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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秋风乍起，又是一
年最美时节。近日，省、镇江市及
我市文艺界领导、专家、镇村负责
人齐聚在吕城文体中心大院内，
参加《吕城杂志》创刊一周年座谈
会，大家在分享吕城作协文艺成
果的同时就《吕城杂志》内容、版
式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建言献策。
镇江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镇江市
作协主席蔡永祥；原丹徒县县长、
原吕城镇党委书记，镇江市第三、
四、五届作家协会副主席郜志坚；
《金山》、《镇江日报》、《京江晚
报》、《丹阳日报》等本地主流媒体
应邀出席了座谈会。

吕城作为丹阳四大古镇之
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该镇在全市率先成立了文联组
织，并构建了多个文化文艺协
会。去年 7 月份，在吕城镇党
委、政府大力宏扬地方文化、努

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感召下，吕城作协经过反复酝
酿、精心策划、多方联络、多次商
量、充分准备，《吕城杂志》应运
而生。“作为乡镇作协刊物，在内
容上我们想多体现多样性、包容
性，可读性。”吕城作协主席庞云
初向记者解释当初的策划理念
和组稿想法，“一册在手，既能听
到党政干部引领百姓走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强音，
又能感受到似乎遥不可及但又
厚实温润的古镇历史文化，不同
职业、不同年龄的写作者，用不
同体裁，书写历史、书写当代、书
写心灵，表达最真实的内心，记
录最真实的故事，让读者读了，
或会心一笑，或灵魂安妥，或掩
卷遐想。”

“小戏大做。”本着“地方特
色、时代风貌、精神家园”的办刊

宗旨，40人不到的会员队伍，近
400 个日日夜夜工作之余的砥
砺前行，虽然艰难困顿，却坚持
走了下来——创刊以来，经过一
年的探索、打磨与坚守，《吕城杂
志》陆续印行了 4 期，得到了丹
阳文化文艺界及吕城各界的大
力支持与高度肯定，更“酒香不
怕巷子深”地得到了省外认同，
正如河北省作协的《散文百家》
执行主编王聚敏和北京《千高
原》执行主编苏伟所言,“从形式
来看，《吕城杂志》已经形似于一
些省市刊物，从内容上看，已经
有了较高的水平”。

座谈会现场，让记者感动
的是，与会人员中有一些耄耋老
人，如郜志坚老先生，本是含饴
弄孙的年纪却也笔耕不辍，为

“一句承诺”伏枥于案边。据悉，
其作品《走近吕城》在《吕城杂
志》刊登后，很快又被江苏省一
级期刊、镇江《金山》杂志和北京
大型文学刊物《千高原》转载，更
大范围地宣传了丹阳古镇吕
城。庞云初主席向记者表示，目
前吕城作协会员 37 人，虽不算
多，却是“一支立得住、拉得动、
行得稳，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
队伍”：老的“宝刀不老”，如经常
在《丹阳日报》“老档案”版面发
表作品的赵理章先生，常年热情

不减，奔走于文学创作一线，如
袁小定、蒋裕清等先生，其高质
高产高量的各类作品使镇江日
报、京江晚报等镇江主流媒体见
到他们也尊敬三分，还有如周锁
海先生的微型小说，黄庚发先生
的历史类文章，袁浩亮、黄锁庚
先生的散文，成绩都不错；中年
队伍“不容小觑”，如陈建国、钱
建军、吴秋华、吴海燕、符国芬、
印雨钰等，富有才情时有佳作，
曾萍的文史类作品颇具价值；年
轻队伍“初露锋芒”，如青年诗人
刘琛，创作丰富，今年曾出席江
苏省作协大型会议，其本人是镇
江市作协会员，但她自愿加入吕
城作协，体现了诗人的情怀。

“坚持就是胜利。”庞云初
在座谈会上与大家分享这一年
来的所想所感所悟，“所谓作家
协会，实际就是写作者协会，只
有不以名利为目的，内心纯净，
思想高尚，行为端正，热爱写作，
对作协有归属感的人，才合适加
入作协。”他希望，广大作者能自
觉融入到新时代的洪流中去，感
知身边人、身边事，感知日新月
异的社会变化，用文字的形式展
示飞速发展的社会新貌，创作出
或记录下更感人更真实的人生
故事和社会故事。

