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惜 食
■ 王吴军

风越来越爽利， 天空越来越高远，田
野里的庄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成熟，
变得沉甸甸。 秋的气息越来越浓，清晨和
夜晚满是袭人的凉意，这凉意伴着庄稼成
熟的气息从肌肤进入了身体，弥漫在身体
的每一处， 也弥漫在天空之下的万物之
间。 父老乡亲们顾不上休息，每天早早地
就出了我们西场村， 在田地里收庄稼，努
力收回每一粒粮食。 虽然辛苦，一说起庄
稼成熟，却人人都面露笑容。

庄稼颗粒归仓，田野里也平静下来。
此刻，凉意越来越深，不知不觉变成了清
寒。 北风有了在田野里奔跑的自由，日夜
不停地唱着、奔跑着，夜半时分经过我们
西场村时，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父亲母亲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 ，但
即使在家里，他们也并非无所事事。 就在
我家堂屋里，他们围坐在一起，麻利地剥
着花生———一颗颗地剥出， 并挑出颗粒
饱满的花生粒儿， 留作明年春天播种时
做种子。 在乡村，只要手脚勤快，就会有
做不完的事情。 阳光好的上午，父亲则会
扛起他那用了多年的铁锨、抓钩和锄头，
去菜地里拾掇，往地里撒下芫荽 、菠菜 、
白菜的种子，或者，干脆坐在太阳地里剥

玉米。 我幼年时，逢到周末，作业写完了，
父亲会带着我到村子南头的沙岗上割那
些干草回家沤起来，第二年就是很好的农
家肥。 不急不躁地，在悠然从容中做完了
这些事情。庄稼收完了，麦子也种上了，地
里已经没有什么着急的活儿了，就像秋末
冬初时变化不大的天气，什么事情似乎都
是在波澜不惊中慢慢进行着，就连家中母
亲喂养的那几只老母鸡，也学会了在晴朗
的日子里放慢脚步，悠闲自在地在院子里
踱着步子。

收获后的村子是悠闲的， 静谧的 ,仿
佛是一个圆满完成了一件大事的人，不会
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又升起些许浮躁和急
切 .看着眼前宁静的岁月，曾经历过的那
些风雨沧桑都化成了轻烟袅袅，一切都是
云淡风轻。

是的，庄稼已经收到家里，粮食已经
颗粒归仓， 这是一年中粮仓最丰满的时
候，也是一家人最富足的时候。 有了成堆
的粮食，终于可以从忙碌劳动中暂时抽身
歇息了，终于可以好好享受那些收获的粮
食，尽情品尝生活丰足的滋味了。可是，父
亲和母亲却把粮食看得非常珍贵，即使收
获了那么多粮食，依旧是不肯浪费一点一
粒。饭桌前，父亲母亲一边慢慢嚼着饭菜，
一边不时盯着我们兄弟几个，一旦发现有

谁吃饭时掉在饭桌上一个米粒儿或是一
点馍渣， 父亲就会立刻要求捡起来吃了。
我们只得乖乖地把掉在饭桌上的那个米
粒儿或馍渣捡起来填嘴里吃了。 有时候，
还没等父亲开口让我们捡起洒落的米粒
儿或馍渣，母亲已经伸手捡起来吃了。 父
亲和母亲这样的言行， 让我很长时间不
能理解， 既然家里收获了那么多的粮食，
为什么还那么在乎一个米粒儿和一点馍
渣？辛苦一年，成堆的粮食都收到了家里，
不是应该好好享受吗？ 和成堆的粮食相
比，一个米粒儿、一点馍渣又算得了啥？那
些牵挂着粮食收成的一刻也不敢懈怠的
心，现在不都应该踏踏实实地放下了吗？

可是， 父亲和母亲从来不这么想，他
们一直都无比珍惜粮食， 从一个米粒儿
和一点馍渣， 到一粒玉米和一块红薯，从
一颗花生和一穗高粱， 到一粒芝麻和一
根萝卜，都看得无比珍贵。

农村人讲究的是秋天收获， 冬天贮
藏。 天气一冷，父亲就带着哥哥和我扛着
铁锨来到我家屋后的空地里。 父亲四周望
了望， 视线停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对
哥哥和我说，就在那里挖，那里下雨时不
会积水。 说完，父亲一铁锨下去，就挖出了
满满一大锨土，哥哥和我也跟着父亲在地
上挖了起来。 松软的土壤让我们没有费太

