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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腊八刚过，父亲打来电
话告诉我今年他们不来我这里过
年了，要我回家过年，我想拒绝，又
怕年迈的父母悲伤、失望；不拒绝
吧，可一想到回家的“之”形盘山羊
肠路就心里发怵、害怕。于是我委
婉地和父亲说了不想回去的理由，
但知子莫若父，他老人家就不给我
说话的机会，直接对我说：“我知
道你不想回家，不就是路难走
么。实话告诉你，从沟底到咱家
门前的路修好了，不仅路面宽还水
泥硬化了，路美着呢！”……

我的故乡在一个大大的山沟
里，往年回家要先坐火车到省城，
再坐公交车到县城，然后从县城
坐车到我们镇上，家里人骑摩托
车到镇子上接我，最后就是几个
人分别背着一大堆年货负重攀爬
那高高的大山。那宽不过一尺的
羊肠小道，一个人不带东西走都
很累，何况扛着几十斤重的年货
呢。还没走两步就心跳加快，热
汗直冒。上学时走这样的路是无

奈之举，现在参加工作了，出门都
开车，最差也是坐公交或打车，回
家走两步山路就两腿发软膝盖发
酸脊背疼，尤其是陡坡路更是心
慌腿颤，两只脚像灌了铅似的。

在我们那里由于住户分散，
谁家过事来了客人晚上没法睡
觉，就请人唱花鼓戏，一夜唱到
明，人们看戏就不瞌睡了，后来有
了电影放映队，谁家过事就请电
影放映队一夜到明放电影，人们
看得高兴之余也就忘记了瞌睡。
记得有个邻居给娃结婚，就请人
帮忙把电影放映机从沟底的大路
边背上我们住的高山顶，那时我
们那还没通电，放电影还要用柴
油机发电，山势陡峭路难走，歇脚
时那个背柴油机的人放下机子时
脚一滑，柴油机就从山坡上滚下
去了，把油箱磕了一个窟窿，一箱
油全部流完了，这家人电影没有
放成，还给人家赔了一台柴油机。

前几年村里计划要修水泥
路，乡亲们一听说要修路了，大伙

心里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但当
时因修路资金不足，修的路简直
是一个半吊子路，小车过不去，架
子车走着宽，大家面对这路很是
无奈。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
作，每次回家提前和家里人说好
时间，他们骑摩托车到镇子帮我
拿东西，后来我自己开车回去过
年，把车放到路边一个熟人家院
子里，过年后返城，发现车子被人
划伤了好几处，打那以后我就一
直没有回家过年。

今天打电话的时候父亲告诉
我，今年春季包扶我们村的县水
务局为引领大伙走发展产业致富
的路子，就与县交通局联系，积极
争取投资 100多万元，不仅加宽
了原有路面，还用水泥硬化了路
面。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
见我开着大奔带着媳妇孩子，在
宽阔平坦的回家路上奔驰，媳妇
和孩子一起唱着：“马儿唉，你慢
点跑唉，让我把这迷人风景看个
够唉……”

回 家 的 路 □刘春荣

去年 8月，我来到
我的帮扶点草庙村，心
情很复杂。我将在一
年内与村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我想到了艰
苦，但更多的是欣慰，
这正是我近年来想要
过的一种生活。这一
年，我对火热的农村生
活有了一个切身的了
解，对农村的发展有了
一个正确的认识，看一
看深度贫困村的状况，
感受贫困村脱贫攻坚
的热烈场面。

人生需要历练，历
练就是财富。人生的
轨迹也需要不断修正
我遇到的人生好机遇，
省委组织部、省总工会
派我到草庙村来扶贫，
是对我莫大的信任。

接到任务后，我的
心里深深积蓄着一种力量，要
到草庙村迸发出来，来弥补农
村的这一人生课堂。在农村学
习，在农民中汲取力量，感受做
人的正能量，这会对我今后的
工作学习有极好的帮助。工作
中，对事物的认识会更全面、更
入微、更体贴，工作方式会更加
符合群众的愿望，更符合事物
发展的规律，更符合群众的心
理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要
做什么、怎样做，怎样更能切合
实际，少走弯路，这些都是我在
农村工作学习中要体会的。

