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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笑
当所有的人
都朝着一个方向
注视着你。不要忘了
我依然会在那个熟悉的路口
日夜等待
你肯定会从那里经过
就像春天穿过四季的门槛
明媚地站在地上
许多的日子
只有记起的时候才有意义
我从很远的地方走来
两手空空，只有一句问候
而你羞涩的微笑
告诉我你有多感动

很想和你就这样面对面，坐着
言语是多余的，只有眼神
在诠释你我的，约定

心瓣
宁静的时候，心，湿漉漉的
当心灵的苦雨，无止息的时候
挂着雨珠的心瓣，在清晨的阳光下
格外晶莹

眼神
是谁，在那闪烁的一瞬间
窥视着一切。眸子中的那份执着
此刻，是否依旧
远处，那盏暗淡的灯火。再一次，将
心中的渴望，点燃

约
定
（
外
二
首
）

■柴奇伟
贾平凹的 《山本》 讲述了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里一个叫涡镇的
地方，在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
的乱世里，其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命
运。小说从女主人公陆菊人和她家一块
被“赶龙脉”的风水先生相为“能出官
人”的风水宝地写起，陆菊人带着这三
分地做嫁妆嫁到涡镇，指望它带给自己
好运，但阴差阳错的，这块地被公公送
给了家庭遭遇横祸的井宗秀用作安葬父
亲的坟地。陆菊人绝望之余发现，井宗
秀竟是个既知恩图报又聪慧俊逸的青
年，便把初始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了井
宗秀身上，井宗秀竟也不负所望，真的
成了涡镇保护神一样的统领，涡镇一时
繁荣昌盛令八方羡慕。然而涡镇毕竟不
是世外桃源，外面有土匪山贼，有闹革
命的秦岭游击队，有政府的军队和保安
队。乱世里处处以暴制暴，人如草芥，
涡镇看似固若金汤，而终于不保……

读完 《山本》 这本书，透过书中的
打打杀杀，我还看到几个人的身影：主
人公陆菊人深明大义、勇挑重担，井宗
秀奋勇杀敌、疾恶如仇，周一山身怀绝
技、视死如归。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他们只是小人物，但我认为：他们也是
英雄。面对强敌，他们视死如归、奋勇
杀敌；和敌人交战后，失败了，他们总
结经验再战；被敌人包围时，他们不怕
死亡，杀出一条血路。陆菊人虽遭遇丧
夫之痛，但她在危难关头依然勇挑重
担，完成了从家庭妇女到女管家角色的
转换，带领茶社给预备旅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资金支持；井宗秀为了抵御外敌入
侵，他成立了预备旅，带领将士奋勇杀
敌，保护家乡父老；安仁堂的陈先生，
虽说只是一名老中医，平日里除了给人
看病外，他还教导人们要正确地面对现
实，笑对苦难，过好每一天。这些平民
英雄，虽说没有载入史册，但他们可歌
可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书中人物的很多话语，也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影响：如陆菊人带领茶社为预
备旅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听到井
宗秀的夸奖时说：“……在杨家十几年
了，我有一肚子想法，却乱得像一团
麻。现在我是把这团麻理顺了，我才知
道了我要什么，什么是能要来的，什么
是要不来的，也就理顺了我该咋样去和
人打交道，咋样去干事。”陆菊人的话真
可谓是说出了她的心里话，当初，井宗
秀让她料理茶社时，陆菊人犹豫过，但
最后，她还是接了下来。让井宗秀欣慰
的是，茶社不但没有赔钱，反而越做越
大。从陆菊人身上，我看到了劳动人民
的智慧和才干。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
这样，与其牢骚满腹，还不如静下心来
踏踏实实地做一番事业，哪怕不成功，
也会有所收获。

在书的后记，贾平凹写道：我就是
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
今在西安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从
贾平凹的经历上，我们不难看出，贾平
凹之所以能写出一部又一部传世佳作，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故乡的热
爱、了解和对写作的坚持。因为生在家
乡，所以知道那里的事情；因为热爱家
乡，所以他四十多年坚持写作。从贾平
凹身上，我知道了：写作不能闭门造
车，而是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
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手中的笔去
记录，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只要我们行动起来，向榜样学习，
严格要求自己，多读书、读好书，经常
深入生活，用手中的笔去记录生活，相
信我们写作的灵感就会像泉水一样，源
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出好作品、让更多
的人受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能忘却的记忆
——读贾平凹小说《山本》

