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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舒城

■ 陈胜

大别山脚下的舒城县，是生我养我
的家乡，是一座红色文化与绿色旋律交
相辉映的城市。

这里的红色故事，屡屡让我的心灵
受到感染、震撼。

有个农民叫张先鹏，他与曾祖父张
孔彩、祖父张传友、父亲张道荣，一个家
族四代人，为烈士接力守墓七十余载。

时间倒回到烽烟四起的解放战争
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解放军战
士王相会受伤后 ， 留在开明绅士张孔
彩家里 ， 得到了张孔彩全家的细心照
料。 但不久 ，由于叛徒出卖 ，王相会被
抓捕，国民党将其残忍杀害 ，王相会牺
牲时年仅 21 岁。 张孔彩一家偷偷将烈

士被肢解的遗体安葬在自家门前山坡
上 。 从此 ，每逢春节 、清明和烈士的祭
日 ，张孔彩全家都会去祭奠 。 就这样 ，
年年守墓， 代代相传， 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

舒城有一对“父子红色宣讲员”。 父
亲老佘参过军 ，当过村支书 ，退休后在
新四军纪念馆当讲解员。 新四军四支队
旧址是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年
高敬亭将军带领新四军在此抗击日寇，
留下惊险曲折的热血报国故事 。 前几
年 ，老佘患癌 ，把在外创业的儿子小佘
叫回来，要求他继承自己的事业。 “小佘
会干吗？ ”我们很疑惑。 小佘说：“挣钱是
为个人 ，红色宣传是为国为民 ，为了下
一代，孰轻孰重，我拎得清。 ”他毫不犹
豫接下了这项光荣任务。

“父子红色宣讲员”常挂在嘴边的，
是新四军战士与人民群众 “有盐同咸 、
无盐同淡 ” 的故事 。 那是在抗日战争
时期 ， 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层层封
锁 ， 新四军战士被困在山里 。 急坏了
在外面的老百姓 ， 他们想战士之所
想 ，急战士之所急 ，冒着生命危险 ，千
方百计把战士急需的粮食和食盐送进
山里 。 特别是一名新四军阿嫂 ， 把食
盐浸渍在棉衣里 ， 扮成破衣烂衫的乞
丐 ， 向山上摸去 ， 终于找到了一条隐
蔽的进山路线 ， 后来这条隐蔽线被称
为“新四军阿嫂线”。

几年前修建这个新四军纪念馆，也
很不容易。 旧址已有近百年光景了，当
年的用品和设备大多被遗弃或毁坏，但
当地老百姓热情高涨，自发成立修复小

组协助政府。 征集相关文物时，老百姓
宁愿拆毁自家房屋，也要把与纪念馆有
关的青砖、灰瓦、甚至梁柱扒出来捐献。
就这样，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追觅搜
罗下 ，纪念馆圆满落成 ，成了全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情怀弥漫的舒城，近年来加快
绿色发展步伐，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城市。 万佛湖百里画廊、波光粼
粼 ，成为人们畅游的好去处 ；万佛山仙
雾缈缈 、怪石嶙峋 ，引得寻幽览胜者纷
至沓来。 青山如黛，绿意葱郁，全县森林
覆盖率占国土面积近一半。 人们叹曰：
来这里，有醉氧的感觉。

红色代表着创造、勇敢、胜利、自力
更生 、艰苦奋斗 ,赋予这块土地厚重的
价值、 不灭的追求， 绿色代表清新、和
谐 、希望 、身心融洽 、万物竞发 ，回荡着
新时代迷人的发展旋律。 舒城，沐浴着
新的发展光焰， 在不断生长的新楼、新
路 、新区 、新生活 、新梦想中 ，一天天染
成一座彩色的城，展现连通未来的奇彩
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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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布谷
■ 杨松

乡村四月，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土地
苏醒了。 黎明的曙光冲破夜的帷幔，在
天边透出一抹微光。 一只黑色的鸟张开
羽翼， 从半空滑过， 留下一串啼鸣，布
谷、布谷……