大劲儿，就挖出了一个一米多深的长方形
土坑。 我们把土坑里的地面也弄得平平整
整，然后，回家用架子车把已经晾了十几
天的红薯、芋头拉到土坑旁边，并拉来了
一些捆好了的干玉米秸秆和一些木棍。 我
们挖的这个土坑，便是我家的红薯窖。 把
红薯和芋头放在红薯窖里，把木棍架在上
面， 再用干燥的玉米秸秆把上面盖好，这
样，这些表皮已经晒干的红薯和芋头就可
以在温度适宜又干爽的窖里度过一整个
冬天了。 只要红薯窖保持干燥不漏水，贮
藏的红薯和芋头一直都是好好的，一点也
不会坏，足够我们吃到明年春天的。 直到
来年春暖花开时，窖里贮藏的红薯和芋头
吃完了， 我们再把木棍和玉米秸秆拉回
家，把挖出来的泥土进行回填、踩实。

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咱家收了成
堆的粮食，你和俺娘为啥还把粮食看得那
么重， 连我和哥哥吃饭时掉的米粒儿、馍
渣都得捡起来吃了？ 父亲看了看我，沉默
片刻后说：惜食。我一愣，反问道：惜食？父
亲点点头： 粮食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俗
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如
果没有了粮食，人就无法活下去。所以，人
一定要惜食，要珍惜粮食。我点点头，思索
着父亲的话，没有再说什么。

耕耘、播种、收获，贮藏、惜食,故乡西
场村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度过，丰盈
而舒缓，踏实而朴素。就像田野里的庄稼，
沉静，生动，有热烈也有安详，有忙碌也有
闲适，有苦有甜，有滋有味，充满了土地的
气息，也充满了粮食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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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要重塑公信力

■ 吴学安

当前的文化论坛，颇有些“辣
味”。 曾有不少学者表达了对文学
批评现状的不满， 指出了目前存
在的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 ，
比如过于被规范化生产的批评文

字，只在一个模糊的主题上打转，
却无法指出作品存在的真问题 ；
过早学会了论文腔或流于单一

“学院派”，通篇充满行业“套话”
甚至“黑话”，不忍卒读；以“贴标
签” 分类法粗暴套用于一群作家
或作品，说服力寥寥……当“炫技
式”“流水线作业”占了上风，见性
情、有温度、引共鸣的评论尤其令
人怀念。只有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
“利器”，彰显其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的时代功能，才能发挥好文艺批
评对于文化强国建设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文艺多样化发

展中，当代文艺批评的价值观念
也呈现出多元状态，但似乎有些
无所适从，不但缺位，而且缺信。
所谓“缺位”，就是有些文艺批评
对优秀作品弘扬不够，对不良倾
向抵制不力，对文艺发展的内在
规律以及未来趋势等研究不深 。
所谓“缺信”，就是有些文艺批评
的社会公信力下降 ,尤其是红包
评论、友情评论等文艺批评功利
化倾向不容忽视。 比如，每当一
部电影上映时，网络上都会出现
不少或“捧”或“杀”的声音，其中
不少评论变成了“收费项目”，不
外乎为当事人赚个人气 。 再比
如某位作家出了新书 ， 往往是
邀请圈子 里 熟 识 的 好 友 写 评

论 ， 其内容当然不乏连篇累牍
的吹捧之词。

关于文艺作品是否可以进入

市场的争论从未停止。 文艺作品
一旦成为商品进入市场， 必然会
受到商业规律的支配， 商业包装
在所难免。 文艺批评是一条红绳，
一头连着文艺创作， 一头连着大
众的欣赏。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在物质化现实中，80 年代所构
筑的理想人格、 理想世界已不再
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因此，创作者
们开始视点下沉， 以平面展示手
段代替深度追问， 文艺作品不再
一定要完成对世俗生活的超越 。
诸多文艺批评家也逐渐减弱对创

作现状和大众需要的关注， 因此
难以形成足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的理论话题。 此外，由于受众局限

特别是纸质媒体受市场生存要求

的影响， 文艺评论专版或专刊也
逐渐减少。 在时尚的流行文化等
冲击下，文艺评论已被简约成“娱
乐”的代名词，这都在无形中严重
伤害着文艺批评的公信力，使“缺
席” 成为公众对文艺批评现状的
最集中诟病。