我走访了全村的老党员，
有老队长、老支书、老干部，他
们有无穷无尽的工作力量、化
解矛盾的工作方法以及处理问
题的基本原则。老党员齐远智
对我说：“全听党的话，干啥都
不怕，心正胆子大。”他讲述了
在 1975 年，因为群众吃饭问
题，他和区领导发生了矛盾，当
区上领导让他做检查的时候，
县领导表扬了他的敢于担当，
他说这三句话就是他的力量源
泉。几个月下来，我在和各位
的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他
们的工作智慧，人民群众才是
真正的精神支柱。

来到草庙村已经快半年
了，我感受到草庙村的亲切、草
庙村的淳朴、草庙村的天然、草
庙村的自然，一切是那么有序，

一切是那么淡然。这
是一群勤劳的人，也是
勇敢面对现状的人。
同时，我也感觉到了贫
困、贫穷，尽管村民有
改变贫穷的强烈愿望，
但没有改变贫穷的自
然条件。缺少的是激
情，原因是穷怕了，许
多时候劳动的辛勤转
化不了成果，自己认为
没有渠道。什么样的
渠道？我感到缺少的
是思想的渠道。怎样
改变现状？经过思考，
我认为先要统一思想，
逐步找出切实可行的
统一思想的方法与途
径，不能着急，不能按
照自己的思路来打破
几百年来形成的思想
模式，需要时间，但这
个时间不能太长，我们

一起讨论、思考。
这里有人才的贫穷、有产

业的贫穷、有交通的贫穷、有
知识的贫穷，更有资金的贫
穷，相互掣肘，要解决好不是
容易的事情。那么，用什么作
为抓手来解决问题呢？那就
是一个字——“干”。因为种种
问题的解决，只有在干的过程
中凸显出来，遇到什么矛盾，我
们就解决什么矛盾，这样问题
就会表象化，这样就有了解决
问题的抓手，这样解决的矛盾
是扎实的、有效的、彻底的。
实践中发现的落后并不可怕，
我们会在实践中产生解决问
题的激情。草庙村的落后原
因找到了，那么解决草庙村贫
穷的路就不会很长，也就会少
走弯路。

在这次脱贫攻坚的大潮
中，我们草庙村要紧跟时代步
伐。作为帮扶第一书记，我有
决心把草庙村的扶贫工作做好
做实。

(作者为陕西省工人疗养院
院长、汉滨区草庙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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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走龙蛇■

一 曲 奋 斗 的 赞 歌 □□兰增干兰增干

大寒却暖雪情天 □陈嘉瑞

你是我初遇的恋人，
纯洁无瑕，
满足了我对冬日的所有所有期望。

你是我稍纵即逝的恋恋人，
日出三竿，
就瓦解了我们的相遇遇。。

你是我永远的念想，
你喜欢铺天的银装，
我喜欢你滋润大地的模样大地的模样。。

■小小说■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
气了。到了大寒，北国地区天寒地冻、冰
天雪地，呈现出一派严寒景象。过了大
寒，又会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

大寒的三候是：“一候鸡始乳；二候
征鸟厉疾；三候水泽腹坚。”是说到了大
寒，便可以孵小鸡了；而鹰隼之类的征
鸟，由于气候寒冷又缺少食物，在这一
时节捕食能力达到极强；另外，大寒到
了以后，湖泊中的冰一直会冻到水中
央，且最结实、最厚，孩子们可以尽情
地在冰上玩耍。“大寒”三候的花信风则
分别为：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
矾（七里香）。

从理论上讲，大寒是应该更冷了。从
秋分以后，太阳的直射点跨过赤道，继续
向南移动，其距离北半球越来越远。北半
球白天接受的太阳辐射热越来越少，由于
夜长，夜晚散射出去的热量也越来越多，
地球表面的热量越来越“入不敷支”，气候
也就变得越来越冷。但过了冬至，白天开
始逐渐延长，夜晚开始缩短，地面对太阳

辐射热的吸收应该日渐增加，天气应该逐
渐变暖。但经过计算，白昼每天只能增加
1分 20秒，即使到了大寒后期，白昼也只
能延长50多分钟，仍然是昼短夜长，所以，
北半球的地表总热量仍然“入不敷支”，天
气也就越来越寒冷。另外也可以设想，从
立冬开始，一路小雪、大雪、冬至、小寒，气
温一路下降，到了大寒，降温“探底”的运
动并没有结束，天气也就更为寒冷了。

