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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杯

书香资讯

（二十八）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

田自荣虽然是个女人，但却长了个男人相，

外貌酷似刘有财，除眉毛淡些外，如果是生

人看见，总会以为她和刘有财是一对亲姐

妹。她的秉性和刘有财也差不多。不仅小

气得很，也是个和谁都合不来的人。平时

还爱捕风捉影地搬弄一些是非。尽管她有

时也去串串人场与村中的妇女们拉些家

常，可大多数人都很讨厌她，一看见她走过

来，赶紧借故躲开。为此，田自荣背地里没

少骂人，不是骂这个女人，就是骂那个女

人，村里的女人们都知道她的德行，不管她

背地里怎么骂，只要不当着面，就装着没听

见，谁也不敢去缠她的事。

这些年来，眼看着家里有儿有女的都

出去打工了，许多人家的孩子们在外边还

挣到了钱，回来后又是盖新房又是买家具，

个别的过年时还开回了小轿车。

“尿罐嘴”坐不住了，东家院墙外边看

看，西家门口瞅瞅，羡慕之余心中却产生了

仇恨，于是就道听途说地编出了许多糟蹋

人的闲话来。

村中大柳树旁住有一个六七十岁的

“老光棍”（指没有娶上媳妇的人）赵有艺，

年轻时由于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下力气的

活一样都懒得干，后来学会了一套耍把戏

（方言：指玩小魔术的人）的营生，也算能够

勉强度日。可现在他人老了，耍不动了，就

闲在家里靠村里的“五保”生活。前些年他

曾在村里的“敬老院”里住过，由于“人老心

花”，经常在敬老院里调戏那些老婆婆老奶

奶，被敬老院开除回了家。村干部一气之

下不再管他了，几乎是断了他的口粮，连一

些救济也不再给他发。

赵有艺年轻时闯过江湖，见过世面，一

怒之下就跑到大川市政府去上访，虽然多

次被遣送回来，可他却也执着得很，隔三岔

五还要去告，乡里村里也拿他没有办法。

上级信访部门了解到他的真实情况后，对

他这样的“老无赖”本不应该再去管他，可

念起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本着人性

化理念还是要管的。为此，市县两级信访

部门又和乡里村里作了协调，敬老院不再

让他去住，但“五保户”应享受的待遇还得

发给他。所以，他没事就经常待在家里，也

不再去上访了。

赵有艺也是一个“闲话篓”（方言：爱说

闲话的人），每当“尿罐嘴”从他门前经过，

总要叫上她坐在那里“呱嗒”（方言：指说闲

话）一会儿。

一次，“尿罐嘴”又从大柳树旁他家门

口经过时，赵有艺老远就打招呼道：“自荣

啊，没事过来拍拍话（唠嗑的意思），树底下

凉快！”

“尿罐嘴”一听赵有艺喊她，就扭摆着

走了过去。

平时“尿罐嘴”叫赵有艺七叔，尽管辈

分有别，可他俩平常却爱开些玩笑，因为都

有臭味相投的地方。一个是不干不净的

“尿罐嘴”，一个是老不正经的“呱嗒嘴”，这

两人村里人都十分讨厌，唯独他们两个见

了面却有说不完的话。

“尿罐嘴”到赵有艺面前，一屁股坐在

了大柳树下的石条上，冲着赵有艺嚷道，

“七叔啊，你是不是又想敬老院里的那些老

相好啦？”

赵有艺也不见怪，他的短处只有“尿罐

嘴”揭才不嫌疼，有时也会顺着她再说几句

“木腔话”（方言：指没意思的话），也算占点

小便宜。

赵有艺接口道：“别说这些了侄媳妇，

我玩的都是些‘小把戏’，一辈子没开过腥

荤。”

“尿罐嘴”瞪了他一眼，撇撇嘴笑道：

“七叔你也别叫屈，你年轻时走南闯北‘玩

把戏’（方言：指演小杂技的人），啥样的女

人没见过？”

赵有艺又接口道：“见过是见过，见过

的还真不少哩，可那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到现在还是老光杆一个。”

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时，赵有艺突然叹息着说：“唉，侄媳

妇，你七叔命苦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要

不是我去大川市告状，乡里和村里的那些

干部们非要把老子饿死不可。你看人家王

树才，两个闺女两枝花，都在南方打工，一

年都拿回来了好几万。王树才整天住在小

楼里吃喝不愁，见了我们这些人连句话也

不说。你跟他说句话还爱理不理的，好像

和我们说话会破了他家的财气似的。”

