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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向命运低头
□周宗雄
我们知道，
“文化大革命” 是在错误
床。而“文革”又是章和信人生的亲身经
给中华民族带来
作者驾驭起
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
历，
因而“文革”题材的小说，
十年“文革”已成为
了深重的灾难。如今，
来得心应手，小说里的各种场景的描写，
远离我们的历史。
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今天，章和信的小说《雨夜》又把我
《雨夜》里的人物，都是生活在社会
使我们的心灵
们带回到那个疯狂的年代，
底层的小人物，
章和信却把他们塑造得生
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们曾经和《雨夜》 动传神，
活灵活现。
同样的遭遇。我
主人公有着同样的经历，
作为主人公的石磊，是作者给予正面
们曾经在暗夜里久久地徘徊，
曾经在打打
肯定并寄予理想和热望的人物。对美好生
杀杀声里呼风唤雨，
在苦难里沉浮、迷茫
活的向往，
对理想的不懈的追求，
贯穿了主
和颓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往往束
人公人生的始终。石磊虽然不是悬壶济世
奋发向上的
手无策；疯狂的岁月使善良的人们，总是
的杏林妙手，
却也是抑恶扬善、
是父
处在一种莫名的困惑与焦灼之中。
热血青年。石磊是个贫苦人家的孩子，
章和信涉笔“文革”题材，给我的印
亲用稻箩将其挑到澜溪镇来的，可谓根正
象是写得真实而深刻。小说 《雨夜》以
苗红，
19 岁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是镇政府
人生的道路并非像
“文革” 时期的澜溪镇为背景，以 “文
的重点培养对象。然而，
革” 乱象带来的各类社会矛盾斗争为主
他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
“文化革命”的风
线，穿插石磊、邱翠萍、瞿小菊、齐敏等一
暴，摧折了他的美好的梦想，事业上的折
再现了“文化大
石磊遭
批青年之间的情感纠葛，
翼，
爱情上的受挫，
加之因公致盲，
石
革命” 时期长时间处在社会动乱中的澜
受了情感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但是，
溪镇，当权者靠边，造反派当道，无法无
磊——
—这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在逆境里没
天、黑白颠倒、妍媸不分的社会现象。扭
有沉沦，
没有堕落，
或许是苦难锻造了他刚
曲的人性、畸形的爱情，处处以“革命” 毅坚强的性格，或许体现了一个农家孩子
作者刻画了
划线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
忍辱负重的品行。虽然石磊也感叹：
“世界
以石磊为代表的一群热血青年，在磨难
上有许多事情，它总是违背人们的意愿而
面前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对
存在，
有许多事情是当事人无法抗拒的。”
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一天也没有停止
但他一次次跌倒，
又一次次爬起，
勇敢地接
他克服
对命运的抗争，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暗
受命运的挑战。即使在双眼致盲后，
仍然坚持学习盲文，
夜里苦苦挣扎。然而，疾风暴雨似的“革
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
耸
命浪潮” 最终还是无情地埋葬了他们， 写出了优秀的诗文，
以一个强者的形象，
《雨夜》以乱象开场，以悲剧收场，是合
立在我们的面前。
邱翠萍对爱情
乎逻辑的。这不仅倾注了作者对这群青
石磊母亲的老实善良；
年的无限同情，更是对“文革”草菅人
的忠贞不渝及其母亲的逆来顺受；葛太的
命、
扼杀人性的无声的控诉！
凶暴残忍、
小人得志等等，
作者用细腻的笔
文学来源于生活。《雨夜》所描写的场
触将这些人物刻画的惟妙惟肖，
入木三分。
景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那场史无前例的
读完《雨夜》，
已是东方既白。窗外秋
是长久的； 虫唧唧，月色渐渐淡去，铜官山静谧得像
“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痛，
依然没有抹平。
给我们心灵带来的创伤，
个熟睡的婴儿，
只有不远处井塔上的天轮
显示出青春的
章和信利用小说《雨夜》来再现“文
还在一刻也不停地奔跑着，
就是要告
霞彩满天，
新
革”的场景，
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活力。放眼东方，
晨曦微露，
诉我们：
历史不能忘记。作为这场革命的亲
的一天开始了。掩卷沉思，我越发觉得
历者，
章和信所描写的是他本人所经历和所 《雨夜》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主人公石
融入生活
熟悉的生活。作者的笔落向民间，
磊，不就是章和信苦难人生的一个缩影？
做草根的代言人。 这不是我肆意的联想，
也不是我虚幻的杜
的底层，
直面身旁的民众，
是章和信
澜溪镇、
羊山矶、
鹊江两岸，
撰，
更不是我的凭空想象。总觉得《雨夜》
石磊
成长和生活的地方，也是生长故事的温
里的主人公石磊和章和信如影随形：

