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祖斌
在生命的长河中，总有些人和事，让我们难

以忘怀。每每想起党的70周年之际，自己作为新
党员代表，为新党员入党宣誓领誓的情景，我便
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1989年春季，我走进了警营，成为一名光荣
的武警战士，圆了自己的军人梦。踏进绿色方阵
后，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刻苦练习军事技术，
积极参加中队党支部组织的党的基础知识学习，
学习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在学习中升华自己。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雷锋、张海迪等英模人物
是我崇拜的偶像，周围优秀党员成为我学习的榜
样，我怀着对党的热爱，认认真真地写下了我的
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收到申请书后，指导员主动找我谈心，肯定

了我追求进步的愿望，并对我说，入党是一种政
治信仰，意味着奉献，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
鼓励我要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指导员
的话成为我的指路明灯，我工作的干劲更足了。
每天，我都提前起床，打扫操场，整理队部会议
室，冲洗厕所；利用业余时间，我还积极撰写新
闻稿件，第二年就有4篇稿件先后在《人民武警
报》上发表，成为我们支队组建三年来第一个在

《人民武警报》刊发稿件的战士。为此，我受到了
支队的通报嘉奖，年底还被评为优秀士兵。

1991 年 5 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年“七一”前夕，为庆祝建党70周年，支队党
委组织我们18名新党员举行集中宣誓仪式，并让
我担任这次宣誓活动的领誓人。

面对党旗宣誓，且作为一名领誓人来宣誓，

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忐忑，我担心因自己领誓
不好而完成不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为了不辜
负组织的信任，激动的同时，我认真地把誓词朗
读了好多遍，熟记于心。我知道自己的普通话不
太标准，就对誓词内容中自己把握不准读音的
字，逐一进行了查阅。

虽然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但宣誓仪式开始
前，我还是感觉自己有一丝紧张。宣誓仪式开始
后，站在党旗前的我一下子冷静下来，头脑清
楚、口齿清晰地开始领读。那天，我们的誓言字
字掷地有声，句句铿锵有力，在场的所有人都被
这庄严的氛围所感染。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当年领誓的场景，一
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时刻激励我奋勇向前，争
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当入党领誓人

■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
江南的雨是有灵性的。
刚到西湖，小雨像揣摩出了我的心思，知道

我几下江南，一直渴望与雨中的西湖相遇，于是
就小天使一般和着我的脚步款款而来。雨丝丝如
雾，轻柔舒缓，徐徐落入西湖的怀抱，与西湖的
美景相映成趣。

从密闭的车里到西子湖畔的烟雨朦胧，刹那
间似经历了两个世界，我仿佛从泥潭中回归江河
的鱼儿，在一汪绿意里徜徉，顿觉身心舒畅，如
雨洗涤。我第一次感觉到，用“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难以形容她的神韵。

西湖我是来过的，并且不止一次。以前忙于
工作，我大都是在“五一”“十一”假期来，人
流量大，嘈杂纷乱，最夸张的一次，是所到之
处，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断桥之上无处下脚，
我真担心它会被游人踏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断桥”。顺人流亦步亦趋，心思却总是神游在
外，幻想此景如果从天空俯瞰，也只有“蚁群蠕
动”与“滚滚洪流”能形容一二。心底里无端涌
出一种遗憾：感觉自己看的不是西湖美景，而是
游人的后脑勺。

以前来西湖，都是浮光掠影地看看，这次我
要重点走白堤，感受一下白堤沉淀于岁月中的文
化内涵。

白堤东起“断桥残雪”，西止“平湖秋月”，
全长约一公里。白堤穿湖而过，把西湖分为里湖
和外湖。循堤而行，两湖风景尽揽眼底。白堤修
于唐朝之前，当时叫“白沙堤”，据说之所以易
名，是因为白居易的缘故。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
间，组织并亲自参与修建拦湖大堤，将原来的湖
堤加高数尺，既保证了沿河两岸田地的浇灌，又
解决了杭州居民生活用水之忧。当地百姓为纪念
他，遂将“白沙堤”更名为“白堤”。