面对多样化的文艺思潮和

活跃的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常常
表现得被动、窘迫、乏力，难以对
当前的创作产生应有的影响。 要
改变目前文艺评论的这种窘况 ，
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 ，就必
须重塑文艺批评的公信力。 作家
肖复兴此前在《文化批评堕落，比
不知所措更可怕》 中曾建议道 ：
“坚守并且以变应变重建文化批
评的伦理，至为重要，除了要求批
评家自律， 还需要建设批评家独
立的体制与机制， 使得批评家能
够挣脱商业社会中的各种利益

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树立起
自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 一方
面，重塑文艺批评公信力，要立足
实际，回归文本。文艺批评应扩大
作者的覆盖面，多鼓励一线创作的
作家、诗人，甚至是普通读者共同
参与到文艺评论中来，不能让文艺
批评成为一个小圈子里人的自说

自话。 文艺批评唯有面向创作实
践、面向公众需求，触及并回答当
下文艺创作面临的焦点问题，才能
肩负起评点作品、引领鉴赏、梳理
现象、引导创作的社会作用。 另一
方面，重塑批评公信力，要强化学
术操守。 学术操守就是精神的支
撑，有了这种支撑，就能摆脱名缰
利锁的诱惑与束缚，就能坚持不懈
地追寻真理、修正错误，就有希望
透过喧嚣浮奢的时尚华衮，捕捉到
繁复表象背后的实质，揭示出文艺
创作中带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东

西，对文艺创作与鉴赏以切实的引
导。 批评家们应多介入现实，将自
己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

空间中去， 对当下的文化现象、热
点及时跟进， 才能发出有见解、有
品格、有温度的声音。

围炉时光

■ 张淑清

雪在村庄覆盖了一层又一层，天
紧梆梆地寒冷，风像鞭子抽在脸上，将
身体里的热量搜刮得一干二净。 街面
上的人缩着脖子，吸拉着嘴，一个个都
扎进了屋子。每家都盘着一只火炉，依
在炕沿前， 有条件的入冬购置一车煤
块，我家穷生疼，哪有钱买煤?父亲就
把砍山刀磨得锋利无比， 光影下闪烁
着耀眼的白亮， 攥着一条绳索大清早
上山砍柴禾，一趟一趟，燕子衔泥似的
背回院里，垛成五寸长的条子，用豆秸
秆点着炉子，再架柴禾。炉火一开始汹
涌，等燃烧一会儿就安静下来。猫冬的
季节，串门的人就多了起来。

大叔二爷掀开门上的破被，鱼贯
走了进来，一股子凉气将炉火带来的
温度摇晃了几下。

炉子坐着的铁壶滋滋啦啦滚开
着沸水， 铁壶周围泊着几块红薯片、
一捧落花生和几条咸鱼，一个铝饭盒
里躺着两页切成薄片的黄白面馒头，
谷物的香气一波一波窜入鼻孔。

父亲端着铁壶，给长辈倒杯热水，
围着炉子一边烤火， 一边谈论种子化
肥土地的话题。 我和几个伙伴吃着炉
火烘烤的食物， 缠着杨三叔讲聊斋志
异、三国演义，还有那七剑下天山的故
事等。不知道杨三叔何处收集的故事，
听得我们入迷了，他若哪天不来，大伙
儿心里空荡荡的，少了乐趣。

母亲需要不断地为炉子续柴禾，
一旦炉火断灭， 房间就像冰窟窿，寒
意逼人。 小时候村里经常停电，夜也
漫长。 逢到临近过年，母亲常撑着一
盏煤油灯，在四方形的大簸箕内搓苞
米，炉火在白昼的喧嚣之后，温吞吞
地发出晚霞般的光芒。婶子姑姑们相

继加入进来，搓着苞米，唠着家长里
短，老母猪下了几个崽，买什么年货、
给大人孩子选什么料子做衣裤、年糕
用黄米还是粘大米蒸……女人的话
题很丰富，很烟火，总是与居家过日
子、针头线脑息息相关。

我眨巴着眼睛， 在这边听听，又
去那边看看。炉火也会调节围炉夜话
的气氛， 不时地发出哔哔啵啵的声
音，仿佛天籁的回响，让人心生安宁，
倍感温馨。炉火映照着一张张兴奋激
扬的面孔，壶里的水喝完了，又续，杨
三叔的故事竹筒倒豆样的， 讲不完。
说到情节紧张处，呱嗒，用烟斗敲击
一下炉子，且听下回分解。 窗外北风
呼啸，室内温暖如春。 多少雪夜来来
去去，年复一年。 我枕着杨三叔的故
事，依偎着安宁的炉火进入梦境。

