鲁

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在《天籁》里，描述

对移民村的感觉：“像一个细眼儿的筛

子，筛掉了尘嚣嘈杂，剩下的只有幽

静。我自己似乎一下子脱却尘缘，倏忽

被净化了，竟忘掉了从世的纷争，个人

的烦恼，似乎也忘掉了自己的存在，忘

掉了时间和空间，好像我自己物化为一

棵树、一块石，和这山林成了一体……”

作为下派干部，牛宇闳记下了《移

民的乡愁》，“回望这片土地的乡愁，就

像冰心的乡愁，我们在海舟上相遇的小

孩子的乡愁，为着故乡，我们原只是小

孩子！不能做壮语，不忍做壮语，也不

肯做壮语了！”

南阳文学院的水兵直接写下这样

的标题，《鱼关在高处》，是的，他站在碧

波万顷的大江之上，“我想写下一首诗，

写下这滋润、惊奇、辉煌，写下干渴的北

方如何梦想成真，在南方碧水的恩泽里

受洗，写下亿万双水一样的眼睛，用繁

星般的注目礼，感恩那些为此把家和祖

根抛却而移向远方的人们。”

…… ……

阅读这些文字，你会随着作者来到

一个叫淅川，叫鱼关的地方，你会看到

他们手中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剪枝钳，

这片地方的每一寸土壤上，都留下过他

们深情的目光，那一渠碧水的每一朵浪

花，都随着他们的心潮激荡……

我看见过那把剪枝钳，我写下这些

字。是为序。

□王俊石

一
十年前，我曾拜读过杨小凡的中

篇小说集《欢乐》，甚是喜欢。十年

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精选集《某

日的下午茶》，我仍然很喜欢。

我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喜欢引

人入胜故事鲜活的作品，喜欢紧扣

时代脉搏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品，而

杨小凡的小说具有这样的特质。梁

实秋曾说：“故事是唯一的骨干，没

有故事便没有小说。”杨小凡深谙此

道，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小说

家。书中的14篇小说，都从不同的

人物平台上，讲述了让我们觉得既

耐人寻味又有趣的故事，如《寻找花

木兰》《某日的下午茶》《大悲咒》《我

们无路可返》《桥墩儿》等，都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全书虽然都是短篇小说，但恰如

鲁迅先生所说，“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

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

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

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

他的小说不仅紧贴大地行走，更

主要的是题材宽阔，内容精彩多样，

从都市到乡村，从企业到机关，从国

内到境外，不一而足，14篇小说，展现

了不同的发生地，反映了作者开阔的

视野、丰厚的阅历、敏锐的洞察、智慧

的架构，造就了小说不仅好看耐看，

而且给了我们新颖生动的艺术享受。

三
读杨小凡的小说，开始总能给人

多种多样、大大小小的悬疑与谜团。

例如《寻找花木兰》，从题目开始就将

人带入悬疑谜团中：谁是花木兰？谁

在寻找她？他们为什么要寻找她？

他们如何寻找她？他们最后寻找到

了花木兰了吗？进入文中，作者精心

构建故事，娓娓道来，步步推进，最后

真相大白。

通过这种形式，作者告诉我们

的，现实社会是复杂多变的，时刻充

满着未知与迷雾，人们不可能一下子

就能获得全貌，包括对自己的认知。

四
我还特别注意到，14篇小说中至

少有十篇以上都是从第一人称“我”的

视角展开故事的，因为作者知道，“我”