白堤上，游人不多，所以，我尽可以放慢脚
步，由着性子且走且停，不放过任何一处美景，
即便是一尾鱼、一棵树、一朵花、一艘船，都能

让我流连。我心里更是窃喜不已：怎么看我这节
奏，都不像是千里而来的游客，倒像是主人在自
家的后花园随意闲逛，当真是惬意得很。

沿白堤东行，垂柳依依。雨点滴入湖中，泛
起无数个泡泡，泡泡不知忧愁，撒着欢儿，要尽
力保住自己的地盘。可世事不尽如人意，寿命长
的不过几分钟，短的瞬间破碎。几只不知名的小
鸟在湖面上飞来飞去，平添几分意趣。我伸手一
接，眼前的淅淅沥沥落入掌中，逐渐聚集漾动，
仿佛漾动着我的心，激起我思“白”慕“白”的
心绪。

“白”自然指的是白居易。白堤名扬天下，
白居易功不可没。彼时白居易沐着明丽的朝霞，
踏着松软的白沙，走在护江堤上，看长满青草的
小道像少女的绿色裙腰弯弯斜斜，身边是西湖的
粼粼碧波。这一切引得白居易诗兴大发，随即写
下《杭州春望》：“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
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
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
路？草绿裙腰一道斜。”白居易对白堤情有独
钟。他还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孤山寺北
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
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堤最出名的地方当属断桥。断桥并非残断
之桥，是白堤至此而断才得此名。家喻户晓的

《白蛇传》中，白娘子和许仙相遇，由游湖借伞
而情定终身就在此桥，而后他们二人演绎出一段
天上人间的爱情佳话，给断桥平添了许多浪漫的
色彩。

一路行走，一路寻觅，一路沉思，我看到的
每一处风景，都早已被诗人写进诗词歌赋里，于
千百年间等着无数游人品读、赏鉴，然后生出魂
牵梦绕的情结，这种情结，犹如一种甜蜜的思
恋，一旦沾身，便终身不想甩脱。

我自己也被染上了一身的诗香，在这有着厚
重历史的白堤之上。

行走白堤

■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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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将摇曳的笔触深入

多姿多彩的现代都市，以一个名为“暂坐”的茶
庄为背景，勾画了十多个美丽优雅又各有伤痛的
女子，讲述了一段段生动鲜活的“西京”生活故
事。

《暂坐》从俄罗斯女留学生伊娃重返西京开
始写起，到她离开西京终止，集中呈现了以海若
为代表的“西京十玉”一年来的感情历程和生活
经历。这是一群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中年
女性，她们要过上体面的生活，自然离不开财富
的积累，并自然而然地依附于权势，随着“领
导”的被双规，最终迷失于红尘之中。她们完成
了经济独立，却失去了心灵的慰藉，在求和求而
不得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她们看似光鲜，其
实辛酸；热热闹闹的报团取暖，却各有各的孤独
困苦。

整个故事中，西京城始终雾霾弥漫、阴晴不
定，在其间生活的人烦躁、郁闷，无处可逃。人
物外表光鲜，看似花团锦簇，其实却活得很艰
难。小说一开始就写海若重新装修茶庄、迎接活
佛，所有人都望眼欲穿地等待活佛的到来，一遍
又一遍地问：活佛啥时候来？但是，直到小说结
束，活佛始终都没有来。信仰的缺失，让心灵无
处靠岸；精神的困境，展示了苍凉的人性。对活
佛的向往，反映了一些人的物质丰富、思想匮
乏、情感困顿、身心焦虑。

《暂坐》里人物众多，但没有波澜壮阔的历
史背景，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整部小说采

用写实主义的对话描写，听那众姊妹在说自己的
事，说别人的事，说社会上的事，说别人在说她
们的事，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
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真实地还原了庸
烦、琐碎、一地鸡毛式的都市日常生活。