随着年的临近， 炉火越发旺盛。
忙年的时候， 街坊四邻不怎么登门
了，各自忙活，置办各种年货。再怎么
落魄，年也不可以含糊，这是父亲的
人生哲学。 一家人围着炉火，商量着
买几千响的烟花爆竹，大红灯笼高高
挂，这既是民间习俗，更是一个庄户
人家的脸面。 父亲自己扎灯笼，就地
取材，连灯笼下面的金黄穗子，皆是
出自父亲的手，唯一掏钱的便是那几
尺红绒布。 炉火暖洋洋地包裹着我
们， 空气中弥漫着甜兮兮的年味，日
子盛满了深深的期待和憧憬。

围炉写字、读书的岁月一晃而过，
现在老宅子翻修，装了暖气，没有了炉
火萦绕，心中有说不出的失落。夜阑人
静，十分怀念曾经的围炉时光。

纵然是炉火盘绕，又与谁围炉话
凄凉? 白翁的吟唱何尝不是我的心
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
欲雪，能饮一杯无？

寻找“长津湖”里的父亲
■ 张晓庆

今年国庆假期 ,我去影院看了《长津
湖》。影片很多画面让人震撼，很多人边看
边流泪。 而我一直在影片里寻找，那些英
勇志愿军战士中， 哪一个才是父亲的身
影？父亲生前说过，他参加过很多战役，也
提到过长津湖， 他说那是一场打得很艰
难、打得也很痛快的仗。

遥想当年，无数战士倒下，他们的英
灵化成一泓碧血，染霜雪，沃青山，浩气千
秋……我一直在苦苦思考，是什么样的信
仰、精神让这些年轻生命舍身报国，视死
如归？ 从我父亲的身世也许能得出答案。

父亲 1932 年出生， 是个遗腹子，他
两三岁时，我奶奶就改嫁了，父亲由没有
生育的大爷夫妇抚养。 不久，大爷夫妇也
去世了，祖屋倒了，祖产几亩田被村里大
户霸占。 刚十来岁的父亲，从此成了流浪
的孤儿，看哪家杀猪就帮人家按猪脚，讨
一口汤喝； 看哪家有剩饭， 就讨一口饭

吃；看哪家有白喜事儿就跪着帮人家哭，
换一口长寿面吃， 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
顿。 年幼的他经常挨别人打，被富人家狗
咬，每天露宿草垛、屋檐，甚至猪窝，没有
希望，没有尊严。

解放后，17 岁的父亲分得了张家祠
堂里的一小间房， 收回了被别人霸占的
几亩田。 父亲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受到做人的尊严。 他积极报名参军，带上
了大红花， 还收到了能识文断字的姚家
姑娘送来的鞋底， 姚家姑娘后来就是我
的母亲。 父亲随军到了山东，后来又到了
东北，看到东北边境的房屋 、桥梁 、道路
被美军飞机炸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 父
亲和他的战友知道，如果美国人打来了，
刚刚获得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了。 “保家卫
国” 就是他们的信仰， 在父亲心里，“家
国”是具体的，是家门口的稻花香 ，是祠
堂里的小房子和房子里的桌椅， 还有送
他鞋底的姚家姑娘……

我曾经问父亲：“难道当时你们都不

怕死吗？ ”他说：“牺牲一个，光荣全家。虽
然你母亲还没过门， 但在我心里已经把
她当家里人了。 我战死了，她都光荣！ ”

1953 年父亲复员回乡， 与我母亲完
婚。 他当过乡团书记，区党委委员，信用
社主任。 在我出生的前两年，父亲回乡务
农。 为了养活一大堆儿女，父亲养过猪，
办过毛笔厂、刷子厂 ，开过农具店 、文房
四宝店，还拼命地买书给我们。 父亲永远
乐观，总不言败。

我 7 岁那年的一个冬日，一个住在青
草区沙铺村的亲戚去世了。我们家离沙铺
村约 30 里路，步行要 3 个多小时，父亲带
着我凌晨两点就开始赶路。鹅毛大雪已经
下了好几天，根本看不清路，我紧紧地跟
在父亲身后。走到 10 里地时，前路又被一
条河拦住了，河面上覆盖着冰雪，看不清
小木桥的位置。 这时，父亲把两只鞋用鞋
带系一起，挂在脖子上，然后背上我，准备
淌水过河。由于冰不厚，父亲刚一下水，冰
就破了，水瞬间淹过父亲的大腿。 我问父

