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拗的老党员
■ 黄 英

父亲很小的时候，亲眼看到日军飞
机轰轰地飞来了，飞得很低矮，上面的
字都看得清清楚楚。 敌机丢下一枚炸
弹，“嘭”一声巨响，石塘桥炸了。 父亲
心想，要是手上有枪，他定能把飞机打
下来。 父亲还亲眼看到国民党部队对
老百姓霸道鲁莽还抢东西， 一次他被
抓去干活，干着干着，不知哪儿出了问
题，一位官员一样的人气呼呼走来，抬
手便给他甩了两个耳光。 当时他又闷
又气，心想打自己中国人算什么本事？
从此， 年幼的父亲对日本侵略军心怀
刻骨仇恨，对国民党也十分愤慨。

那时，家里只有两间破茅屋，没有
田地，大人常年靠租种的一片小梯田度
日。山上冷气重，田地产量低，交了租后
所剩无几，因此日子总是不温不饱。

父亲渐大，共产党来了，解放军来
了，他又目睹解放军对老百姓态度和蔼
又处处帮助，心想，解放军是为穷人打

天下的。 于是他瞒着年龄报名参军，却
因身高和体重都不达标， 没有通过核
验，很是沮丧。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改，家里分
到了田地，穷人终于翻身做主，日子一
天天好起来了。不久，合肥石子厂招工，
父亲前去应招，如愿成了工人。后来，他
响应党的政策，和一大批青年被抽调到
巢湖石子加工厂，支援巢湖建设。 他努
力工作，重活脏活抢着干，早上班迟下
班，月月满勤。

父亲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一心想
加入党组织， 于是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直到十几年后，才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党员。 他兴奋无比，一连几
个晚上都睡不着。

成为党员后，父亲更加任劳任怨地
工作，因表现突出，被调到档案室工作。
他虽念书少，却勤奋好学，档案管理有
条有理，档案内容烂熟于心，人称“活档
案”。父亲年年评为优秀党员，就这样一
直干到退休。一次我忍不住问他：“那么

繁琐的档案内容， 您怎么记得那样清
楚？”他严肃地回答：“我是党员呀，党员
做事就应该一丝不苟，不能半点马虎！”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党艰难
而曲折地一路走来， 父亲对此非常自
豪。 他黄昏时喜欢去家附近的小花园，
和老工友们散步聊天。一次他问一位老
党员：“你可还记得入党誓词？ ”那位老
人家笑着怼他：“你考我呀？ ”父亲立即
郑重起来：“党员不记得入党誓词，是不
应该的！”“你记得吗？”“我当然记得，十
二句话，八十个字……”父亲果真一字
不落地背出来了。 执拗的父亲气不过，
见人就问：“你可还记得入党誓词？ ”有
的人“嘿嘿”打个哈哈就算了，有的人推
说记不清了。 父亲一遍遍地背出来，批
评别人忘了誓词实在不应该。大伙儿嘟
哝：“这老头子太执拗了……”

父亲一生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他
对党的信任和热爱已经渗透到肉体和
灵魂。 也正因如此，他常常固执得让人
心生无奈。

87 岁的父亲仍然生活在老矿区 ，
仍然常做好事。 平日里，他帮忙疏通公
路边的水沟， 给公共花园除草施肥，捡
到钱物就写个寻物启事的牌子放到路
边提醒人认领，哪家哪户遇到困难他积
极捐钱捐物……虽然执拗，但大伙儿也
感谢他的热心积极，社区还每年发给他
优秀党员奖状。

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党员，一生
所做的都是工作的本分、 身边的小事
儿，有的甚至微不足道。 可他一如既往
地认真做着，不要回报，无需张扬。父亲
内心深处，只有对党的一片感激和无限
忠诚。

夏砾山读碑

■ 张 恒

远远望去，夏砾山像一尊巨大的碑
石矗立庐巢路边。

夏砾山不高，海拔不到两百米。 和
一些名山相比， 其自然景观算不得什
么。 就算和南边相邻的冶父山、西边不
远处的白石山相比，也逊色不少。 但因
为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侵华日军的一
个据点， 山顶至今留有当年日军的战
壕和碉堡遗迹， 因而知道它的人还是
很多的。