是因公半路致盲，章和信也是因公致盲；
他们都热爱生活，爱好文学，爱好诗歌创
作；石磊的生活的环境和章和信生活的
环境如出一辙，如澜溪镇、羊山矶、钢铁
厂……只是小说里的石磊，过早地被生
活无情地夺走了年轻的生命，而生活中
的章和信，还在不屈不挠地向着自己的
理想迈进。
我们可以看
通过章和信的人生轨迹，
他
出章和信是个生活的强者，任何时候，
都怀抱着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信念。章
和信是个半路盲人，
是他在工作中不幸致
这对年轻的
盲的，
是工伤。我们可以想像，
章和信来说，
打击多大！其心灵遭受的创
伤是多么深刻！在他无法排解一层又一层
将他包围的黑暗之后，
在他无数次诅咒命
运的不公之后，他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
审视自己，面对现实，接受生活的挑战。
他还年轻，要做的事还很多，他不能被动
地生活。于是，他高昂起了自己的头颅，
用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态度，重新扬
一切从头
起生活的风帆。他像一个孩童，
开始，从摸索着走路开始，从摸索着吃饭
开始，从学习盲文开始……当他掌握盲
文之后，他没日没夜如饥似渴地从书籍
中汲取知识的养料，来不断充实自己的
心灵。
有耕耘必有收获。章和信成功了！昂
首挺胸地从生活的底层攀上了文学的殿
堂。
章和信两脚踏城
如冬去春来的候鸟，
乡文化，一心写性情文章，由此获得阔大
从容地整理和把握
的视域和弹性的空间，
人生。章和信在文学的旷野里充分舒展腰
激发灵感。
肢，
唤醒感觉，
复活记忆，
章和信的成功在于章和信是一个盲
人，却读懂了阳光下的种种的世态人心，
他的作品融入了作者对“文革”的反思，
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对自我内心的体认，
仍具有
对现实世界的关切。即使在今天，
很强的现实意义。章和信身体向大地扎
根，
心灵向天空舒展。为天地立心，
为民立
命，
章和信身上体现出的奋发向上的正能
量，以及孜孜不倦对文学的追求，不禁令
人肃然起敬！
总之，
章和信以作家的情怀和史家的
胸襟，将湮没的民间历史化作鲜活的影
像，让自己心灵的光芒穿越时代，感性与
在他
理性，
具象与抽象，
形而下与形而上，
笔下交织成一派霁月风光。他向着太阳
投下自己的影子，
使我们从中品悟出作者
对人生、对生活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
的深长思考。

金秋丰收时节，正是赴乡野秋游
的绝好时光。10 月 17 日，艳阳高照、
云淡风爽，铜官山区映湖社区组织新
老党员、老年居民代表计 53 人参加
“美丽乡村一日游”。
除了乘车赴古镇
江豚
大通观巨变、过夹江赏玩白暨豚、
戏水觅食外，重点参观游览了铜陵首
个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
—铜陵县西
环
联乡犁桥村。虽然在两个多小时中，
稻田河汊间穿行，
行
绕村桥村路村庄、
色匆匆，一瞥而过，但它的美和静，仍
给笔者留下较深的印象。
下午 1 时 15 分，我们的旅游大
巴载着满车游客抵达犁桥村口，我们
在一村民指点下自主参观。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迎面巨幅水泥墙上三行鎏金
大字：
“全国首批美丽宜居村庄，
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全国第
四届文明村镇”，它一语道出了
这个村近年来在创建美丽乡村中
作出的成绩和贡献，为美丽铜都
争了光。而紧挨它的一个个宣传
二是展示了近
橱窗，
一是介绍了村况，
两年涌现出来的钟余付等 5 户“最美
家庭”的致富、
文明状况。从村况介绍
中得知：该村位于西联乡中部，面积 5
平方公里，拥有 7 个自然村，665 户村
民，人口 1908 人；2013 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 11280 元 ；其先进事迹由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
农民日报等
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都予以浓墨重彩的报道。
看罢情况介绍，
知其不凡，且一路
观察之。
登上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的
精致石桥，但见桥下清水微波荡漾直
通远方。下石桥见到“石桥寺”，
门前
两座石狮虎虎有生气。此寺又称钟氏