她天不亮就起来了，站在院子里看
东边的一抹铁锈红。 灶火燃起来，锅里
的米粥翻滚着洁白的热浪。 早饭后，她
把铁锹 、塑料桶 、竹竿 、棚膜 、钉齿耙 、
“盐丰 47 号”都装上车，关了院门，开车
去下田———春耕开始了。

地头上 ， 强劲的春风吹得衣裳山
响，裹出她健美的身形。 她用力紧了紧
头上的红方巾子。 这百十亩地她耕种了
几年，熟络。 蹲下来，伸手摸摸地皮，拽
过来一把铁锹 ，脚用力踩上去 ，肥沃的
黑土翻转出来。

她得赶紧准备扣棚了，100 亩地，足
足需要 17 床陆地小棚育苗。 她蹲在那
合计着时间，心想，只要一个月，苗就育
好了，田里一上大水，就可以插秧了。

“快起来插秧了。 ”早些年，每年插
秧的时候， 母亲必要早早喊她起来的。
现在不需要母亲催了，她自己知道这日
子该咋过。

细长的竹竿被她弯成一个半圆，两
头用力插进土里。 她想起幼时娘教自己
搭架子的情形。 娘的手劲足，一用力，一
根竹竿就弯过来。 娘说，搭架子、育苗是
一年的大事，含糊不得。 娘种了一辈子
地，日子紧巴巴的 ，没富裕过 。 娘低着
头，头发被风吹得凌乱 ，连脸上深深的
褶子里都呛满了尘土。 她说，咱歇歇，擦
擦脸吧。 娘看了她一眼，笑了，说，俺闺
女心疼娘呢。

她今年继续种“盐丰 47”，继续在这
100 亩地里养螃蟹。盘锦河蟹名声在外，
养好了，是不愁卖的。 她在地里养蟹，儿
子在网上卖蟹。 她的蟹个大黄肥，不少

外地人甚至开车到地头上来买。 她索性
就在地头拢上火， 给他们煮一锅尝尝，
没一个不满意的。 几年辛苦下来，给儿
子结婚用的房子买了， 院墙也砌上了，
不锈钢的粮仓占了大半个院子，日子风
光起来，她揪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当家的来了。 今天育苗扣棚，他也
不敢疏忽。 她雇来干活的村里二十几个
妇女也都到了 。 挖沟 、坐床 ，翻土下籽
前，拨芽机盖土。 钉齿耙子把地细细耧
平了 ，水泥管子把苗床压实压平 ，撒上
一层肥土，铺苗盘，育苗。 一天工夫，苗
床、苗盘搭铺好了，籽下完了。 上水沟里
的水汩汩流淌过来，育苗水来了。

“水田王”突突地响着，机器犁铧在
地上打着旋 ，田地瞬间松软了 ，苦麻菜
被翻进土里 ， 哗啦啦的犁地声扣响大
地。 她坐在驾驶室里控制着操纵杆，感
到周身畅快 。 青黑的犁铧泛着金属光
芒 ，啪啪的好似一头小牛 ，在田地里撒
着欢。 “水田王”锃亮的铁爪一口一口咬
着土地，黝黑的黑土平整了。

谷雨节令一过 ， 雨一场一场地来
了。 细雨中，一床床白色塑料膜扣着的
稻苗棚清冽冽地泊在黄绿色水中 。 绿
色小苗的身影从塑料膜里透出影子
来 。 清头水 、 浇苗水汩汩地流淌进苗
棚。 稻苗是农人的命根子，她掀开苗棚
一角 ，拨下一根稻苗细细查看 ，小苗粗
壮的叶齿摩擦着她的掌心 ， 一股热流
直抵她的心房。

临近小满，田地里热闹起来。 家家
地里扣着的大棚 、小棚都扯开了 ，清爽
的风吹进棚子。 农民们脸上挂着笑，穿
着雨靴，在田地里忙碌着。 插秧的节气
到了，上水线的大水来了。 一床床的稻
苗翠绿鲜嫩，绿得亮眼睛。 一盘一盘的
稻苗从苗床上启下来 ， 用车子拉到地
里 ，插秧机开进田里 ，水田里荡起清冽
冽的涟漪。

