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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记忆里的亲情
侯钦民

舅舅对我很好!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

里!有些事情已经忘记!可还有一些事情

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让我终身都

难以忘怀"

那是
!"#$

年冬季的一天! 我为了躲

避父亲的逼婚! 徒步到了
%&

里以外的安

徽省亳县#现在的亳州市$小李庄的舅舅

家% 在我小的时候!每到过年!舅舅都会

给我几张崭新的票子" 所以!在我心里一

直认为只有舅舅对我好! 他是我最亲的

人" 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天空似乎还飘

着雪花"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到舅舅

家时!村子里的广播正播报着时间!刚好

是中午
!'

点钟" 舅母是一个和善热情的

人!她身材高大!说话高门大嗓 !快人快

语" 看到我来了!忙吩咐一位女孩说&'去

地里喊你大去()我知道这女孩是我表姐!

她的小名叫凤云!人也长得很漂亮" 因为

见面少!我从来没有叫过她姐" 舅母对我

说!你舅是生产队长!正带领男劳力在地

里抗旱浇麦哩" 这当儿!我扫了一眼舅舅

的住宅!没有院墙!只有三间堂屋和两间

西屋!西屋也就用做厨房了" 我想!舅舅

家里比较穷! 在那个年代谁又能富起来

呢*

舅舅回来见到我! 高兴地一边洗手

一边问!咋来哩* 我说!走着来的+ 舅舅的

脸立刻绷紧了" 他问!咋了!有事* 逃婚的

事我不敢和他说! 只说是在家想舅舅及

舅母了!来看看舅舅及舅母" 舅舅和舅母

知道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两岁就没了

母亲!在家里日子不好过"

舅舅穿着单衣单裤!裤子上还打着两

个补丁!在这寒冷的天气里!他不时地搓

着手" 他一边安排舅母做饭!一边吩咐我

说!正好地里浇麦的水泵坏了!咱爷俩到

堂屋里说说话" 舅舅问了家里的一些情

况后说!来了就在这多住几天!如果急了

就跟我一起到地里抗旱去" 不过一支烟

的功夫!舅母在厨房里喊!饭做好了" 这

时!我凤云姐也不吭声!拿着擦桌布到屋

里把桌子擦了一遍!然后转身去了厨房"

不一会儿!凤云姐端过来一盘子煎馍,一

盘子炒鸡蛋和两碗面条" 煎馍,炒鸡蛋在

家里我是吃不到的" 正要开饭!上学的表

妹表弟陆陆续续回来了! 他们和舅母都

在厨房里吃!我和舅舅两人在堂屋里吃"

吃罢饭!碗筷刚刚放在桌子上!凤云姐就

到屋里来!把桌子上的碗筷都收拾了!没

让我动手" 就这样! 大概住了四五天!我

跟舅舅和舅母说要回老家去" 舅舅,舅母

也不拦我! 只是说在家急了就来这里玩"

我想回家的原因不只是想家! 还因为我

知道舅舅家里穷!还得养活八个孩子!日

子过得本来就够艰难了! 还要天天给我

煎馍炒鸡蛋吃!天天都是好面!好面吃完

了!舅舅一家人过年咋办* 况且!我在这

里天天让舅舅陪着!让凤云姐伺候着!而

舅母领着孩子却在厨房里吃另外一种粗

糙的饭食!我于心不忍"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一直没有

忘记舅舅及舅舅一家人对我的好" 在我

的印象里!由于过度的田间劳作!舅舅的

背驼了!但舅舅的精神头一直很好" 舅舅

操劳一生! 四个儿子都成了家立了业!四

个女儿也都嫁了好婆家! 过上了安稳的

生活!他们也都很孝顺"

舅舅来我家!从亳州到鹿邑几十里的

路都是骑着一辆没有挡瓦,没有闸,没有

铃的破旧自行车" 舅舅性情豪放!喝酒爱

来枚!喝起酒来从来不让人" 这几年生活

好了!我每次去舅舅家!舅舅就陪我来枚

喝酒" 我也喜欢和舅舅来枚!但就是赢不

了舅舅"现在想起来!我最对不起舅舅的!