从村民
宗祠，寺内供有钟氏祖先金像。
尊钟
那里打听得知，
该村居民多钟姓，
其基
馗为祖先。
寺右侧果见钟馗石像，
座上尚刻有赞颂钟馗的四句诗：
“唐
手持
朝不中状元科，
独步游登怒气多，
龙泉三尺剑，
遍行天下斩妖魔！”落款
是：
“钟馗属钟氏 35 代孙裔”。
再踱步向寺后看，但见一望无际
的稻田呈现眼前，足有数千亩。近看，
颗颗稻粒饱满低垂，在秋阳下闪着金
由近向东西北三
黄色的光，
煞是可爱；
面远眺，一阵阵微风正掀动一波又一
波的稻浪，让人如入稻乡的海洋中欣
不舍离去。导
赏别样风景而如痴如醉，
沟汊河塘
游介绍说，
这个村三面环水，
纵横交错，是种粮油、养鱼虾、栽植荷

始穿行于村民居住的农舍小楼间。它
给笔者总的印象是文明、和谐、安静、
一
整洁，
一派祥和富足的新农村景象。
是文明素质高。一户户二层或三层楼
房依水而建，
规划合理整齐；屋墙上除
了书写有《八条村规民约》及宣传孝
没有
道、
讲文明树新风的诗画作品外，
一处乱写乱画乱贴的小广告踪影；一
条宽阔的石板村道直通村子南北，且
户户铺有水泥路与村道相连，无一户
人家在门前散养家禽：因为家家户户
都把家禽圈养在屋后自制的木屋内，
还配置了统一的垃圾桶交由专人管
且从户到村统一安
理，
不仅路平地洁，
装了一排排照明的路灯，统一进行了
绿化，使幢幢农舍掩映在棵棵常青树
中……二是民风淳朴。人人和睦、
安静相处，无人扰民生事。笔者有
意转到一户房后栽了数株柿子树
的老农身边，问他：村民们相处如
何？这位老农如数家珍：
“家家相
处得好哦。因为有乡规民约管着
无
每一个人，大人小孩都照规矩办事，
人干扰一村的安宁，也没得一个人干
违法的事呢……”说完，他顺手摘下
几个柿子让我们带回家捂熟再吃，拒
收一分钱。
归途中，笔者一边回味着这里的
所见所闻，一边思考着眼下正在全国
稳步推进的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美丽乡
欲把这件关乎
村发展问题，
不由想到：
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大事办好，关键要
有一个好的规划，根本在于加强组织
领导，
重点在于层层抓落实；还要紧紧
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因地制宜因村施
便会
策，
上下努力毫不松劲地抓到底，
尽早实
有千千万万个“犁桥村”出现，
现全国农村现代化。

美丽犁桥入画来

破阵子·观胜利日阅兵
□何爱芝
金戈铁甲连营。
七十年来亮剑，
华夏初圆强国梦，
环宇同闻礼炮声，
北京秋阅兵。
新研导弹神惊。
自产战车威猛，
唯有钢肩担道义，
赢得和平举世名，
复兴有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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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业山
藕的绝佳之地。各自然村村民们借助
这里的丰富自然资源，大搞水路多种
经营而快速致富，看来眼见为实矣。
转过一条条平坦的乡间水泥路，
来
到村西一处稍大的水塘边。但见水塘四
冬青滴翠，
一个个
周一棵棵垂柳依依、
或蹲或站手持钓竿的人正悠闲自得地
钓起鱼来。问之何来？有答曰从市区赶
来，
也有答曰是本村村民到此休闲取静
的，
有意思。步行至塘中蜿蜒曲折且两
可清晰
边有一米高木围栏的水泥桥中，
见到水塘对面一幢幢两三层高白墙黑
瓦的农舍倒影，
在斜阳和微波交相映衬
下，
美如蓬莱仙阁再现。真可谓一塘风
景犹如一幅多姿多彩的水墨画！
下午 3 时许，我们上了塘岸，开

剥苞谷
□白

峰

秋天
苞谷熟了
金子般的面容
贵族样的身材
行走在庄稼地与家园的道路上
收走了田野的金黄
笑黄了院落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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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堆满了黄金
贴上了丰收的标签
坐在热炕头上的母亲
手里一棒棒地剥落着苞谷粒
一粒粒金灿灿的苞谷粒
从母亲的指间滑落
这是母亲的记数方法
记录汗水和泪水
记录老去的荣光
记录着庄稼的丰收
满炕剥落下的一粒粒苞谷
串起了生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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