她推着插秧机沿着稻田的边际一

趟趟跋涉在水田里 ， 一撮撮稻苗摇摆
着把根扎在田里 。 她想起第一次下田
的事情。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同学
们 “支农 ”，他们一群学生 ，由老师带
着 ， 一个跟一个走在乡间六月的田埂
上。 稻苗碧绿，天空白云朵朵。 布谷鸟
展开黑色的羽翼俯冲过来 ， “布谷布
谷”的叫声回响在空旷的田野。 她们在
一块水田旁停下来 ，老师脱了鞋子 ，将
裤脚卷到膝盖上，光着脚下到田里。 猫
腰从田里拔出一根草 ， 教大家认识并
清除寄生在稻苗中的杂草 。 她从没下
过田 ，不知道光脚踩在田里是啥感觉 ，
更分不清杂草和稻苗的区别 。 可同学
们都纷纷下进地里了 ，她也不好耽搁 ，
赶紧迈开脚就下到水田里。

六月的水田是温热的。 她的脚掌从
踏进水田的那一刻，就被柔滑的稀泥裹
包着。 水面上冒着气泡，小蝌蚪摇着尾
巴过来舔她的小腿，她不由地笑了。 低
头猫腰 ，双手五指分开 ，学着老师的样
子，双手插进泥土里 ，她终于发现了稻
苗与杂草的区别。 稻苗都是一小撮根紧
密地扎在一起 ，叶柄宽阔 ，叶边缘有细
微锯齿状，叶片向上挺拔。 杂草就不同
了，叶柄比稻苗更高挑，叶边平整，长得
更壮，乱蓬蓬一丛丛地扎在水里。

16 岁初中毕业后，她就成了田地的
主人。 那会儿，生产队已开始包产到户。
她家分到几亩田，从此她日日跟着爹娘
下田。 18 岁那年，邻家张婶给她说媒，相
完亲后，当年冬月里便订婚了。 出嫁那
天，她早早起来，穿上红色的嫁衣，走到
院子里。 东边的朝阳正冲破青灰色的云
层穿越出来 ，霎时间 ，朝霞如大朵大朵
的芍药花，开在天边。

后来，他们俩一起下田。 几年后自
己盖了房，有了闺女和儿子。 她和他没
日没夜地忙碌着，院子菜园没时间细细
侍弄了，只种上满院子玉米。 院子里盖
了猪圈，养了几头猪。 他拿出大部分力

气外出打工，耕地的事情自然就落在了
她的肩上。 别人的日子都过富裕了，他
们两口子也不能比别人差了。

自从田里养了螃蟹，她需夜夜守在
地里。 夏夜的田野，黑得像一块绸布。 她
和狗子阿花站在棚子边上，棚子里一灯
如豆 ，天上星河璀璨 ，青蛙呱呱的叫声
此起彼伏。 螃蟹贴着塑料膜横着爬，她
拎起一只来仔细瞧瞧， 自言自语说，你
想往哪跑啊 ，你跑了 ，我下到田里的本
钱上哪找回来。 养螃蟹的第一年，就赚
了 8 万块。 第二年，她包租了 200 亩地，
螃蟹是赚了 ，但粮食出手早了 ，把养螃
蟹赚的钱亏进去不少。 今年，她没贪多，
包了 100 亩。

他喊她，还不过来装苗。 她赶紧打
住心思，手脚麻利地把垄上备着的一盘
盘稻苗规规整整地放到插秧机上。 插秧
机突突地响着 ，机身过去 ，六垄苗就在
田里落了脚。 “农人不插六月秧”，怎么
着也得在五月底前把秧插完了。 他是穷
苦人家出身， 镇上通高铁的地基工程、
工厂铲煤烧锅炉、 收粮拉菜他都干过，
也是耕田的一把好手，咋苦咋累他都不
怕，就怕日子过不好。 他开着三轮子突
突地奔波在人生路上，虽精瘦却满身力
气。 现如今，国家政策好，只要人不懒，
都能富起来。 日子好过了，他的腰杆子
也越来越硬实了 。 他们都是实诚的农
民，把力气用在田里，把种子下到土里，
看它出苗 、插秧 、扬花 、结穗 ，一年年耕
种，他们也从当年的小青年到了中年。