我登夏砾山是在雨后的一个早
晨，漫山如洗。 东麓的林中小径，原始
生态的意味很浓，没有开发的痕迹，没
有雕琢的景观。 那些树，苍郁而凝重，
青翠的颜色浸润着一些潮湿。 树都是
巢湖南岸常见的一些树种 ， 松树 、柏
树 、杉树 、槐树 、楝树 ，还有许多灌木
丛，它们和山一样，并没什么名气。 山
上的石头也是如此， 或深扎于陡坡之

上，或静卧在松柏之侧，或散落在山路
两边，如久住的山野之人，朴素得不能
再朴素。 石头灰褐色的表层还透着一
丝潮湿 ，斑驳的水痕 ，像是碑文 ，记录
着一座山的前世今生。 林木深处缱绻
着幽幽水气， 把山沟下流淌的泉声升
腾为一种音律， 让原本宁静的夏砾山
显得更加幽静和肃穆。

在半山腰， 我看到一些残垣断壁，
看样子有些年头了。 雨渍，苔印，岁月
刻痕，搅拌着砖块瓦砾堆积在一起。 不
知道这是当年日军在此修筑工事留下
的， 还是后来当地村民看山护林遗弃
的旧屋废墟？ 时间流逝，许多东西若不
是刻意留存，记忆就有了一些缺失。 不
过我倒是希望， 历史的东西只要有价
值、有教育意义，就应该保护起来。 不
仅仅是保留一段记忆， 也是保留一段
难忘的岁月。

山顶上确实有壕沟， 很长的一段，
尚能看出大小方位。 离壕沟不远处，碎

石乱地，残垣若现，那就是当年日军碉
堡所在地。 我注视着，眼前浮现出一堵
沉重的墙体，一排黑洞洞的枪眼，甚至
耳边还隐约传来当年战场上的嚎叫与
呻吟。

南京沦陷后，日军一路西侵。 1941
年 3 月从巢湖方向越过马尾河，在金刚
寺附近击败国民党守军后， 占领盛桥，
并想寻找战机，攻占庐江县城。 他们在
夏砾山挖战壕，建碉堡，修筑工事，长期
驻扎着一个中队的兵力。他们和驻扎在
巢县城里的日军相互策应，对周围一带
进行烧杀抢掠， 使盛桥人民受尽残害，
苦不堪言。 平日里，他们躲在山顶的碉
堡里，居高临下，日夜窥探着四周数十
余里内村庄的动静。夜晚发现哪里有灯
火便向哪里放冷枪，白天发现哪里有人
群便向哪里开炮。在日军占领盛桥的三
年时间里，许多老百姓无辜惨死在日军
的冷枪冷炮之下， 不计其数的粮食、牲
口等财物被掠夺。

那段日子，夏砾山成了压在这一带
老百姓胸口上的一座地狱。

抗日的烈火也在夏砾山周围四处
燃起，中国军民充分利用熟悉地形的优
势，开展着抗击日寇的战斗。 驻守在冶
父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为守护县城，不断
袭扰日军。共产党领导的巢湖游击队在
队长张家英的带领下，多次给日军以沉
重的打击。 其中，在夏砾山脚下曾进行
过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至今，当地老百
姓还常常提起当年游击队许多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 夏砾山南麓，有当年抗
日阵亡将士群塚，那竖起的就是一座历
史丰碑。

如今，当地政府在山顶竖起一块纪
念碑，夏砾山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年，都有许多人登山读碑，开展纪
念活动。

其实， 追溯八十年前那段难忘岁
月，铭记一段家国历史，夏砾山本身就
是一座无字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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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类节目要点亮“思想之眼”