“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
了。”世上或许有纯真的爱情，但更多的是建立
在物质基础上的感情寄托。“西京十玉”追求经
济独立，要自我，要自由，要时尚，要文艺范
儿，“对于婚姻寻对象，其实就是寻自己”，不幸
的婚姻总是认不清自己，寻不到自己，她们连自
己都迷失了，自然寻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暂坐》后记里引用了一段古文：“墙东一
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缭以土垣，垣外
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这是她们的生存状
态，亦是精神状态，她们各自喷吐着芳华娇
娆，又处在艰难困苦之中。她们美丽着奋进
着，同时凋零着困顿着。她们是城市的时尚，
美丽的风景，能标示风向，但大风来了会断
枝，即便是小风，也会吹落花瓣。生命有与生
俱来的痛苦和艰辛，人生就是如此，风吹风也
累，花开花亦疼。

所谓暂坐，就是暂时停下来坐坐。贾平凹为
小说取名《暂坐》，意在告诫我们，不要在追名
逐利中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为名忙，为利忙，
忙中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
中作乐，再斟两壶酒来。”每个人来世上都是暂
坐，活出自我、活出智慧才算真正活着。光阴荏
苒，时光不居，我们都是暂坐人。

我们都只是“暂坐”
——读贾平凹小说《暂坐》

■李世营
那是个严冬，雨夹着雪，冰样地寒

冷。男孩来公司签约的事突发变故，工作
一下子没了着落。

陌生的城市街头，雪花飘舞，男孩背
着行囊，举目无亲，独自徘徊在街头。不
远处，老街口有家麻辣小面馆。男孩观望
许久，两日的饥肠辘辘，让他再也控制不
住冷硬的脚步，一步步向它滑近。