当晚霞染红天边的时候，插秧机在
第三十块地里停了下来。 两人并肩站在
地头， 秧苗在微风中轻轻抖着小叶，绿
油油的小苗在水里舒展了。 “等秧插完
了 ，地就得围上了 ，螃蟹苗也该下池子
了。 ”她喃喃地说。 田垄上树的影子倒映
过来 ，四野里安静着 ，布谷鸟的啼鸣从
半空中传来，“布谷，布谷”。 她笑了，露
出好看的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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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破壁”通未来
以融合续文脉

■ 刘振

前不久，中国作协、中国科协签
署合作协议，其中一项内容是激励更
多文学工作者拓宽认知视野，深入了
解现代科技发展，推出更多人文性与
科学性兼备的精品力作。

科技强国、 人文固本， 科技强
身、人文强心。 但长久以来，科技与
人文“各走各的道，各唱各的调”，出
现某种程度的隔阂与分裂， 而非始
终互相融通、滋养。 揆诸现实，科技
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改变
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图景 ，而
文学不可能自外于这个环境。 作协
与科协联手合作， 其意义正在于推
动文学以“破壁”求新知、通未来，以
融合求“再生”、续文脉。

科学与文学的融合 ，最直接的
表现是科普科幻创作的繁荣———
近年来一些优秀科普科幻作品相
继获奖 、影响广泛已是明证 。 但这
种 “破壁 ”与 “再生 ”，肯定不是要作
家们都转型去搞科普科幻 ，实际上
这也不可能 ；而是有一个隐秘而尖
锐的问题 ，在叩问最广大的创作群
体 ：文学如何跟上社会发展变化的
步伐？ 文学的社会观察力和想象力
如何触及和包裹科技革命带来伟
大巨变的现实？

我们常说 ，文学承担着引领社
会 、烛照人心的重任 ，对社会发展
重大问题的思考应走在大众的前
面 。 但文学工作者也不是超人 ，难
免有种种局限。 有的人视野仍然停
留在农业社会 ，知识储备 、认知能
力都落后于时代 ，笔下的旧时风景
很难引起当代人共鸣。 有的人格局
沉陷于日常生活的庸俗逼仄 ，热衷
于小情小爱 、勾心斗角 ，缺少超越
眼光与宏大气象。 有人生活在现代
都市 ， 但仅把科技作为工具化存
在 ，无力展现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意
蕴 、 给社会文化生活带来质的变
迁 。 在科技改变人类历史的大时
代 ， 如果文学成为科技的 “绝缘
体 ”， 从根本上落后于社会的巨大

变迁，谈何价值引领、精神支撑？
有人认为，文学是人学，写的是

人性。 对此，知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表
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比如今天，就
已被科技伟力深深浸透。 “困在算法
里”的人是否迷失自我？ “宅”在家里
的年轻人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公共空间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
头，怎样重塑着人的心理认知？ 变化
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固守传统经验已
经不足以把握现实，这对文学工作者
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社会种种嬗变要
有敏锐的发现、新知的开掘、得失的
辨析，将之作为新的文艺内容，充分
展开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书写。文学
不能 “躲进小楼成一统”， 而要秉持
“破壁” 与融合的思维来看待科技发
展，摆脱农业文明的眼光、观念影响，
融入这个建立在科技革命基础上的
工业时代。

当然，科学与文学相融合，并不
意味着文学只能遵从科学至上的观
念。 科学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文化生
态，文学则可以从独特视角观察科学
应用的结果，既肯定其积极进步的一
面，也无须回避矛盾冲突。 网络时代
如何保护个人隐私？生殖技术是否突
破了伦理底线？科技究竟是助力还是
破坏了生态文明？如果文学能够从故
事出发引出种种诘问与反思，无疑拓
展了叙事空间， 对接了社会关切，且
充满思想张力。 这，正是“破壁”融合
的效益所在。 今天，作协与科协联手
合作，推动更多文学工作者深入了解
现代科技发展，是“破壁”的开始。 走
出舒适的抒写领域、 观念圈层不容
易，但值得勇敢尝试，因为“文艺工作
者不能只盯着现在、回顾过去，也要
面向未来，而未来可能在今天晚上就
已经悄悄降临。 ”