■ 韩小乔

《吐槽大会》第五季刚落幕，《一年一
度喜剧大赛》又登场。 近年来，谈话、演
讲、辩论、脱口秀、相声小品等语言类综
艺节目不断涌现，产生良好反响。

语言类节目的火爆，源于契合市场
需求。 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
时间和注意力渐成碎片。在碎片化的时
间里，人们既有娱乐消遣、纾解压力的
诉求，又有简明扼要学习知识、获取“干
货”的需要。借由互联网的传播优势，语
言类节目被剪辑成若干短视频在多平

台上进行分享，包罗万千话题，覆盖广
泛受众。

越来越多的语言类节目涌现，同质
化问题随之而来。 “综 N 代”太多、新节
目不足，类型较为单一，话题被过度挖
掘，内容形式陈旧，甚至有恶俗化、低俗
化趋势， 不仅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也
让创作陷入思维窄巷。不少表现不佳的
节目沦为“一季游”，能在继续的节目中
掀起热潮赢得好评的屈指可数。 《吐槽
大会》的豆瓣评分从第一季的 7.6 分下
降到第五季的 6.5 分，说明如果没有新
的突破，哪怕是大 IP，也很难给观众带
来持续的新鲜感和吸引力。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思想是语言类
节目闪亮的“眼睛”。无论是喜剧节目还
是严肃的谈话类节目，说得尽兴、聊得
出彩，并非易事，其吸引观众的关键在
于思想。不可预知性是语言类节目的独
特魅力，观众无法预料到何时何人会说
出让人为之一振的独到见解。 未知、随
机、充满思辨性，通过思维的碰撞引发
观众情感上的共鸣，笑谈之间尽显语言
魅力，正是语言类节目的突破口。

既要翻新节目形式，又要提升审美
表达。 受众审美能力越来越高，加上来
自四面八方的刺激源，观众要求语言类
节目精益求精，此类节目亟须创新。 说
到创新，节目制作者最先想到的几乎都
是从抓住观众眼球的问题上求新求变，
如节目模式、赛制流程、嘉宾阵容、互动
形式等，但其实优质观点输出、提升审
美表达才是节目能否长红的核心。要根
据不同节目内容， 找到适合的风格定
位，创造能够让人打开心扉、吐露心声
的说话环境，将语言类节目特有的包容

性、贴近性、朴实性与思想传播交融在
一起，以激情四射的观点碰撞，带给观
众超乎想象的思维盛宴。

既要观点独树一帜，又要避免哗众
取宠。 在社交网络获得最大讨论度、最
高热度的， 一定是最好的语言类节目
吗？不难发现，一些节目网感十足，但内
容生拼硬凑，抖出的“包袱”生硬牵强，
或早已在网络广泛流传，或为了吸引流
量故意制造“爆点”，有的甚至涉及人身
攻击、侵犯个人隐私。 脱离现实不接地
气，只有话题谈资没有思想价值，这是
语言类节目的大忌。 一些喜剧类节目，
虽以引人发笑为目的，但其强烈的现实
感往往令观众在大笑之余反思自我、关
注社会， 因而能取得收视与口碑的双
赢。 与其通过娱乐化手段脱颖而出，不
如更多把视线聚焦生活，以正确的观点
和态度引导受众， 形成正向舆论传播，
让节目兼具时代感和引领性。

既要注入批判锋芒，又要控制话题
尺度。 语言类节目中，对不良社会风气
的讽刺抨击必不可少，但“祸从口出”的
例子时而出现。如何权衡话题热度和社
会意义，达到既好看又不会“冒犯”观众
的效果，是语言类节目的最大挑战。 近
年来，大热的语言类节目中，总会包含
一些引发舆论情绪和社会焦虑的内容，
比如女性权益、“996” 工作制和中年生
活，背后代表着大众对性别议题、职场
危机及年龄焦虑的关注。 针砭时弊、直
面问题是语言类节目必须承担的社会

责任，但也要把控好尺度，避免踩雷踏
红线。 进一步说，尺度不应成为内容创
作的绊脚石，应成为丰富节目内涵的催
化剂。 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扎实、有意义
的内容，而非单纯的“段子秀”。 只有那
些潜心研究受众需求，在尺度之下挖掘
深度，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言之有
理的语言类节目，才能演绎语言与思想
的精彩，成为长红的艺术精品。