是没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去看望舅舅 !

但是舅舅从来也没有责怪过我" 直到一

次表妹凤芝-舅舅的三女儿$打来电话!说

舅舅有病了! 我才匆忙赶到医院看望舅

舅" 表妹说舅舅得的是胃癌!没敢对舅舅

说" 舅舅本来就不胖!这一得病!他人又

瘦了一圈!脸色看上去显得苍白!眼睛也

陷了下去!颧骨突了出来!整个人骨瘦如

柴" 看到舅舅的模样! 我的鼻子一酸!眼

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

舅舅看到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就

这一丝笑!让我又看到了舅舅过去的精

神头 " 舅舅想坐起来 ! 被表妹按住 !她

说 !不要起来了 !你就躺着跟俺哥说话

吧" 舅舅说!我以为见不到你了哩( 我安

慰他说!你的病不重!安心养病 !过几天

就好了!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 中午在表

妹家吃了饭就回来了" 这中间我又打了

几次电话!表妹说!舅舅已经回家住了 !

精神比以前好多了 ! 他见了你格外高

兴!没有事了不要挂念 " 可我心里却一

直放心不下"

大概过了十来天的光景!表妹打来电

话说舅舅又住院了" 我又赶紧去了医院!

看到舅舅正在打吊针!舅舅的家人都围在

病床周围" 我急忙过去握住舅舅的手!可

他闭着眼!嘴里已说不出话来" 表妹把我

叫到外边说!这一次病情严重了!医院已

经不给治了! 看样子是治不好了..我

把兜里的几百元钱给了表妹! 表妹不收%

她说!我们姊妹几个都不缺钱% 我把钱强

塞到她手里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尽最

大努力!把舅舅的病治好%

那次是我和舅舅最后一次见面%

!浮生"#国民性反思的延续与掘进
刘军

乡土书写在中原写作版图中呈现出

不同的维度 !于柳岸而言 !多年基层干

部的历练使得其对乡土世界微观政治

秩序,权力话语有着清醒的认知 % 她的

长篇小说/浮生0在主题开掘上 !一方面

致力于村庄格局下权力图腾的书写 !以

此透视制约乡土世界的主要力量下众

生的劣根性1另一方面直面基层官场的

政治生态% 两者之间相互缠绕 ,相互叠

加!进而丰富了中原乡土写作的叙事维

度%

柳岸为周口地方作家群的代表人

物% 周口地处黄淮平原的深处!北接庄子

故里!南邻楚文化胜地!曾诞生守拙的老

子哲学% 这里也一直作为农业生产的核

心产区而存在!历史的积淀,相对封闭的

空间意识!加上村庄紧密簇拥,人口众多

的现实地理格局! 使得一种文化体系中

古老的蠕动形态和纤细的血管分毫毕

现! 由表征功能进而转换到符号功能之

上!成为古老中国,现实中国的强大能指

所在% 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长期信奉一

种 2斗争哲学)+ 一种出于文化根性和生

存现实的争斗!他们也敬天地 ,畏鬼神 !

但是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入人际间的争斗

中!子嗣,耕地,宅基地,家畜,苗木!当然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344权力秩序 !乃