■韩国强
记忆深处，是灵魂的碰撞。伴随着

新中国的成长，历史的车轮将昔日呈现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事物都甩在了身后，
甚至消失，但萦绕在脑海中的记忆，总
是难以忘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生活的
这座小城市里，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物，要算水塔了。高的，矮的；粗的，
细的；灰色的，白色的，青色的，更多
的是赭红色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童
年时留下最深印象的、那座会“移动”
的赭红色水塔。

幼年时，记得有一次，我随母亲去
看望父亲。当时父亲在离家十多公里的
机械厂工作，那时没有公交车，步行走
在泥土路上，很是吃力。因为饥饿，走
着走着，我就累得筋疲力尽了。

“看见那座水塔了吗？你爸爸就在
离水塔不远的地方，快到了，再加把劲
儿，一会就到了。”顺着母亲指的方向，
我清楚地看到前方有一座赭红色的水
塔。粉白色的塔尖，粗粗的塔身，高高
地屹立在城市当中，在县城建筑物中如
鹤立鸡群一般。我激动得跑到母亲的前
头，向着水塔方向奔去。走着走着，我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水塔在移动。越
往前走，水塔离我越远，慢慢地那座水
塔就不见了踪影。进了城区，我迫切地
想找到那座水塔。父亲说，城区水塔那
么多，不知道我见到的是哪一座。

中学时代，出于好奇，我更迫切地
想找到那座水塔，想知道它为什么会移
动？趁着星期天，我和同学骑上自行
车，来往穿梭于当时能看到水塔的那段
路上，我终于发现：那座水塔之所以会
移动，是因为那段路正好与水塔保持直
线距离，可再往前走，路往东北一拐，
水塔与路的距离偏远，也就渐渐消失
了。参加工作后，我虽然天天走在那条
路上，却再也见不到那座水塔的踪影，
因为林立的高楼大厦，早已把水塔掩没。

2008年，我们家搬进了食品厂生活
区居住。据说，食品厂始建于新中国成
立初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厂里生产
的糖果很出名。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笑
话是这么讲的：厂里一位员工家属到广

州走亲戚，在广州街头买了二斤糖果，
可千里迢迢回家后，打开一看，竟然是
自己厂里生产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食品厂的技
术和设备一日日落伍，慢慢地就被淘汰
了，厂区也被改造成了住宅小区，唯一
留下来的，是一座老水塔。听人讲，这
座水塔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的，它的
功能起初不是供人们饮水用的，而是专
供食品厂生产线用水。水塔底部直径约
有八九米，高度三十米左右，红砖砌
墙，表皮有点脱落，但砖体鲜红。圆锥
形的塔尖用粉白色水泥凝固，顶上插着
一根高高的避雷针，整个塔顶形象好似
清朝时期的官帽儿。我有时会突发奇
想，这是不是我童年时见到的那座会

“移动”的水塔呢？
为了查证，我通过城市建设规划

图，把食品厂位置与我从老家进县城见
到水塔的那段路进行对比，还真的发现
方向对路。同时，我利用一位朋友的小
型航拍器，从老家的那段路与水塔位置
几番测试，终于发现，那会“移动”的
水塔，就是当年我们院子里的那座。迷
惑这么多年，这座会“移动”的水塔就
在眼前。我围着它转了好几圈，心情甭
说多激动了。

我曾按照水塔维修人员的登塔技
巧，登上水塔的塔顶，并站在塔顶边缘
的墙沟里，用照相机拍摄过日出东方的
光影，抓拍过日落西山的晚霞；捕捉县
城繁华的美景，追逐成群信鸽的飞翔；
拍到喜鹊在避雷针上嬉闹的剪影，拍过
水塔抽满水溢出的“瀑布”。这座水塔，
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