每年的大寒在元月的 20日或 21日，
从农历上看，大寒节气处在腊月春节等一
系列节庆时段中。“小寒大寒，杀猪过
年”。到了大寒，人们便忙着除旧布新、腌
制年肴、准备年货了。伴随着大寒，节气
中充满了喜悦与欢乐的气氛。有的年份
春节就处在这一节气中。冷到尽头了，

“物极必反”，天也开始要慢慢温暖，春天
也就要来了。就在这隆冬将去、新春将来
的当口，就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春节。这一
节日也反映了人们渴盼春天、喜迎春天的
热切心情。

这一时节，广袤的田野农作物收获完

毕，大地封冻，农事处于冬闲时节。由于
降水减少，北方地区大都要进行小麦、油
菜的冬灌。早些年的时候，北方农村还要
积肥堆肥，为开春做准备。另外冬季给小
麦送粪是北方的一项重要工作。民间有
谚语说：“冬上金，腊上银，二三月上粪是
胡抡。”是说小麦冬季施肥很关键。如果
在大雪到来之前，小麦能普遍施上一次浮
粪，大雪一到，小麦捂在肥沃的粪下，上面
再盖上一层厚厚的雪，来年的小麦无疑就
是大丰收了。所以，冬季送粪是当年农村
的一大景观。那些年月，各生产队都有一
辆或几辆大车，一天三晌地送粪，更多的
是架子车，一人一辆，男人妇女齐上阵。
如果地冻上了，更是送粪的好时机。紧张
的时候社员们一天“五晌”地干，即早、中、
晚三晌以外，晚上还有一晌，凌晨还有一
晌。可那些年的“大呼隆”，产量并不高，
人们还是处在饥饿在线。后来改革开放
了，土地都各家自己耕种了，这才解决了
温饱问题。

陆游的《大寒》说：“大寒雪未消，闭户

不能出。”曾巩的《元沙院》说：“际海烟云
常惨淡，大寒松竹更萧骚。”都是描绘大寒
时节的景色和感受。白居易的一首有关
大寒的《村居苦寒》说：“乃知大寒岁，农者
犹苦辛。”他写的是大寒时节饥民们的苦
寒和可怜。那一年的大寒时节，“五日雪
纷纷”，以致“竹柏皆冻死”。饱暖之人犹
且感到寒冷难耐，更何况那些无衣少食之
民呢？怜恤与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从节气上说，大寒比小寒应该更冷。
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从实际感受来说，
小寒常常比大寒冷。在陕西地区，气温资
料表明，大寒时节的气温反而比小寒时期
偏高。宋人陈着有诗说：“微湿易干沙软
路，大寒却暖雪情天……笑问松边人立
石，汝知今日是何年？”是说大寒期间下大
雪，气温反而有些暖了。这是因为毕竟寒
尽时光，回暖成了必然，再加上天气将雨
变成雪，消耗了大量的冷气，太阳一出，真
有些雪暖融融的感觉了。

新春，就在这暖意徐徐之中，向我们
走来。

天气有些阴沉，夹杂着轰隆隆的
声音，怕是要下雨了，连着闷了多日，
也该酣畅淋漓一回了。姜老太正忙活
着把摊在院子里的粮食收好放进窑
中，免得被雨水糟蹋了一年的辛劳。

姜老汉也恰从大门外进来，唤回
了自家酷爱在外游荡的老公鸡，卸下
了背上背着的麻袋，那麻袋看着可不
轻，当麻袋从姜老汉佝偻的身躯上卸
下来时，姜老汉长吁一口气，说：“今年
的杏儿又被冷子打了，那么多的树，也
就这些还能拿着换些钱，但也有疤，卖
不了什么好价钱。”说着倚到了磨盘边
儿上，点上了旱烟抽了起来。

说话间，姜老太已经把粮食打包
好放回了窑洞里，又立马不停歇地开
始生火做饭。姜老汉则是抽完手中的
旱烟脱了鞋上了炕，不一会就开始打鼾，进山里劳动一趟
也累了。

姜老太做好了饭，喊姜老汉起来吃饭，被扰了梦的姜
老汉正准备发火，一听是让吃饭便憋住气起身走向灶台。
一见灶台上的红薯，姜老汉就开始头大来气，喊道：“天天
顿顿就是吃红薯喝米汤，没有肉没有油就算了，连个菜叶
子都见不到，这红薯是吃的够够的了！”姜老太看老伴儿这
样子，说：“随便啥能吃上就对了，还吃什么肉要什么油，那
不都是要钱啊，这红薯是咱自己种下的，多得卖不了，放着
不吃就可惜了。”