（符国芬 张吴 文/摄）

本报讯 近日，云阳街
道文体中心举办的“科学健
身讲座进社区”、“灯谜知识
讲座进社区”活动在市民广
场和云阳桥社区分别开讲。
原省丹中高级教师、现市老
年体协秘书长朱志宝和云阳
谜社副社长何福川先生分别
担任主讲。

两场讲座通俗易懂、生
动有趣，传播了健身知识，
普及了灯谜文化，受到社区
居民的欢迎。

（张荣良 云莹 文/摄）

云阳街道“讲座
进社区”活动受
好评

图为灯谜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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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岁的杭照军是我市美术
协会秘书长，从事美术教育、创
作已有 20 多年。担任小学美术
教师期间，杭照军秉承“教学相
长”的理念，一方面辅导学生，
把自己掌握的美术知识、美学理
念、绘画技巧倾囊相授，使青少
年学生受到美的启蒙与熏陶；另
一方面充分利用课余时间，从事
绘画创作。长年累月的坚守下，
杭照军不仅教学能力不断提升，
在江苏省美术教师基本功大赛中
获得一等奖，培养了一大批学
生，他的绘画水平也不断精进，
其创作的油画作品《大运河》曾
获得镇江市油画双年展金奖。

早年，杭照军主攻油画创
作。“油画重写实，画面色彩丰
富，立体质感强。”杭照军说，
当自己双眼所见的事物通过笔尖
呈现在画布上时，内心的喜悦是
难以言喻的。然而，近年来，随
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杭照军的
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他在探究
中西方绘画语境的过程中，逐渐
转向于中国画的创作。谈及这一
方向性的变化，杭照军认为这是
一种必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越来越认识到，美术创作不能

脱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要源源
不断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杭照军近
年来创作的国画作品既植根于传
统文化，又突破民族长期审美的
范式，他将油画的色彩光影表现
与中国画的着色技巧进行融合；
作品内容表现现实自然，又表达
自我内心的情感，成果渐显。其
国画作品《新雨放云静山林》《岚
清气静》入展全国颜真卿被书画
大赛，《翠烟层染水晶山》入展
2017 新京江画派中国画展，《高
山仰止溪流有声》入展“不忘初
心 返本归原”中国画名家作品
展，《秋涧鸣泉》获镇江市第六届
青年书画大赛一等奖。

2015 年 11 月底，杭照军与
薛卫忠、韦建平、马俊四位青年
书画家共同举办了以“守望”为
主题的书画联展，共展出 60 幅
书画作品，这是四位书画家人生
的首次作品展。其中，杭照军有
16 幅国画作品参展，主题均为
山水。细细观赏参展作品，虽然
主题类似，但在杭照军的画笔
下，画与画之间呈现出了不一样
的景致、人文。如《浮云横山
远》，竖版画面中山峰耸立，重

峦叠嶂，白
云随山环绕，营造了缥缈、悠远
的境界。而同样尺幅的《幽泉树
声满》，则把重点放在了“树”
与“泉”上，一棵棵苍松迎山而
立，或挺拔或弯曲，各有各的姿
态，汩汩泉水从山间流出，如一
条白色丝带，穿山而过，在山脚
下汇聚。两幅画中，不仅有山
水，亦有人烟。不论是山脚下的
村落，还是山腰上松树掩映下的
茅草屋，都彰显了人类生活的踪
迹。在崇山峻岭间，在自然界面
前，人类显得多么渺小。

杭照军说，国画创作既要植
根传统，也要“师法造化”，即
向大自然学习，还要“师心”，
即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正
因为此，他的作品以山水居多，
人在画面中反而成了点缀，隐隐
传递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份子，

要以自然为师的谦卑情怀。
为了进一步提升自我，今年

年初起，杭照军北上中国人民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学习国画，每月
一次，每次学习一周，授课老师
都是美术界的知名教授。在持续
的学习中，他开阔了视野，放大
了格局，但始终不忘初心。他不
时会记起人生的第一次作品展

“守望”。“那次展览取名‘守望’
是别有深意的。”杭照军说，守
是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一种科学
的方法；望，则是艺术创新的生
长点，展现自我的归宿点。“在
创作中，既要坚守着传统，又要
努力着创新。”在今后的创作
中，他将继续“守望”着。