不久前，我出差了一段时间，回来
后，竟不见那座水塔的踪影了。原来是
有关方面为了让小区院落更加宽广，采
光更好，就把水塔拆除了。站在水塔的
旧地旁，就像乘坐在历史的车轮上，我
心里有说不清的失落。但我也知道，时
代在发展，该淘汰的，一定要淘汰，历
史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

“移动”的水塔

■闫笑雯
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 里，哪吒是个官二

代，天不怕地不怕，玩世不恭，逞强斗狠，典型意
义上的“问题少年”。然而，在“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的命运我做主”等自我精神的引领下，他走上了
一条艰苦的自我革新之路。他洗心革面，彻底打败
了敌人，也战胜了自己深藏“天命”的孽障，最终
修成正果。哪吒的果敢、勇毅，能量满满的热血，
不仅“沸腾”了我，也“沸腾”了屏前的观众。110
分钟的动画诉说，让我数度摘下眼镜，擦去感动的
泪水。

据媒体报道，《哪吒之魔童降世》口碑超过《大
圣归来》，它是继 2008 年 《打，打个大西瓜》 和
2003年《老板的女人》之后，导演饺子的又一部动
画力作。从点映到首映，再到首周，《哪吒之魔童降
世》一直都在打破国产票房纪录，并于7月30号成
功跻身“10亿票房俱乐部”席位之上。

看了这部电影，我有诸多收获。
一是没有谁能够选择出生环境。成功的人，都

是在适应环境和改变自我中生存。动画片中，因太
乙真人的粗心大意，致使本应该投胎为哪吒的灵
珠，被申公豹强行替换成魔丸。只有灵珠标签而没
有灵珠内容的哪吒，一出生便带着“妖怪”的印
记，不严加约束便会危害人间。事实即如此，哪吒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收获百姓异样的眼神。他欢欢
喜喜交朋友，得到的却是心灵的伤害。他想认真当
回英雄，换回的却是鄙夷和不信任，以致做了好事
还被人们误会，遭人追打，连好事的受益者——那
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也被迫淹没在人海中。“人
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
动。”影片中，太乙真人的肺腑之言，说出了生活
中几乎人人知道的“秘密”，可见人的劣根性是多么
深。它足以让“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为虚情假意的
代言。

二是成功从来都不是误打误撞得来的，而是选
定了目标，努力拼搏的结果。故事从哪吒懂事开
始，一点善意的火星，立马就会点燃哪吒爱的火
焰。比如他在海边邂逅敖丙，直率的脾性被单纯善
良的敖丙吸引，和他踢毽子、玩耍，并约定好下次
的见面时间，为此哪吒向善的因子逐渐显露。再比
如哪吒的父亲为了拯救哪吒，欺骗他之所以被人害
怕，是因为他是灵珠所以天生力大无穷。哪吒使命
感觉醒，拜太乙真人为师，立志学到功夫当英雄，
就如饥似渴，恨不得一下子把功夫全学到手，铲除
妖孽，让百姓刮目相看。虽说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帆
风顺，但是哪吒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我就是
灵珠，我应该保护百姓，而不是让百姓讨厌，成为

没有朋友的妖怪。
三是前进的路上，曲折也是风景，经历也是阅

历。剧中最大的冲突，要数哪吒凭借自身武功勇斗
敖丙那一场。事前，申公豹从中作祟，把哪吒真实
的身世透露给他，让他彻底入魔，并以此坚信父亲
之所以哄骗他是灵珠，是为了保全陈塘关总兵的名
誉，为的就是使李靖父子对立，百姓遭殃，如此，
敖丙才可顺理成章救了百姓而一跃成神。依哪吒的
性子，听了申公豹的话，不加分析就急火攻心，同
时也为事后哪吒巨大的懊悔做了铺垫。