在章渡

■ 章 勇

泾县章渡，并不起眼。 但在泾县志
中，占有一席之地。

车子进不了老街， 我们便停放在
新街。 新街其实看不出有多新，街道两
旁的店铺低矮， 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影子， 这让我对这个地方突然有了一
丝遗憾。

来到章渡， 若不访访酱菜等于白
来。 章渡酱菜在上世纪非常有名，曾与
四川涪陵榨菜相媲美。 走进一个门店，
一个中年女人热情相迎。 我兴奋地打
量木制货架上的酱菜， 品种似乎有些
单一。 章渡酱菜算是传统工艺，曾经在
皖南各地都能随处买到。 那个时候物
质贫乏，生活困难，章渡酱菜的几根酱
菜丝、萝卜干就能下饭。

我一下买了不少章渡酱菜， 对我
来说，这不仅是酱菜，更是对过去的美
好回忆。 据店主介绍，抗战时期，驻扎
在泾县云岭的新四军最喜欢吃的就是
章渡酱菜。

这天是阴天， 新街上只有零星的
路人和车辆，我手拎着满满一袋酱菜，
往老街的方向走去。 通往老街是一条
三米多宽的巷子，巷口立着一块牌坊，
上面写着 “西来一镇 ”，乃是李白游历
泾县时对章渡的美誉。 我忽然恍悟，原
来这里也很温柔， 只是它的温情别有
一种表达的方式。 世家恐怕少有像章
渡这样，从来不用外衣包装。 青苔连着
青石板，蜿蜒而从容，展示着它优美的
体态和曲线；冰凉的墙体，冷峻中含着
几分坚韧，并有几分野性。 来去无踪的
风，在游人歇息之时，从青石板间一丝
丝透出来，呈现亘古沉寂的苍茫，于此
我相信永恒。

走在这样一条老街上， 仿佛连光
阴也被拉长了。 在这里最不值得吝惜
的就是时间， 可以用一个时辰蹲在街
边，听老人讲古镇的故事；可以与衣着
单调表情木讷的孤老对弈几盘， 全不
觉得无趣。 街的尽头，是一条长年奔腾

的河流，临河而立的是一排由竖柱支撑
的木制阁楼，当地称之为“吊栋阁”，又
谓之“江南千条腿”。当我走近一间悬空
且破旧的阁楼时，竟然看到一个面容铜
色的老人从里面走出来，锁上门。 我上
前递上一支烟，老人笑了笑。

我问他，这房子还能住人？老人说，
都习惯了，舍不得离开呀！还说，这里老
是老，破是破，可有山有水，风水好，能
延年益寿呢。 我且相信老人说的风水
好，但如此破损的屋子实在已不适合居
住了。 也许老人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
生活，即是陶渊明 “心远地自偏 ”的境
界， 可能这种贴近生命本真的境界，更
能帮助我们涤尽被尘埃覆盖的灵魂，给
疲惫的心灵以千金难买的抚慰。

在章渡，静独立于自然，人事的烦
扰、名利的诱惑都如蛛丝。 青弋江岸的
河风悄然而去， 只留下一个清静的自
我，于清空的启悟中回归纯真年代。 对
岸的河边，三两头水牛悠闲地吃着江南
稚嫩的水草，不卑不亢，任人来人往，仿
佛在说，人世浮华，与我何干？我徒生感
激有这样一个去处， 只要有涓滴之水，
万物便会充满生机。

在章渡， 同时也看到了沉沦和不
堪，数百年的文化建筑，无人过问无人
修复，吊栋群楼倾斜、破损、坍塌，好像
陷入一场厮杀，被不可知的力量疯狂的
席卷和残虐。 置身章渡，我深深感受到
了章渡的呐喊与挣扎。 读书明志，代代
相传，古镇民风，和睦淳朴。可惜对千年
古镇的文化基业却未完整存留，因此失
却了一种沧桑之后的大气。