“女子上回回来，给咱拿了面包还是蛋糕？你把那拿
出来，我吃点儿。”姜老汉说。

“没有，就吃红薯！那是好东西，你懂什么，给你吃糟
蹋了，留着等哪一日明带着娃娃们回来了给娃娃们吃。”姜
老汉的儿子小名叫“明”，在省城工作。

眼见姜老太不打算把女儿买的吃食给自己吃，姜老汉
便黑着脸，端了一碗米汤，拿了一个大红薯，蹲坐在门边，
开始“享用”这顿晚餐。

吃罢饭，因为开灯怕费电，老两口像往常一样，早早就
睡了。

隔天，鸡才叫了头遍，老两口就起床了，一开门便嗅到
了泥土的清香，看样子昨夜是下雨了。姜老太把前一日吃
剩的红薯和米汤热了一下，就算是上午饭，跟老伴吃过，便
催着老伴进城去卖杏儿和黑豆。

午后，姜老太坐在板凳上捧着一碗水喝，突然听到一
声“妈”，这像是儿子的声音，姜老太忙放下碗走向门口，是
明带着孙子们回来了，姜老太看着儿子，眯着眼笑。

一进窑，姜老太就把之前女儿拿来的好吃食拿出来
给儿子孙子，又抱出一个西瓜切开来，让儿孙们吃。

“妈，那我们就走了，是口渴了，进来喝口水的，你看你
缸里都没水了，还好你给我们切了西瓜，这下吃过了，
我们就走了。”

姜老太一下子愣了神，问：“走？去哪里？”
“娃娃外爷明天过寿，我们都在那儿，今天我是领

着娃娃们出来逛一会，也该回去了，娃娃妈妈该催
了。”明说。

“那你们啥时回来的？啥时候再走啊？”姜老太问明。
“回来好几天了，明天过完寿，我们就回省城了。”明说。
听罢儿子的回答，姜老太一语不发转身进了隔壁窑

洞，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拿出来一个烂布缝的包包，打开来
是两千块钱。姜老太拿着钱出来递给儿子，说：“给娃娃们
买点好吃的。”明接过钱笑着说：“那我替娃们谢谢妈了啊，
还是妈心疼娃，那妈，没事我就走了啊。”

“嗯，走吧，我跟你爸都好着，不要操心。”
送走儿子后，姜老太一人坐在窑里发呆，不知在想些

什么，也不知过了多久，老伴儿回来了，喊了她五六声才回
过神来。

姜老汉拿出一百块钱递过去，说：“杏儿没卖完，就卖
了一点点，都嫌有疤了，怕是坏的，就那几斤黑豆卖完了，
总共就卖了这些，你收好，等明回来了给他，他在省城生
活，处处要用钱。”

“明今天带着娃回来过了，吃了口西瓜就走了，说是回
来几天了，一直在老丈人家里，明天老丈人过完寿就走
了。”姜老太闷闷地说。

“啥？不在咱这住几天？我还没见我两个大孙子呢，
这怂娃……也罢，娃娃忙，咱不添乱，唉……”

“灶台上有两块西瓜，娃娃们吃剩下的，你去吃了，然
后给咱担水去，没水做饭了。”

姜老汉拿了西瓜快速吃起来，两块下肚觉得还没过
瘾，已经没有了，村子里倒是有卖瓜的，那也要钱买啊，还
是担水烧来喝吧。姜老汉用扁
担担着两个水桶出了门，姜老太
坐在炕上，又出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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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尚读高
中时，第一次读了路遥的《平凡的
世界》，从那个时期开始，孙少平、
孙少安、田晓霞、田润叶这些人物
形象便存于我的记忆里。在那个
物质较为匮乏的时代，这些人物
曾经是我心目中的能人。他们敢
闯敢干，敢与命运斗争的精神也
影响着我的人生轨迹。

1月18日晚，我在人民剧院
观看了由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重
磅打造的话剧版《平凡的世界》
后，再次被这部作品震撼了。试
想一下，百万字的著作要浓缩为
3 个小时的话剧，这对编剧和创
作团队以及演员的表演是一种
考验，改编难度也着实不小。尤
其是场次之间如何过渡，如何取