争斗的主体内容% 代代沿袭! 进入文化

基因中去!宿命般地动弹不得 % 人性之

恶因这种文化基因的驱使 !如困兽般蜷

伏% 柳岸对这一切耳熟能详 !在写作立

场上!她并非
'&

世纪文学史中常见的出

走444归来式的知识分子写作形象 !她

几乎没有离开过这方土地! 关键的地方

在于! 基层工作经历使得她和生活的原

生态之间!相互融汇又保持距离% 相切意

味着作家对素材的熟识程度! 距离意味

着审视和反思的可能%

按照谢友顺的看法! 与高度雷同的

城市经验不同的是! 乡土经验带有天然

的差异性!它是个别的,偏僻的 !是贴着

感觉的末梢生长的% 差异性的存在!保证

了作家的写作个性和独特想象的持续发

生%/浮生0分5飘6,5泊6上下两部!全书近

四十万字!以5我爷爷6柳三大起大落的传

奇人生串联起柳家湾众生的命运起伏 +

作品从柳三的出生起笔! 到柳三的坐化

收尾!柳三的一生!5本我6色彩分明!一切

从自我利益出发!从利害关系出发+ 无论

/漂0中围绕5龙凤呈祥6手镯和卖地革命

所展开的5以退为进6的谋划!还是/泊0中

柳三置身基层官场和变身企业家之后为

了能够5驾驭人心6而与柳小毛进行的斗

智斗勇!柳三旨在赚取权力资本,人情资

本的投机过程皆彰显出个体对权力的强

烈欲望和处处为我的内心算计! 也对应

了5能人6式的乡土社会底层农民的人生

哲学+ 作品中!柳岸对于乡土叙事的差异

性有着特别的钟情! 小说的故事性因素

和情节设置一直处于显著的位置+ 诸如

柳三卖掉土地投奔革命队伍! 设下计策

巧娶原配妻子刘静雅! 为身份平反而智

闯地委大院! 给老友齐四留下的便条一

举击溃了一位恶儿媳的心理防线等等 !

类似故事性, 传奇性分明的桥段在小说

中比比皆是+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

将情节视为叙事性作品的第一要素 !近

代以来!随着现代小说的成熟和演进!人

物取代情节成为第一要素+ 诉诸
!"

世纪

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系列! 典型环境下的

典型人物走向深化! 小说中的叙事进程

大多依靠细节描写和情理逻辑而加以推

进+ 反观柳岸的/浮生0!故事性,传奇性

因素与人物性格并驾齐驱! 环境描写则

被大大弱化!如此情状!从中可见出传统

叙事资源中话本,评书,戏曲施予作家的

结构性影响+ 故事性为小说的天然要素!

一名优秀的小说家必然是位擅长讲故事

的人+ 不过!故事性一旦过度!则很容易

削平人物性格的深度+ 就/浮生0而言!因

为故事性的考虑! 作家更注重叙事进程

的转折和切换! 部分程度上忽略了细节

描绘的经营+ 细节刻画为现实主义小说

的根基!对比/静静的顿河0中麦列霍夫

砸开冰冻的河面将枪支扔进水里的细

节!/浮生0缺了点细节的升华和凝聚+

如黑格尔所言! 人的特点就在于他

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 而且还忍受多

方面的矛盾+ /浮生0 中的柳三就是这样

一个矛盾的个体+ 出于对权力秩序的无

限渴望! 他信奉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 !

5文革6中即使是在两派争斗而被打回原

形的情境下! 也不忘与柳小毛争夺牛棚

里夜话场上的话语权力+ 出于争斗的需

要! 在柳家湾他与柳小毛展开了一生一

世的争锋!而在其他社会空间内!根据权

力秩序的划分! 他和一切有利害关系的

人展开争夺!处处算计!为的是他心中所

谓的 5成大事6+ 他的斗争思维甚至延伸

到家庭内部! 无论是和妻子还是和孩子

们!虽然没有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却也令

人触目惊心+ 恩格斯曾阐发黑格尔关于

历史发展的观点! 将主体恶劣的情欲和

贪婪视作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 在柳三

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判断的精准+ 政治

权力对于中原乡土社会的渗透! 塑造了

乡土世界的基本生态! 并进而改造了人

们的思维方式! 尤其是集权所造成的权

力秩序的等级化!成了剪不断的辫子+ 柳

三做遵循的斗争哲学! 其实质就是为了

攫取这一秩序的更高等级!在此秩序下!