其实，王树才不理睬赵有艺是有原因

的，王树才前几年在村里干过村干部，一开

始还是他同情赵有艺让村里把他“五保”起

来的，谁知这个赵有艺却是个老没出息，在

敬老院里总是惹出些丢人现眼的是非来。

敬老院后来把他开除了，王树才觉得

自己和赵有艺是一个村，又是他推荐过去

的，自己也跟着丢人，所以内心里就看不起

他，平时基本上不搭理他。

赵有艺的这句话也捅到了“尿罐嘴”的

酸处，眼见着有儿有女的家庭子女们在外

打工挣钱，老两口在家里再种些粮食，那日

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心中就很不是滋味，

听了赵有艺的这些话就起了歪心。她左右

看看见没有其他人，就压低了声音信口胡

诌道：“呸！王树才那俩闺女挣的钱也算

钱？他家那院子我都不进去，要是进去了，

准会骚气！”

赵有艺有点不解地问：“咋啦？自荣，

他家院子有啥骚气？”田自荣又故弄玄虚地

说：“咋了？你不知道吧？你这个老头子真

是孤陋寡闻，你知道不知道，他家那小洋楼

是卖肉钱盖的，我都恶心死了，你还以为他

们发家致富啦！”

赵有艺更迷糊了，忙把身子探过来问

道：“卖肉钱？他家没杀猪啊？”

“没杀猪？没杀猪杀人啦！卖的是人

肉！”

“尿罐嘴”有点不屑地看了看赵有艺。

“卖人肉？”赵有艺惊得站了起来，有些

颤抖地说：“自荣啊！这话可不敢乱说，杀

人那可是死罪，你不会有病了吧？”

“我有病？你才有病哩！”

“尿罐嘴”越说越带劲，唾沫星子溅起

老高。

“尿罐嘴”为何要如此地编着瞎话去坑

害王树才呢？

那还是两年前的事。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一些闲着没事干

的村人坐在大柳树下打麻将，树底下摆了

好几摊，下的赌注却很小，都是些一块两块

的。

那天王树才也在场，并且和“尿罐嘴”

在一桌。本来这一桌是三缺一，因为大家

不愿意和“尿罐嘴”在一起玩。王树才那天

来晚了没地方坐，就硬着头皮凑到了“尿罐

嘴”这一桌。那天王树才的手气背，输了一

个下午，心里边很窝火。谁知快散场时手

气却翻了过来，一口气连赢了四圈“大和”，

一下子就捞回了本钱。接下来又弄了一个

暗杆，外加一个自摸，高兴得他叫了起来。

轮到掏钱时，其他两人都给了，“尿罐嘴”说

什么也不给，站起来说道：“放炮了，不打

了，回家做饭去”，一副耍赖的样子。为此，

王树才和她争吵起来，要不是别人劝住，俩

人还差点动了手脚。

从此以后，“尿罐嘴”就和他结起仇来，

背地里把王树才骂得狗血喷头，把他老婆

和两个女儿也糟蹋得不成样子。

（未完待续）

哲学家陈先达认为,学习有两个
方面,除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
能力。知识不过是材料，培养能力比

积累知识更重要。

能力，包括判断的能力，例如：一

本书，一个观点，判断它正确与否，有

无价值，以定取舍；选择的能力，例如：

一大堆书，选出哪些是你最需要的，哪

些大致翻翻就可以了。培根的《论读

书》讲得很好，有些书尝尝味就可以

了，有的要细细嚼，有的要快读，有的

要慢慢消化。有的书不必从头到尾地

读，有的书则甚至要读十几遍。读书

的方法很重要。读书也不能单凭兴

趣，有些书没兴趣也得硬着头皮读。

读书既要钻进去，又要出得来。

在搜集材料、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注意

不离中心是很重要的。一般读书人很

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在搜集这一问题

的材料的过程中，顺便看到另一些问

题的好文章，也是自己很感兴趣的，为

了怕今后不容易找到这些文章，就顺

便去看这些文章，流连忘返。结果耽

搁了时间，影响了当前主攻任务的进

程。今后实在难找的文章，偶尔看一

篇当然也可以，但一般说来不宜打岔，

还是记个账，待以后再去看它。在直

攀峰顶的过程中，如果看到山路上的

花草，停步观赏，左顾右盼，就会延缓

到达峰顶的时间。

读书除正襟危坐，啃专业书、啃经

典著作外，不妨“随手翻翻，我就采取

这种方法。从稗官野史到新华小字

典，拿到手就读一读。不要把自己搞

得太窄，可以杂一点。除自己的专业

教科书外，什么都不读，很难在理论上

有多大创见。或不轻视教科书，但决

不把它奉为‘经典’。专靠读教科书是

培养不出人才的。”