舍故事情节，如何在有限的舞台
表现无限的活动空间等等，都需
要大胆地创新。

演出当晚，我满怀期待早早
就检票入场。只见舞台中央一
个硕大的磨盘状的舞台上，一个
巨大的碌碡矗立其上，又有山路
崎岖和台阶的造型，在其下方则
是窑洞的造型。这种带有浓厚
陕北地域文化特征的舞台设计，
一下子就让人进入到《平凡的世
界》里那些沟沟坎坎，从而感受
到岁月的磨砺，沧海桑田，人生
轮回……

大磨盘、大碌碡，本就是一
种大写意。在《平凡的世界》里，
主人公何尝不是在推动着沉重的
碌碡艰难前行？命运一次次像这

碌碡一样无情地碾压
他们，可他们哪一次
屈服过？他们一次次
抗争，一次次顽强地
站起来……

随着开场钟声的
倒数，剧场骤然黑暗
下来。苍凉的陕北民
歌撕裂般地响彻剧场

上空，舞台中央，巨大的磨盘和
碌碡开始旋转起来。在烟霭和
灯光的笼罩下，近百名演员头戴
羊肚肚手巾出现在舞台上，每个
人都如雕塑般定格成某一个劳
动者的姿态……这种气势磅礴
的开场一下子攫住了我。记忆
里的人物和劳动场景就这样复
原了，这种独有的舞台造型，以
旋转的舞台代替电影镜头的切
换，转承自然，不拖泥带水。一
个带有浓郁时代特征的故事便
这样开篇了。

值得一提的是，舞台中的大
碌碡居然可以开合关闭，它一会
是一个完整的碌碡，一会又是少
安的婚房、一会是润叶的婚房、
一会又变成表彰先进的主席台，
一会又成了黄原饭店……这种
匠心独具的舞台设计，从空间上
丰富了演员的表演背景，又为观
众的艺术体验增添了无穷的想
象空间。相比于以往话剧布景
和道具的单一陈设，陕西人艺版

《平凡的世界》舞台及其道具乃
至灯光的大胆创新，都使得该剧
的表现形式从一维的空间变化

为多维的空间，且呈现出多层
次、大布景、大阵容的观赏效果。

其实之前也看过很多包括
话剧在内的舞台剧，在我的印象
里，话剧无非就是对话的艺术，
演员只需背诵台词就可以。然
而看了话剧《平凡的世界》后，完
全颠覆了我对传统话剧的认
知。这部话剧不仅有精彩的对
白和画外音、背景音乐，还有一
些真实细腻甚至夸张的肢体语
言，这都是以往话剧里所不能看
到的。像一开场少安和润叶在
河边谈心，两人赤脚在冰冷的舞
台上演绎一场“水戏”，少安在“水
中”奔跑，撩水、擦拭，甚至看到润
叶给他的纸条后那种肆无忌惮地
跳跃，淋漓尽致地将两人那种质
朴的爱情演绎得活灵活现。

小说《平凡的世界》既是一
部时代史诗，又因动人的爱情而
富有诗意。话剧则以四对年轻
人的爱情为线，将原著中最具戏
剧性的场面提炼出来，表现出剧
中人对时代变革的彷徨、对理想
坚定的追求、对爱情的执著、对
生活的笃诚……舞美设计上巨

型的碌碡和接近雕塑质感的服
装，则使这种表达得以强化。小
说中人物的服饰、观念可能会过
时，但在时代巨轮的碾压下主人
公依然坚守理想，并不断奋斗
的精神，依然能够与今天的年
轻观众对话。这些闪光的东西是

《平凡的世界》 最宝贵的地方，
也是它从小说到电视剧再到话
剧，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能够引起
共鸣的原因。

短短近三个小时的表演，以
田晓霞的离去而结尾，虽然有些
意犹未尽，但剧中的人物还是留
在了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
去。他们怀揣梦想，被生活这个
大碌碡一次次无情地碾压，但他
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就是
最朴素的劳动者，他们坚信劳动
可以创造一切！他们就是一群
努力奔跑的人，敢于面对现实，
坚信以劳动改变命运，改变他们
眼里的世界。

这，是一首磅礴的史诗，更
是一曲奋斗的赞歌！

——观话剧《平凡的世界》有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