当了一回“团长”

■ 汪言海

1999 年 6 月 1 日。 这天，安徽日报
社总编办通知我： 中国记协要组织一个
新闻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匈牙利，往返
途经奥地利，我们报社有一个名额，报社
领导商讨后决定由我参加。 我接到通知
后，很惊喜！

６ 月 5 日上午 9 时 ，代表团成员在
中国记者协会集中，大家分别来自中国
农民报、中国旅游报、安徽日报、山东沂
蒙日报 、云南旅游报等 ，经中国记协书
记处集体讨论，首次出国的我被推举为
团长。

身为领队，我深感责任重大。此后，
中国记协领导对代表团的出访指示，以
及特邀新华社驻东欧记者和记协欧洲
办负责人的情况介绍等，我一一作了记
录，并多方搜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有
关资料，进行详细摘录，直到深夜。代表
团的一位同志半鼓励半开玩笑地说 ：
“你年龄这么大（时年 58 周岁），职称这
么高（指我是高级记者），资格又这么老
（终身从事新闻工作），这个团长你不当
谁敢当？ 你准备得这么认真，一定会当
好的！ ”

访问的宗旨很明确：宣传自己，了解
对方，增进友谊，加强合作，立足传媒，放
眼全国。但让人有压力的是，会见中对方
会提出什么问题，是难以预计的。但在后
来的访问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保、匈这
两个国家总体上对中国比较友好。

6 月 7 日下午 3 时 ， 按照日程安
排 ， 代表团会见保加利亚副议长孙科
夫 ，他是我们会见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
孙科夫曾访问过中国 ， 目睹了中国 20
年来的巨大变化 ， 他坦言非常羡慕中
国的改革开放 ，为此 ，他还亲自组建了
一个由 73 人组成的中保友好议员团 。
对照自己国家十年换了七届政府的现
实，他叹了口气。 我对他说：“你们国家
地处巴尔干半岛 ，自然环境优越 ，资源
丰富 ，交通方便 ，人民勤劳 ，会逐渐好
起来的。 ”

6月 9 日上午，在去保加利亚瓦尔纳
市的途中，路过特尔戈维什特市。 这是一
个只有几万人口的省会城市， 曾组织 50

人访华 ，1991 年成立了保中友协 ，1995
年又组织一个商业代表团访华， 与浙江
省椒江市（现台州市椒江区）还结为了友
好城市。 这次代表团虽然只是路过，但该
市却安排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展、 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系列活动
以及记者招待会等丰富的接待内容。

6 月 10 日上午 ７ 时 ３０ 分， 瓦尔纳
市市长基尔切夫会见了我们。 瓦尔纳是
保加利亚南部沿黑海的最大旅游城市。
会见中， 基尔切夫市长的一番话让我印
象很深。 翻开我 23 年前的采访本，上面
还有着当时的记录 ：“我是邓小平迷 ”、
“我崇拜邓小平，是他使中国成为现代化
国家 ， 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的发展中国
家！ ”祖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产生巨大的
世界性影响， 这是代表团全体成员访问
保、匈两国时的最深刻体会。

我终身当记者， 主要是提问采访对
象。但这次作为团长，则常常遇到当地记
者的提问。 6 月 10 日在瓦尔纳市，当地
电视台对我进行现场直播专访。 中国的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是他们最关注的
问题， 因为我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对
此，我一一顺利回答。

整个访问过程， 代表团都按照事先
安排好的日程办，遇事都商量着办。为期
15 天的访问，多亏了团队成员的支持配
合，也幸亏有中国记协随团服务人员“英
语通”杨莉同志的处处帮助，我这个“团
长” 才算当得一路顺畅。 过程虽比较吃
力，但也很有收获，这就是：了解了很多
情况， 学习了很多东西， 思考了很多问
题。 后来， 我把很多收获都写进了一篇
5000多字的出访总结。

回来后 ，1999 年 7 月 1 日和 7 月
19 日的 《安徽日报 》，还先后发表了我
采写的 ３ 篇访问札记和拍摄的 7 幅
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