总之,我们要站着读书，而不要跪
着读书；要用脑子读而不能光用眼睛

读。《老子》中说的，“多则惑”，我看就

是读而不思的结果。累累累5
(惠民)

【作者简介】：党栋，南召县人，笔名

一凡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有散文集《深夜静

悄悄》，随笔集《和你没商量》、《青青校

园》、《我和我的村庄》，长篇小说《追梦》、《足

疗》等文学作品。

拨拉出立体感的多棱镜
——邵军长篇小说《擦肩而过》序

□亦农

欣闻邵军兄的长篇小说《擦肩而过》问世，

打心眼里高兴。

邵军是南阳作家群中颇具代表性的重要成

员之一，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河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曾拜读过邵军的《新闻科长》，

确实填补了中国小说在新闻题材方面的空白。

柳建伟在《填补长篇小说的“新闻”空白》序中

说，酷爱长篇小说的他，多年新闻科长的人生经

历，外加上不吐不快的创作欲望，也从中窥到这

一光鲜行业背后的酸甜苦辣咸……李天岑认

为，一个“写”字是他的一生，上半生完成了新闻

的“写”字，下半生突破了小说的“写”字。那么，

作为《新闻科长》姊妹篇的《擦肩而过》呢？从这

个角度说，跳出了新闻主线，走向了文学渠道，

隆起又一座高山。

本部小说创作的章节框架，比较突出，引人

入胜。它以上篇“溜马场”、中篇“枢纽图”、下篇

“压轴戏”为题目来连线衔接，用王振糖被杀的

嫌疑犯、宛东之死的迷雾和释放赵宣出狱的跋

之案例，为蹊跷的问号，环环相扣，层层延续，酷

似剥葱头物品一样，释义解惑，逐步交上满意的

答卷。

作品的内容以延伸扩展的主人公远程,调
到省会后，从事文学渠道、穿梭全国领奖为主

线，以不同思路来精心考虑主题的创新意义,再
从不同性格的人物群体中，凸现出一个个血肉

丰满的典型现象。

远程陆续升任省文联秘书长、副主席、主席

和副省长的位置，还带领全省作家一道，不断创

作小说剧本，连获各类重奖的硕果，特别是回望

老家州南市的老同学、老熟人、老领导，如何提

拔官员而出现的起落跌宕、哭笑不得的窘况，如

此这般的他，就和论资排辈的上下级官员们,阿
谀奉承,一一握手,织就了人间喜剧,奔波劳累的
沧桑,陆续在视野中铺展开来——笑口常开的,
走上台阶的广场；号啕大哭的,掉进无底的深
渊；色钱交易的,锒铛入狱的判刑;杀手锏,隐藏
黑娃的；破案宗,无罪释放的……

比如，过去特别熟悉的官员宛东、张铁、赵

宣等,领导辛鑫、刘乾龙等，“嘎巴草”关系麦奎
奎等，熟人陈多多、冯阳阳等，不断频繁落马，就

是小儿麻痹症的老同学孙石，也经常出事，火烧

连营一样远程的老领导张明，已经是州南市委

书记了，他儿子张潇潇却在天津大学期间，因情

感而错杀了一位三角恋爱的女同学，导致张潇

潇自首仍被判处死刑，让升官的张明万念俱灰，

硬是后来想得开朗，改变了思想，有了正能量，

终于升为厅级官员了。还有白眼狼县长杜强，

因他儿子杜伊曼肇事而有失落感，仍然把工作

干下去。章宝塔的儿子结婚后，杀死媳妇后也

自杀了。

与此同时，也释放出正能量的人物。比如，

非党员的远海，升为镇长、副县长；独生闺女的

远郑，提拔为文化厅长；作为玉美人老板的别环

天，出类拔萃，摸爬滚打成了亿万富翁；当官而

退二线的梁满，走上了牡丹籽油的基地大道，

“车命”后的他，出院送走了水师，而自己仍然入

驻集团公司，等等。

在情感纠葛的场景中，解放出纯粹的保守

主义框架，走向恋旧情缘、洗钱和色戒的另一个

镜头。远程仍然和老早依恋的陆爽爽相见，知

道她已经和往日打工仔的江东海结婚又离婚

了，为此，随后的江东海生意一落千丈，跳楼自

杀，而远程呢?长篇小说《民心》获得全国大奖，
还有《黑人，白人，微型人》剧本、电影《车命》和

《梅开二胎》等，连续在央视和省市频道黄金时

段播出，出名红得发紫，最后和陆爽爽结成新

家，而疏远了同班同学、曾经再度情缘的刘雪，

等等。

整体作品在写法上，语言流畅，顺理成章，

还运用不同的地方方言，比如河南的“中”“咋”