受益和受害二律背反! 只要有更高的权

力等级存在! 人只能作为工具理性的存

在+ 这样的历史定律也决定了他一生悲

剧性的命运+ 小说结尾处!柳三为了避开

火葬而穷尽智慧! 为人生的最后一个算

计而倾尽心力!最后阴差阳错!成了殡葬

改革的第一人+ 如此结局!表面上看乃运

气劫数所在!实际上!权力等级秩序方为

最后的推手+ 除了权力的欲望之外!柳三

的性格还包含了另外的维度+ 诸如出于

生存策略而养成的生活智慧! 诸如他对

于刘凤仙这个女人的温情和怀念! 以及

他和齐四间斗争与温暖情谊的相互交

织! 还有他和柳小毛出于利益平衡的妥

协与合作! 以及他身上执着不服输的精

神!皆拓展了其自身性格的宽度和厚度+

经过作家的艺术处理! 这个形象不再单

薄!而是走向立体!当然也符合乡土人物

扁平中又有尖顶的人格结构+

/浮生0中的人物形象序列!并非所有

的人皆如柳三,柳小毛,柳大志那般投机

钻营!还有像齐四这样隐忍,宽厚,善良且

有情有义的人物+ 齐四的存在!是一个显

著的亮色! 一方面他以对立面的形式介

入到主要人物的人生故事中!另一方面!

作为亮色的存在! 他也是柳三人格结构

中可能性的一种投射+ 不夸张地说!乡土

世界的人伦维系和传承! 恰恰是齐四这

样的乡土精英加以推动的+

除了权力等级秩序对乡土世界的制

约之外!/浮生0还为我们揭示了另外一种

力量! 即一种对于阴阳风水学说的愚昧

信仰+ 柳小毛处心积虑地去霸占原属于

柳三的宅基地! 以及小说开头柳三父亲

对于风水的执迷等等! 皆作为重要的情

理逻辑线索!贯穿于小说文本之中+ 这种

根植于乡土传统中的迷信思想! 乃农耕

社会下土地崇拜的剩余物! 由此也延伸

出底层文化中特有的命运观! 他们无法

直面一代一代人的悲剧现实! 负面情绪

不断累积! 神秘主义色彩浓郁的命运观

于是成了有效的出口+ 这也从另一个角

度阐释了启蒙的欠缺和现代性的必要

性+

与墨白,孙方友,邵丽,刘庆邦等周口

作家不同的是! 柳岸属于一种自我觉悟

型的作家+她的笔下!从地方口语的使用,

人物的刻画! 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再到故事性因素的突出!综合在一起!

凸显出浓郁的民间气息和土里土气的原

生态滋味+ 恰如狄尔泰所言&5一切沉思,

严肃的探索和思维皆源于生活这深不可

测的东西6+

诗经新放向阳花
王天瑞

5嗵6的一声!我不由一惊!这书

这么沉啊( 那天!邮政局的投递员找

到我家!送给我一个挂号邮件!我签

字后接过邮件!觉得沉甸甸的+ 我摸

了摸!感到里面是书!就顺手撂到了

写字桌上+ 岂料!5嗵6的一声!把写

字桌上的茶杯震得跳了起来! 茶水

也溅到了写字桌上+ 这书这么沉啊(

这书名叫 /诗联灿桐丘0! 田民

生,王勇智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大
!(

开本!硬壳,彩印,精装,豪

华+ 我数了数! 书中集纳了扶沟县

()*

位作者的
%)&&

首-副$诗词和楹

联+ 我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认认

真真细细致致地从头到尾看完这部

书后!意外地受到了震撼+

%&&+

年初! 春风444要加强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春风吹暖人间 +

扶沟县好友吕国庆曾跟我说! 近些

日子 ! 他仿佛日夜听到咚咚的鼓

声444那是进军的鼓声! 哒哒的号

声444那是冲锋的号声! 在鼓声和

号声中 !扶沟县 5传统文化 6造诣深

厚的老将新兵444王勇智,李秀鹏,

周明扬,唐贵知,高银芳,吕国庆,张

志颖 ,毛德民 ,葛中平 ,聂景跃7.