的视角在从容不迫地讲述小说故事过

程中更能实现时空跳跃、快速转换，更

能在情节片段拼接组合方式上丝丝入

扣，出奇制胜，令人欲罢不能，回味无

穷，更能将故事情节讲述得真实生动，

让人身临其境，回思久远。

五
小说描写人物，塑造形象，根本

的目的是写他们人生历程中的不同

境遇，或顺或逆，或喜或悲，或成或

败，或生或死，不一而足。

老舍语重心长地指出：小说是人

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

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录。那么，

当我们选择故事的时候，就应当选择

故事在人生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启

示。

杨小凡勇于直面当今现实的多

种问题，善于揭示小说人物的不同人

生困境以及他们不同的价值选择和

命运浮沉，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酸甜苦辣、爱恨情仇。

六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都活

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之中，并在这种

关系中体现自己的人生选择与价

值。只有写好了这种关系，才能写

出真实的人物形象。

在这方面，杨小凡的小说表现突

出。他善于在人物的不同关系对比、

冲突中，去刻画人物不同的性格，展现

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命运浮沉。例

如《寻找花木兰》中的花木兰和艾文化

的幸与不幸。《英雄》中的农民工赵五

一的可悲可叹的多重性格。《大悲咒》

中的腐败副市长白镜如等。

所以说，杨小凡的小说是有温

度、有力度、有深度、有广度的。因为

他有亲吻大地的情怀，有企业家兼作

家的强烈社会使命感。

七
在当前万物互联与人工智能时

代，小说要讲好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

好看故事，要比以前更有难度。但

是，文学不会消亡，小说也不会退场，

作家更会迎难而上。

在这方面，杨小凡有自己的优

势，因为他始终打拼在经济漩涡之

中，有自己独到的生活体验，他的智

慧、良知，他的执着、勤奋，他的善学、

哲思，会让他创作出更多让读者喜欢

的佳作，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入党了

这个地方叫鱼关
——《厚重鱼关》序

90多岁老妈玩手机洞悉百态人生
畅抒大地情怀

——杨小凡短篇小说集《某日的下午茶》阅读断想

同宾先生的清瘦与厚重

□曼古乔

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班上有个同学入

党了。记得他站在党旗下宣誓，满脸自

豪，让我们羡慕不已，不由得想起自己入

队、入团时的那份欣喜。从那时起，我特

别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后来去上大学，出于自己对文学的热

爱，被学校选为通讯员，并当上了校刊编

辑。做通讯员期间，最令人高兴的莫过于

获得了许多学习的机会，使自己的思想更

成熟。每月通讯稿的素材都来源于学校

大大小小的活动，其中党日活动是必不可

少的，就这样，我成了支部党课的旁听生。

学校党支部经常上党课，通过听书记

讲党课，我对共产党有了十分深刻的了

解。于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递交

了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此后，我以一

名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有一天，我接到学校党支部的通知，要

我去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培训前一天

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三天的培训让

我获益匪浅，加上自己之前对党的知识的

储备，在结业典礼上，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份

5000字的培训总结，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共

产党的深刻认识。那天，我获得了入党积

极分子红色证书，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遗憾的是，入党积极分子考察期还没

过，还没来得及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我就

从学校毕业了。接着找工作，入党的事便

没有落实。

2017年，我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

教师，投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成为一名

光荣的人民教师，一直也是长辈的心愿。

记得父亲送我上大学那天，他跟我说：“国

家培养你不容易，你要珍惜，努力学习文

化，毕业后去国家需要的地方工作，哪怕在

乡村当一名老师也很好。”我当时震惊于在

农村种一辈子地的父亲，竟然有这样的觉

悟，他并不希望我给家里多大回报，只希

望好好回报祖国。在他心里，没有国哪有

家。这就是一位朴实的父亲最朴实的愿

望，父亲虽不是党员，但受党员爷爷和大

伯的影响，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也常

常发挥率先垂范的作用，尤其是在他当队

长时，冲锋在前，为村里办了很多实事。

我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很大程度都来源

于家里的长辈。

这一年，我重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

书，在单位兼任党建专干。2019年，我第

二次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2020年，我

成了一名预备党员。“我入党了！”当我把

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

也将通过党支部对预备党员一年的考察，

宣誓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

我入党了，我很自豪。党100岁，我

的党龄一岁，虽跨越百年，但我们都是奋

斗正青春。

□蔡保林

我已退休20多年，现已83岁了，身体

无病，各项体检指标都正常，人人见了都说

我不像这么大岁数的人，我自己也觉着身心

壮实，干什么都有劲，吃啥啥香，究其原因就

是我认为，老年人虽老，但心不能老，不能没

事干，要力所能及地干些事情，天天有奔头，

保持一种不老的心态。

一个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不是人

生的终点，而应当作为下一段生活的起点，

歇脚的思想要不得。我自从退休后，首先

坚持锻炼身体，早上5点醒后，开始在床上

按摩全身各个部位，坚持了数年没间断过，

起床后饮一杯温开水，再到外边河旁树林

散步做广播体操；上午看报看书，写读书笔

记；下午练书法，完了到老年活动中心，找

同龄人玩；晚上写日记、爬格子。退休了，

我不做闲云野鹤，也不像上班时那样紧张

忙累，但计划总是有事干，不闲着，有时因

要完成某一件事赶任务，往往有时间不够

用的感觉。天天过得都很充实，快乐无限，

忘却了烦恼，心情轻松舒畅。

练书法，开始我在家写，以后试着给人

家写对联、条幅，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大，一

些公共场合如饭店、茶馆、超市等叫我给他

们写条幅，我就鼓足勇气应酬，事后得到了

人家的称赞和认可，使我尝到了甜头，增强

了信心，促使我不知疲倦地练习，兴趣也越

来越浓，在写练的过程，无形中增强了我的

体质，也强化了我的心脑。

在写稿子的过程中，为写一篇稿子，思

想集中，反复构思，写出来后，又经反复修

改，觉着适合心意了，投上去，若得到刊登，

就更觉着内心有一种莫大的快乐感受，觉着

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天生我材还有用，特

别是认识我的人看了我的文章，给我发微

信，赞扬我：人老了，还有如此精力，还笔耕

不辍真佩服；也有人发微信说：要找我面谈，

交流切磋生活体验。这就开拓了我与社会

的接触面和机遇，使我觉得这个社会大群体

还有我的身影，没有沉沦和消失。这些反复

的刺激，都给我增加了正能量，让我越活越

觉得有活头，天天活力充沛，没有老的感觉。

读书、看报、练书法、爬格子投稿、锻炼

身体是我退休后生活的主旋律，有这些目标

推动着我，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寂寞过。我天

天有事干，生活有奔头，让我的晚年生活过

得有滋有味。

人生佳境在晚年，这是我现实生活的真

实体验，“最美还是夕阳红”。

此刻也请年老的朋友们振作起来，让我

们踏着夕阳的余晖，欣赏着那满天的云霞或

山光水色，嗅着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伴随着

林间鸟啼，在这独特的退休的精神世界尽情

地享受这最美不过的“夕阳红”吧！

人老了要有个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