等，南阳、镇平的“够不着”“阿杂菜”“没任啥”

“弄哩不赖”“使哩慌”等，安排几个人物进行交

谈，办理具体的事项，让这些细节一直贯穿到

底。也推出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话结巴壳、小

儿麻痹症、白眼狼等特色引点。

曾获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说：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

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

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是的，尽管莫言

更需要的是批评，是沉默者的胜利，但在当代文

坛上已形成独具特色的“莫言风格”。当他站在

现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脚下古老的土地时，他

笔下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触目惊

心。他把肖洛霍夫的恢弘、马尔克斯的奇幻、拉

伯雷的狂欢、蒲松龄的诡异、冯梦龙的清澈、段

成式的庞杂、果戈里的诙谐和雨果的道德感融

为一体，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宛如黄河泛滥，冲

刷出一片全新的语言河床，在现代汉语写作史

上留下一道罕见的语言奇观。这方面，作为老

乡的邵军，正在快马加鞭紧随其后地往前赶呢，

学而时习之也。

血，总是热的！好高产啊！盘谷堆的回族

作家，可排场！这，就是对执着的酷爱小说剧本

的邵军的评价吧！他连续出版《漩之涡》《河之

街》《玉之缘》的姻缘官运励志三部曲、《镇平人》

报告文学和20集剧本《玉都》等八部书，加上这
部《擦肩而过》，确实怪得劲呀。累累累5

（亦农，原名唐哲，原籍镇平唐庄，生于1971
年5月，现居北京。中国作协会员，冰心儿童图
书奖、曹禺奖、《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奖获得者，

畅销书作家。）

《擦肩而过》作者邵军

□张建克

岁月浇筑梦想，历史承载悲欢。80年前，一
支伟大的队伍，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走完两万

五千里漫漫征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朽的神

奇，铸造了精神的丰碑——那就是中国工农红

军的万里长征。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穿越十
一个省，经过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

渡河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在甘肃会宁胜利

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长征途中，红军战士要面对的布满沼泽草

地、皑皑白雪的山峰等恶劣环境，要面对缺衣、

少食、没有医药的饥寒交迫、伤病袭击，更要面

对30多万敌军和穷凶极恶土匪的围追堵截，以
及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仅湘江一役，红军出

发时8万多人，过了湘江只剩下3万之众，江面
上堆满了红军战士的尸体。即使这样，无论是

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大志的知识

分子，无论是年逾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娇小

的女战士，都以伟大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无所畏

惧，迸发出顽强的意志，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搏

斗中创造了人间奇迹。而当年的这支部队，指

挥员年龄平均不足25岁，战斗员年龄平均不足

20岁，14岁和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正是由
于信仰的巨大力量，才开拓了让人难以忘怀的

伟业。

在长征途中，涌现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

壮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心灵的旗帜。年仅29岁
的“断肠英雄”陈树湘，宁肯抽断自己肠子，也绝

不落入敌人之手；余秋里在战斗中被打伤胳膊，

三天后敌情缓解，解开困住受伤胳膊的绳子，因

伤口的溃烂，胳膊生生掉了下来；贺炳炎的胳膊

受伤，没有麻药和器械，只好用村民锯木板的大

锯锅中水煮后，锯下残臂……苍山如海，残阳如

血，如何华丽的辞藻都无法描述当时的苦难和

壮烈。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

种机”，正是由于长征精神的激励和鼓舞，才使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80年的时光瞬息而
过，当我们回首长征这段往事，已深深镌刻在民

族的记忆深处，已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丰

碑。长征永远在路上，今天缅怀烈士，不忘初

心，就是要把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圆我们绮丽的

中华梦！累累累5

长征精神铸丰碑

陈先达谈读书

《擦肩而过》封面

本报讯（记者董志国）近日，我

市作者史正耀的《回到我们的家园》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是一位哲学爱好者的精心

之作，其内容属于“人学”的范畴。

作者认真探索了人的存在与本质问

题，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思想观点。

他把人的存在界定在由社会轴、历

史轴和升华轴所构成的三维坐标系

中，把人的本质概括为“人的心理

动力系统与人的精神有机系统的统

一”。作者抱着严肃认真的科学态

度，在深入研究人的存在与本质的

基础上，就人的局限与超越、感性

与理性、道德与价值、理想与未

来、现实与幸福等诸多维度的问题

进行了富有哲理的阐述，给出了独

到的见解，充满了人性的力量。累累累5

《回到我们的家园》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