面馆即将打烊，女孩正忙乱地收拾残
羹剩饭。男孩在门口踟蹰。女孩推开门，
甜甜地笑了：麻辣小面，好吃不贵，来一
碗？

男孩缩着头，反复摩挲着脖子上厚厚
的围巾，原地上踏着碎步，眼神却在面馆
里怯怯地游弋。

天挺冷的！女孩笑了，示意男孩进面
馆避冷。

男孩收不住脚步，抖掉身上的雪，进
屋，选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了。

女孩返身，回里间端来一碗南瓜粥
说：店里刚熬好，员工自己喝的，你先喝
上一碗，暖暖身子。

男孩一层层剥下围巾，搭在椅后，颤
抖的双手，急切地捧起那碗粥，贪婪地饮
下去。

女孩说，再来一碗麻辣小面，驱驱身
上的寒气？

男孩的手不由探进厚厚的棉衣，摸索
出来一张揉皱的纸币，打开，五元。这也
是他身上仅有的钱了。

女孩愣住了。那时，男孩看到吧台后
明晰的价格表：麻辣小面，一碗10元。

男孩窘红了脸。
那一瞬，女孩却笑了：你运气真好，

赶上面馆店庆，俺做主，给你半价优惠！
女孩俏皮地转身，从衣袋摸一下，和

男孩递来的纸币一起，放到吧台，向里间
脆脆的吆喝一声：老板，麻辣小面一碗。

一碗麻辣小面下肚，暖暖的。男孩额
头沁出汗珠，浑身火一样滚烫。

谢谢！男孩起身，弯腰，礼貌示谢，
一口浓重的外地口音。离开面馆，男孩走
了几步，脖颈冷飕飕。

此时，女孩已追上来：你的围巾！
男孩接过，女孩转身，雪地上，荡起

女孩离去时一串清脆的回声：小哥，天
冷，雨雪大，找个小店，住上一晚，明早
赶路不迟。

围巾里，女孩暗暗压下50元钱。
那一夜，男孩没离开这个城市。他留

下来，从打零工起步，开启了新的人生。

一个月后，男孩返回老街口。谁知，
麻辣小面馆已封门闭户。

老街口改造，麻辣小面馆在拆迁之
列。一位知情的大叔说，面馆是租赁的，
老板回了乡下。那个女孩，听说是大学
生，在面馆勤工俭学，不知如今去了哪
里。

男孩曾苦苦寻过女孩，未果。五年
后，男孩用打拼来的积蓄，在老街口开了
一家麻辣面馆。无论是在严冬，还是在炎
夏，他总会为光顾的客人免费送上一碗黄
澄澄的南瓜粥。

男孩说，一碗南瓜粥，在严冬里驱
寒，炎夏里解渴。而他的感情，好久都是
一片空白。后几经波折，终是遇到了一个
心仪的女孩，他们恋爱，结婚。婚后，两
人还接手了一家爱心福利院。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我和朋友们
到福利院开展志愿活动，偶遇男孩。确切
地说，他已是一位成功人士。有朋友好奇
地问：您的事业风生水起，为何却选择福
利事业？他笑而不语，给大家讲了一个故
事，就是那个冬天，发生在麻辣小面馆的
故事。

那个女孩是她吗？这人指着不远处
问。

男人笑笑，不置可否。远处，正忙碌
着照顾福利院老人的妻子刚好起身，抬头
朝男人的方向看过来。

沉思许久，男人淡定如初：那个女
孩，如同一片雪花儿，舞起，舞落……其
实，在寒冷的冬天，有雪的日子，还会有好
多好多的雪花，去温暖更多人的心……

男人的话，如一缕暖阳，沐浴过所有
人的心扉。美丽的阳光下，男人身着素
裙、忙碌着的妻子，带起一身纯净的梨花
白，起落飘动，远远望去，莹莹闪光，像
极了阳光里飘舞的雪梨花。

雪梨花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是漯河文
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
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

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
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
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
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
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
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
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
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李世营，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
撰稿人。作品散见于《金山》《微型小
说选刊》《中国纪检监察报》《羊城晚
报》《检察日报》等，小小说入选2016
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
度全国小小说年选和微型小说年选，
多篇作品入选初中、高中语文教辅读
物和语文试卷文本类阅读试题。

作者简介

■吴继红
李世营的小小说作品，多取材平实生

活，聚焦生活中的平凡个体，细腻的笔触
善于挖掘平常小人物身上的真善美，折射
出人性的光辉。他笔下的小人物是你、是
我、是他，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个朴素而
又普通的面孔：麻辣面馆的女学生，贫苦
家庭的姐弟石榴和喜子，小叔二牛和嫂嫂
梅花……就是这一个个小人物，构成了李
世营笔下的故事场，也构成了一个个真善
美的大世界。在他的作品里，母子亲情、
兄弟姐妹之情、淳朴的乡里乡亲之情、素
昧平生的人举手相助之情……都得以彰
显。作者特有的笔管里流泻的文字，记录
的是生活的家长里短，写出的是寻常百姓
的柴米油盐，呈现的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景
象，背后隐匿的，是他对生活热热的爱。

以小人物的真善美折射大的社会价值
取向，是李世营作品的一大特色。表现时
代风尚对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扬，是作者
大部分小说作品的内隐主题：涌动的浪潮
中，《唐十三》中三喜的成功、唐十三的
兴盛发达，《雪梨花》中无名男孩成功后
回馈社会，《玉白菜》中老石匠赵石头对
当县长儿子的谆谆教导……都离不开传统
文化与美德为新时代注入的活力，作者不
只是描画唐十三、三喜、赵石头这样鲜活
的生命个体，而是通过这样可感可触的
人，向我们展示经济社会延续的精神内
核。作品立意新颖，主题高远，作家以敏
锐的独特感觉，表现了自己对传统美德的
社会思考。

作者擅长用白描的冷叙述手法，以第
三人称的视角讲述如亲临的故事，用最简
洁的言辞传达细腻的情感。小小说《辣椒
红了》，叙述了大愣、二愣陪着患了老年
痴呆症的爹，在秋天的月夜，一同酣睡在
村西口娘的坟头，共同回味在苦难年代
里，一片辣椒园陪他们家走过苦涩饥饿年
代的温馨。大愣二愣童年生活的苦难，作
者没有刻意去渲染其中的悲痛，没有悲情
的叙述诉说。故事娓娓道来，仿佛是村口
几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在聊家常，没有争