四是人生的路上，有爱的人相帮相扶，生活会
幸福很多。哪吒的出世，性情的阴面和阳面共处一
体，但又时时分离，这一切，都是腹厚心黑的申公
豹作恶的“典范”。其中的哪吒，懵懵懂懂，感同身
受，自己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却又不得不接受这种
结果，还要承担“问题孩子”的非议和苦恼，以至
于闯下大祸。这使我想起几年前一个朋友给我讲的
故事：罗马官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他们
祈祷：父啊， 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
道。好在，哪吒有个不善表达却沉稳内敛的父亲，
有个虽然唠叨却乐观开朗的母亲，正是这种典型的
善良的传统三口之家，在处处包容和支撑着哪吒反
叛“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的根源。“他是我儿，我
就是一家家的跪，也要把人都请来。”在哪吒父亲李
靖的眼中，哪吒不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就是父
亲的儿子，学习不好，很不听话，仪容不尊贵大
方。而李靖，就是儿子的父亲，此时的他，不是有
头有脸的官员，而是千千万万个善良忠厚的父亲的
代表。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每个人内心里，都会有个“魔丸”吧？若不时时看
管打点抚慰，它就会跑出来害人。这个“魔丸”，就
是 人 自 身 的 “ 欲 望 ”。“ 不 能 全 部 放 开 ， 会 失
控”——哪吒对乾坤圈的适度控制，使他有了强大
的力量以及清醒的目标。若欲望控制得适度，就会
有价值感，甚至升华为美感，但如果像野草一样任
其疯长，势必会只挂叶子不结果，到头来凄凉退
场。所以，“吾日三省吾身”，定期开展“除草行
动”，剔除心灵上的杂草、歪草，保持幼苗健康茁壮
生长，就成为人生的必修课程。

当然，“革新”毕竟是共同事业，应该全社会共
同努力，而不是哪吒等少数人在拼杀。

哪吒的自我革新之路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观后感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晨练的途中，常常要经过一座小桥
春去夏至，桥头的那株木槿
已是一簇簇、茂密丛生了
那些枝条扶疏，直伸到桥面上来
幻化为上千双纤纤柔荑
每一双都捧出尘世最美丽的花
温柔、坚强、永恒
朝绽暮落，锲而不舍
每次走过，我都要停一下
和它打声招呼
再带着一身香，走向尘世深处

桥头的木槿

■本报记者 左素莉
你是否认真地思考过：一个女人，从出生到

长大，到老去，都需要经历什么呢？
成长、青春期、恋爱、结婚、生子、育儿、

工作、衰老、发胖、干枯……像一株植物一样，
在生命的行进过程中，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经
历、蜕变。

生活中，没有哪个女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
的，无论是职场白骨精，还是全职主妇，无论是
青春无敌美少女，还是年老而色衰的中老年女
性，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经历一些这样那
样的无奈与悲凉，甚至会经历冷漠的摧残和人性
的拷问。

2019年8月10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
委员、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乔叶带着作品 《藏珠
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周
瑄璞带着作品《日近长安远》，一起来到漯河，坐
客由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主办、李雪书馆
协办的活动“文艺小方桌”，在书香浓浓的书馆二
楼，两位老师从作家的立场和角度，与漯河读者
共同探讨女性成长。而她们的作品里，也都同样
反映的是女性的成长。

关于童年：一个作家其实一直都
在写童年，都在写回忆

作家余华曾说过：一个作家其实一直都在写
童年，都在写回忆。对于童年，乔叶说，她的童
年是不安分的。她有一种骨子里的调皮和叛逆精
神，正是这种不安分，让她成为越来越好的自
己，成就她今天的相对不错的生存状态。

周瑄璞说，童年是她创作的源泉。奶奶是童
年时代对她影响最大的亲人。无论走到哪里，无
论任何场景，都能想到奶奶与之相关、恰如其分
的话语在教育和指引自己。童年的留守经历、长
大后的返城、人生的种种际遇，都让她走不出对
故乡的热爱。她不停地创作，成长中的那些缺失
都在作品里得以成全和满足，所以她的文字里时
时有自己的影子、亲人的影子、故乡的影子。

关于写作：不要端着架子写作，作
品要有贴地感，还要有飞起来的可能性

谈到写作，乔叶强调，不要端着架子写作，
要亲近生活，写作前要做大量的功课，要深入了
解人物角色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写作也是在考验
一个作家全方位的素养和能力。她以 《藏珠记》
为例，谈自己为写好文中的美食，她寻访了中原
太多的名吃店，和名厨深聊，以便积累更多的素
材。她还说，写作要经验和技巧兼备。细节性的
描述、抒情性的表达，都要有新意，用善于用生
活的细节去体现。同时，白描的手法，要体现功
夫；同样的题材，要写出与其他作品不同的细节
和惊艳；作品要注意角度新颖，找准切口，然后
再下笔。她形象地指出，写作是用细腻的针脚，
一针一线来编制自己的文字，要有强大的情感表