亲冷不冷。 他说：“比起朝鲜战场，暖和多
了。”刚刚过了河，父亲把手电筒向岸上小
树林一照， 四只碧绿的眼睛看着我们，我
吓得魂都掉了。 父亲却又笑，说：“是山里
的狼下山找食物，别怕，跟紧了，看我的。”
他随手捡起一根柴棍和一块石头，用石头
向狼砸去，举起棍子怒吼着朝狼奔去。 那
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朝鲜战场上奋勇杀敌
的父亲。两只狼逃得无影无踪。剩下的路，
父亲在雪地里光着脚，背着我走了两个小
时，一直走到沙铺村……

后来， 我们兄弟姐妹都走出了家乡，
父亲晚年很寂寞，直到 2005 年因病去世。
父亲住院期间的花费，按普通的合作医疗
报销，只有 20%左右。 母亲想去民政部门
争取大病再补偿，父亲却不肯，说：“我们
孩子都有出息，何必找国家麻烦？ ”

父亲坚强的性格是战争留给他的财
富。 父亲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潜移默化地
将这种基因传承给了我，让我在面对人生
种种困难时，都能从容面对。

倔强地生长
■ 赵树辉

贫瘠的土地不供养娇贵的花草，只长
树。 一棵在这里生长了七百多年的树。

这是个小山村。 入村的路口小，稍不
留神就会错过。 进村的道路也窄，车子能
触碰到田地边摇曳的野草。村子的规模不
大，三百来口人，一眼就能看到村子的全
貌。 前有丘陵，后有深谷，土地并不肥沃，
交通也不便捷。 兴许，他们先祖本为躲避
战乱而择居于此，傍山依水，隔绝于世。尽
管生活清贫，倒也落得个安宁。

这些年， 村里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年轻人走出去， 到了很远的城市里打拼，
留守的老人们也紧跟时代的步伐，村子的
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

的人走进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当然，也
有一些人走进来，只是因为这棵老槐树。

这里原本是已故李姓老人四兄弟的
老宅，老槐树就在宅子的围墙外。 老宅是
什么时候建造的， 村里的老人们也说不
清，只知道它毁于一场大火。老宅殷实，竟
因为过道里一张苇席被点燃而毁于一旦，
着实可惜。 熊熊大火最终被扑灭，但着火
的原因始终没有找到。 后来，四兄弟中有
三个搬离了老槐树，只留下其中一人紧临
着老宅修建房屋，至今还有人居住。

宅子建在大树旁， 的确不是明智之
举。 粗大的根系不断生长，对房子根基的
损害很大，搬家是迟早的事。 虽说大火中
毁尽家财，却保全了性命，得失之间，还是
值得庆幸的。

十多年前，县里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来
过这里，看到这棵老槐树激动不已，说是
个宝贝，一定要保护起来，并给它取了个
响亮的名字———九龙槐！ 接着，越来越多
的人来到这里，小山村竟因为这棵老槐树
火了起来。

并非只因那个专家有文化， 若你来
了，定也会叫它“九龙槐”，因为再没有别
的更适合它的名字了。 那粗壮的、黑褐色
的、裸露在土地外面的根系，像是蛟龙腾
飞时登地而起的巨爪，集聚了全身的力气
直击长空， 四根粗大的枝干则像四个龙
头，昂扬着，扭动着，仿佛它们随时都会离
开这里。 裸露的根系直直向下，避开姜石，
植入黏土，在坍塌了的土坎外侧构筑了一
个坚实的根基。 这个根基支撑着老槐树历

经数百年风雨而不倒，这个根基不断从土
地中汲取营养保障老槐树枝繁叶茂不显
苍老。 那昂扬的枝干从没有因脚下的土地
贫瘠而低头，而一直朝着它想去的方向伸
展。 这片土地实在是太贫瘠了，与裸露根
系相伴的是一层密密麻麻的料姜石。 雨水
的冲刷使老槐树的根部水土流失很严重，
县林业部门采取急救性措施，围绕老槐树
外部的根系，修筑了三道环形矮墙，用以
保护周边的土壤。 这个措施还是很有效
的，至少，老槐树不至于因外围的水土过
度流失而倾倒。

我绕着老槐树转了很久。只为它身上
体现出来的精神，那种倔强的、积极向上
的、 一往无前的龙马精神———根植贫瘠，
耐得住寂寞，永不服输，向着蓝天向着白
云义无反顾地生长！

它叫“九龙槐”，已经在这片贫瘠的土
地上生长了七百多年。它会一直在这里生
长下去，从贫瘠的土地里汲取营养，去努
力触碰天上最美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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