吵、喧嚷，也没有慷慨悲歌，甚至连几句
高声调的说话声都没有。《找“爸爸”》
一文中，千余字的叙述中，竟然找不到
一处排比、拟人、反复等这些能为文章
增色添彩的修辞语句。不仅没有绚丽缤
纷的修辞手法，甚至连语气、句式，也
都汇集在陈述语气上。数遍全文的语
句，大都是逗号、句号，只有六处感叹
号、三处问号、一处省略号。词语更是
缺失了褒贬色彩，大量而繁多的中性词
语贯穿全文。作者叙述的语言，完全避
开了“抒情”的自我展示，孔雀开屏式的
给读者展开的美丽“彩屏”，依然是素淡
的语句。淡化叙述主体的感情因素，淡化
作品的情感倾向，语言的冷静平和，由此
可窥斑点。

李世营笔下的文字几乎全由短句式构
成，语句包含的语素少，段落的容量也
小。《找“爸爸”》 一文中最短的段落：

“孩子脆脆一声‘爸’！”整个句子中只有
七个字，又构成一个完整的段落。叙述

“ 我 ” 回 到 家 中 ， 妻 子 介 绍 拉 拉 认 识
“我”之后，拉拉第一次见到“我”时，
发自内心的感激称呼“我”，“我”的疑
虑、诧异，甚至惊恐，全都包含在拉拉的
这一声“脆脆”的呼唤声里。《唐十三》
中，三喜寻亲遇阻，于深夜昏睡中被唐十
三叫醒，糊里糊涂“认”唐十三做老舅。

“老舅”询问他：“吃饭没？”三喜回答：
“没！”一字成句，又单字成段。既显示了
三喜憨厚朴实、一根筋的“轴”性格，又
表现了被根深蒂固老规矩深深影响着的三
喜：“认识”了老舅，吃准老舅会帮助
他，“吃”定老舅的淳朴的思想。三喜的
憨厚可爱，唐十三的侠义热肠，就在这一
个字的单独段落里得以彰显。朴素的文字
如老豆干，佐陈年佳酿，劲道，有嚼头，
甘辛有味。

这么多年，李世营一直坚守着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如同一
位兢兢业业的农人，在小小说的创作园地
里默默耕耘。细小的题材，挖掘出深厚的
主题，传达自己对社会热切的关爱。

小人物的大情怀
——李世营小小说赏析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刚参加工作时
晚上才能与她，静静坐下来
聊聊天、听听音乐
想想捉摸不定的未来
窗下的那株夜来香开了
一阵阵风来，一股股香气袭人
后来才知道，那香味是有毒的
闻多了会胸闷、头晕
细想当时，似乎
还真昏头昏脑过
不知道，是夜来香惹的祸
还是，中了爱情的毒

茉莉
把一株养在单位的茉莉
放在电动摩托上，带回家

清风徐来，茉莉坐在我的怀里
柔软的枝条轻拂脸颊
枝头白花的香
一部分散在路上，一部分钻进我心
不时有人回头
羡慕我身边，有一个美丽的它
那种感觉，就像，娶了一位新娘

夜
来
香
（
外
一
首
）

国画 周彦生 作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雨，洒下自己的身体
绿色的梦，分娩出森林
风，是树的一部分
花蕊，是心香的一部分
翅膀，是深蓝的一部分
大地，多情又深沉
我，是她的一部分

青山画屏，一树丹青
季节沉香，吐露一条河
女贞站在自己的静谧里
一身高洁，如此潇洒
蜜蜂忙些什么
蜻蜓和小荷说什么悄悄话
傍晚呼吸着，向日葵花的香
黄昏打开着，烧汤花的喇叭

前世蝴蝶，今生的花
绚烂和静美是一体的
月光和夜色是一体的
把爱安放这里，把心停泊
夏日，我和你融在一起了

夏
日
物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