达能力，才可以传递给读者强烈的感同身受和带
入感。小说强调的是日常性，小说作品的细节描
写要真实，要体现逻辑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周瑄璞强调，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
说，要有脚踏实地的贴地感，还要有飞起来的可
能性。小说语言要有诗意，乏味的词句，是不可
能吸引读者的。她以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 为
例，提出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能让人从细
腻优美的语言中看出作者的热情和真诚，读起来
总让人热泪盈眶，也因此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
去立志实现梦想。

关于读书：没有扎实的阅读，是
写不出优秀作品的

关于读书，乔叶和周瑄璞都强调了阅读的重
要性。“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
有扎实的阅读，是写不出优秀的好作品的。“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读得多了，功夫到
了，作品也就是功到自然成的事情。两位女作家
说，水韵沙澧读书会坚持办公益读书活动，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越来越多的漯河文学爱
好者能从中受益。

关于成长：女人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谈到女性成长的困惑问题，周瑄璞以自己的
散文《爱情没什么可谈的》为例，指出作为女人
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话到动情处，她说，在人
生重要的关口，身边总有一个声音在激励自己不
断超越和前进。她说自己的人生基本顺畅，很庆
幸生命中总能感受到一些爱的力量在托举着自
己。作为女人，她提醒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
修炼和成长。她说，女人身上要有光，要有冲破
困难的力量，才能慢慢抵达远方，过自己想要的
生活。

心灵感悟：那是个很美好的午后

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崔
笼霞说，遇见，是幸运，是美好。坐在两位我喜
爱的作家前，我是最认真聆听的学生。与名家面
对面，她们字字珠玑，激励着我那颗于写作上彷
徨的心。这个下午，时光那么柔软、真诚、可
爱，乔叶老师的眸子里闪烁着灵动，脸上洋溢着
智慧聪颖和飘逸洒脱。周瑄璞老师娓娓道来的文
学语言，是掠过心田的甘泉水，给我滋养；是吹
在耳际的三月风，让我沉醉。她带着对家乡的热
爱与留恋，以作家的视角，以小说的形式，书写
沙澧大地上的人事物，借以追忆童年，追忆那美
好、忧伤、回不去的旧时光。

从舞阳县孟寨镇如期赶来的水韵沙澧读书会
资深会员柴奇伟说，通过本次活动，我对女性有
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认知，对妻子、女儿、姐妹等
也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再面对生活的琐碎时，
自己会给予她们更多的善良、包容与理解。

听她和她谈“她”
——作家乔叶周瑄璞莅漯漫谈女性成长

《藏 珠
记》 一书,讲
述 了 唐 朝 天
宝 年 间 ， 一
位 病 入 膏 肓
的 波 斯 商
人 ， 临 终 前
将 一 颗 珠 子
送 给 了 收 留
他 的 客 栈 老
板 的 女 儿 。
因 为 这 颗 珠
子 ， 女 孩 得
以 长 生 不
老 ， 但 前 提
是 不 能 与 男
人 发 生 关
系 。 一 千 多

年来，女孩恪守着这个承诺，直到遇到了出身名
厨世家，帅气痴情同时背负诸多秘密的年轻厨
师……作品以爱情和美食为主题，以女孩历经的
千年时光为大结构，以男女主人公相处一年的时
间为小结构，试图深度解读和呈现中原特色的传
统餐饮文化，同时也以两人纯真的爱情生活为载
体，对当下庸俗的爱情拜金主义进行比较和批判。

《日近长安
远》是部分当代
女性命运的真实
写照，也是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社
会风貌的侧面描
摹。改革开放造
就了一大批英雄
豪杰，但周瑄璞
所写的两个人物
却是改革大潮中
最 普 通 的 小 人
物。小人物的命
运也许更离不开
对改革开放这一
大的时代潮流的
依赖，罗锦衣和

甄宝珠这两个小人物，她们人生每一步的改变几
乎都是紧追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而实现的。

■■新书推荐新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