古镇、山乡，沉静淡泊，与世无争。小
桥的下边，有几处老宅，青砖灰瓦，墙壁
上牵挂着青藤散落下来， 宅子门前是两
棵桃树， 茂密的桃叶间夹着一个个熟透
的桃子。 我路过时，随手摘了两个桃子，
女儿说主人会不高兴的。出乎意料的是，
这儿的人善良好客，不仅没有不悦，反而
又多摘上几个送于我们。

一段路 ，往返四华里 ，让我魂牵
梦绕。

乡村最美是秋收

■ 戚思翠

每当秋风送爽， 掩映在夕阳清辉下
的村庄就会换上色彩华丽的典雅礼服。
大自然像是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盘， 绘就
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精美油画。 各种夸
姣的色彩彼此映衬， 构成了一幅幅绮丽
的丰盈图。在农人们的眼里，这就是天下
最美的景色。

金秋时节， 不论向村庄哪个方向遥
望，周围都是一派丰收景象的庄稼地。那
些仪态万千的数不清的庄稼， 在明净的
秋阳下， 开始了甜蜜的轻唱和柔情的舞
蹈。对于勤劳的庄稼人而言，世间最美之

物，莫过于涨红了脸的高粱，咧开了嘴的
玉米，笑弯了腰的稻谷，拱出土的红薯，
挂满枝的柿子， 爬满架的葡萄……五谷
飘香，秋水斑斓，层林浸染，一片片金灿
灿的希冀，一片片红彤彤的喜悦。可亲的
农人，很快迎来了最美的秋收时刻。

秋收时分， 天空格外高远空明，仿
佛洗过一般，泛着莹莹蓝光。 天地之间，
披红挂绿 ，硕果累累 。 秋 ，怀着丰收的
孕 ，丰腴圆润 ，颤颤巍巍 ，摇头晃脑 ，蹒
跚于月白风清中。 生产队队长父亲几乎
每天在地头转悠，看稻谷一天比一天饱
满、穗头沉甸甸地弯下腰由青涩而日渐
金黄 ， 他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 父亲抻直腰杆顶天立地，他一脚踹
在泥土里 ，眯缝起双眼 ，用布满老茧的
手 ，搓一挂谷穗 ，吐一口气 ，吹散稻壳 ，
放嘴里咂巴着：“嗯，到时候啦！ ”父亲脸
上笑成一朵秋菊。

新月高挂，如镰；父亲腰背，亦如镰。
月光如水，洒满院落。父亲双腿叉开坐在
条凳上，“嚯—嚓、嚯—嚓”，专心致志地
磨镰。静谧的乡村多处传来磨镰嚯嚯声，
此起彼伏， 遥相呼应， 俨然一支妙曼的
歌。喔喔喔……公鸡一声长鸣，将所有熟
睡的农人从梦中唤醒， 他们大步流星赶
至稻田。寒光乍现，银镰飞舞，“刺啦—刺
啦—”，镰刀与稻子亲昵着、歌舞着，稻秆

和稻根依依不舍。 一镰一镰，一回一合，
没多久， 他们身后留下大片空地和排立
的稻把。东方熹微时，广袤田野更加喧腾
了，家家户户的小孩，像“赶戏”一般集中
到田地里拾稻穗。 跟随而来的还有爱凑
热闹的猫啊狗呀， 甚至有时还有一群鸡
鸭鹅……镰刀的嚯嚯声，大人的说笑声，
小孩的嬉闹声，牲畜们的追逐声，奏响了
一支秋收忙的乐曲。

新割的稻子飘逸着诱人的芳芬，那
金灿灿的穗头， 那黄中透着丝绿的长发
轻垂下来， 妖娆羞怯地昭示着它成熟的
魅力。新稻被挑运到打谷场上，堆成一座
座稻山，脱粒。 秋阳下，一堆堆金黄的稻
粒，似一座座金山，熠熠生辉，清香扑鼻。
那是丰收的味道。

一晃数十年，如今我身居异乡，站在
秋的门槛上，回忆起儿时的秋收，就像放
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乡村的秋真美，
乡村的秋收更美！

冷清秋 郑金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