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战场! 为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发热发光+ 在扶沟县

教体局田民生局长的倡议和支持

下!教体局和老干部局运筹帷幄!隆

重地成立了扶沟县诗词楹联研究

会!并决定创办/诗联文化0杂志+ 大

家一致同意选举王勇智任会长 !并

兼任主编+ 说到这里!吕国庆还朗读

了他创作的几首诗词&5历暑经寒双

鬓雪! 痴情寻探步难歇615书房安坐

向南窗..龙蛇走笔满庭芳 615呕

心沥血数十年..老牛奋力再登

攀6+

诗联在扶沟很快就火了+ 唐诗,

宋词,元曲等书广受欢迎!销量不断

打破记录!但仍有人在网上购买!或

从外地邮寄+ 诗联又回到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精神的需要!甚

至成为一种心灵的必需品+ 其实!在

历史上我国就是5诗国6+ 5诗言志6+

5不学诗! 无以言6+ 5胸有诗书气自

华6+ 从古至今! 中国就有一种诗词

崇拜氛围+ 当然!王勇智和诗联研究

会并不满足这种新的起步! 他们更

期望有一个自由,自发,自然并最终

走向自觉的学习和创作诗联的新时

代+

扶沟县诗联研究会副会长唐贵

知! 根据田民生局长的介绍和他自

己的调查! 曾向我展示他画出的全

县诗联教育 5八大新景 6!看得我如

醉如痴 &各级领导重视 !群龙有首 ,

以利腾飞1 诗联机构健全! 边学边

研 ,携手共进 1创造诗联氛围 !身临

其境,耳濡目染1提倡死记硬背!背诗

悟道,明理学艺1开展多样活动!内行

指导,众人受益1注重诗联品位!见贤

思齐,诗品自高1创写春联练笔!知行

结合,提高素质1自办小刊小报!手脑

并用,综合育人+ 当我问询唐贵知有

什么创作体会!他当即吟诗一首&5作

诗炼句如擒虎!选字敲词像斗龙+ 欲

使世人得教益!诗文应是血凝成+ 6

在扶沟!从机关公务员到学校老

师!从城镇居民到农村百姓!学习诗

联,创作诗联已大有人在+请看
"&

岁

老翁张继民写的 /相见欢0&5闲暇漫

步街头!众如流+ 车辆马达来往不停

休+ 黄昏后!灯如昼!乐声悠+ 开放改

革国策富神州+ 6这诗写出了祖国大

建设的欣欣向荣+ 再看城关镇一中

学生乔广通写的 /七律0&5你读采菊

东篱下!我吟李杜好诗篇+ 他说世上

无难事!都讲人间有圣贤+ 诗教春风

融丽日!国学经典涌心田+ 民族精神

传今古!育化英才万万千+ 6这诗写

出了国学进校园的奇丽景观+

也许这并不是寻常事( 近几年!

扶沟县作者每年都有成百上千首

-副$ 诗联作品刊登在全国各地大大

小小的报刊上+ 扶沟县教体局和诗

联研究会曾在全国楹联教育工作大

会上介绍经验!又被表彰为5全国联

教交流年先进单位6+ 扶沟县被河南

省楹联协会授予 5河南省楹联教育

第一县6+ 扶沟古称桐丘+ /诗联灿桐

丘0中的
%)&&

首-副$作品!就是从全

国各地报刊上筛选出的扶沟县作者

的精品力作+

突然!我想起王勇智会长给我讲

的一个故事+ 县诗联研究会成立之

初!为摸清师生对诗联的创作水平!

田民生局长签发文件! 向全县中小

学校发出通知!举办5端午节诗联大

赛6+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在收

到的
,&&

件作品中!没有一件能够完

全符合基本的格律要求! 出现了无

法评奖的局面+ 结果一经公布!会场

上一片惊嘘+ 试想!这5河南省楹联

教育第一县6的称号!岂不是全县诗

联爱好者用千吨汗水万般辛劳换来

的辉煌和荣耀吗*

扶沟县的诗联教育扬名天下之

后! 四面八方的诗联组织和诗联方

家纷纷来信,写诗,撰联,作画,泼墨

挥毫!以示祝贺!一首首一副副诗联

作品馥郁芬芳, 满载深情友谊翩翩

而来+ 这些!暂且不讲+ 欲知/诗联灿

桐丘0的内容如何!那我们就先从其

作品被评论家称为 5旧体诗词在当

代复活的标本6 的中华诗词研究院

副院长蔡世平为该书写的卷首语开

始阅读吧&5我爱桐丘好! 桐荫处处

家+ 诗经新颗粒!又放向阳花+ 6

悼念汪国真
!

王伟

读你的诗

我们变得真诚

读你的诗

我们变得纯粹

你的爱情诗

温暖了一代人

你的励志诗

鼓舞了一代人

我们在大学校园里

热烈地谈论你

你是我们曾经的偶像

那时候还没有!粉丝"这个词

但你却迷倒了多少学子

我们把你的诗

抄在本子上 默记在心里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你的诗如春风夏月

你的诗如秋露冬雪

陪伴着我们

走过年轻的四季

曾经的!汪国真热"

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李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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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莫道拆迁难

!

马宽

周口市沙颍河城区段治理项

目既是周口新区建设的一项重点

工程!也是周口开展5十大建设6的

重要内容之一!是备受全市人民关

注的一项民生工程,德政工程+ 项

目建成后!在提升城市形象 ,增强

防洪能力,改善人居环境 ,加快航

运开发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 作为一名东新区区直机关抽

调沙颍河改造项目的征迁工作人

员!笔者从召开征迁动员会到驻村

工作! 从宣传动员到算账复评!从

签订协议到房屋拆除!有幸全程参

与+ 在近
%&

多天的工作中!无时无

刻不被拆迁工作小组那种心系群

众,敢于负责的吃苦精神和项目区

征迁群众那种舍小家, 为大家!甘

于奉献的大局意识所感动 , 所感

染!遂有感而发!形成下文&

"一#

千秋万代伟工程#

沙颍改造惠民生$

从此告别恶环境#

群众拥护齐欢迎$

动迁征地是基础#

工作队员驻村中$

劝君莫道拆迁难#

攻坚克难众志成$

"二$

入村征迁近十天#

压力任务扛上肩$

纪律严明有信念#

!五包"

!

责任记心田$

争分夺秒学政策#

备足功课上前线$

劝君莫道拆迁难#

本领大小事上见$

%三$

东区干部心劲齐#

早出晚归不言弃$

身心倾注正能量#

换位思考工作细$

白天入户摸情况#

晚上研判勤分析$

劝君莫道拆迁难#

车往人来签协议$

"四$

陈滩
"

群众觉悟高#

掀起征迁大高潮$

先签先搬不吃亏#

安置房源优先挑$

加上时间组团奖
#

#

坚决摘掉落后帽$

劝君莫道拆迁难#

鞭炮声声
$

喜频报$

"五$

铁壁轻扬动地庭#

旧舍老房逝踪影$

脸黑鞋脏建功勋#

衣带渐宽为苍生$

问故何以成果显#

只因公正又公平$

劝君莫道拆迁难#

筑牢干群鱼水情$

注释!

!

5五包 6&指在征迁工作中 !

工作队员要落实5五包6责任制!即

包动员,包签订协议,包搬迁,包安

置,包稳定+

"

陈滩&周口市沙颍河城区段

改造项目共涉及东新区文昌办事

处陈滩,赵寨,郭埠口三个社区!本

次征迁工作笔者被抽调到陈滩社

区+

#

时间组团奖& 为鼓励先进!

使被征迁户能在短时间内集中签

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实施搬迁!项目

补偿安置工作方案中设立时间和

组团两项奖励+

$

鞭炮声声& 按照有关程序!

群众签过安置补偿协议后!要进行

搬家并交付旧房房屋钥匙!当群众

搬家时大多会点燃鞭炮以示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