（曾萍 云莹 文/摄）

“守望者”杭照军：

植根传统 寄情山水
在8月13日闭幕的江苏省第六届新人美术作品展览中，

我市美术界共有11幅作品入展。青年画家杭照军的国画
作品《清溪澄境远》正是其中之一。“植根于传统，寄情于
山水”，这是杭照军的创作理念，也是他近年来一以贯
之的美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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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中国第一滩”的
无限期盼，8 月 1 日在这特殊
的节日里，我们丹阳作家协会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你的身边！

北海银滩，你坐落在北海
市南部海滨，离北海市中心十
公里，因“滩长、沙白、水净、浪
软”而被誉为“中国第一滩”，
又因在阳光的照耀下，洁白细
腻的海滩泛出银光而得名。

一望无际的海滩，白茫茫
一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
踩上沙滩，拖鞋就全被沙子淹
没了！干脆脱下拖鞋，赤脚踩
在沙滩上！哇，那沙子好细腻
好柔软，踩在上面就如同踩在
棉花上，好舒服好温馨！我们
捧起沙子相互泼洒，那沙子落
在脸上、胸口、背部，软软的、
滑滑的、柔柔的，更有点痒痒
的，这更激起了我们的斗志。
那几个美女为了拍照留念，居
然穿着五颜六色的漂亮裙子
在海滩上翩翩起舞了！那风
姿，那身材，真秀了一把！成
了一道最靓丽的风景！

沿着沙滩，我们慢慢向水
中走去。近处的海水是浅绿
色的，因为太浅，清澈见底。
我看见海底的沙子静静地躺
着，我便用手轻轻地去拨动着
海水，沙子便随着水流飞舞了
起来。海水渐渐模糊混浊起
来，但我却看见了水底的贝
壳。我慢慢向中间走去，海水
越来越深，渐渐淹没了我的双
膝，我抬头远望，那几个会游
泳的男士和女士已游到了更
深处。我和向阳花不会游泳，
只好顺着中间的粗绳子向前
移动。

堆雪般的浪潮一个接着
一个，如勇士般地向我们呼啸

而来，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
臂，让海浪与我撞个满怀，清
凉的海水劈头盖脸袭来。还
没来得及向前看，又一个浪头
冲来，将我整个的头部淹没了
下去，很快海水冲进了我的鼻
子、耳朵、眼睛，我吓得紧紧抓
住绳子！想不到我一个堂堂
浪子，竟被海浪差点冲走！还
真的只是个“书中浪子”，经不
起风吹浪打也！

“快，快，背对着海浪，等
浪来时可跟着浪向上跳跃一
下就不会被呛着了！”朋友在
旁边大喊大叫！我的双眼被
海浪冲得已睁不开了，海水又
苦又涩，呛得我真受不了，我
刚准备拿丝巾角落去擦拭一
下眼睛，突然又是一个大浪冲
来，我有点措手不及！戴的眼
镜也被冲得掉了下来，右手本
能地一下子松开绳子去抓眼
镜，可就在松开绳子的那一刹
那，我的檀木手链被海浪冲走
了！当我发现时已来不及抓
住了！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
过一浪！

平时我总是喜欢说：洪湖
水浪打浪，浪格里浪，我是浪
子我怕谁！如今到了大海大
浪中，却真的有点敌不过了，
不得不承认我只是一朵小小
的浪花也！经历几次呛水后，
鼻子耳朵有点受不了了，后来
一摸头发，头上的红帽子不知
啥时也被浪冲走了。

蔚蓝的大海，银色的海
滩，汹涌的海浪，跳跃的浪花，
飞驰的快艇、摩托艇、水上自
行车以及那尽情游玩的人们，
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回忆！

美丽的北海银滩，我爱
你！

合上《黄雀记》，却莫名其妙想
起了崔颢的《登黄鹤楼》。

黄雀与黄鹤无关。苏童说，
《黄雀记》情节中有一个看不见的
黄雀，所以永远是“螳螂捕蝉，黄雀
在后”的感觉。那，俗世中觅食的
黄雀与弃红尘中烟火而去的黄鹤
应该是更无交集。

《黄雀记》叙述了一个在我们
尚能望其项背的年代里发生的故
事：

当共和国的土地上刚刚告别
了“斗、批、改”“大批判”，当躁动的
少年透过刚刚开启的国门看到令
人眼花缭乱的旱冰和交谊舞，香椿
树街上的保润和柳生都在矇眬中
爱上了同一个女孩——仙女。为
了接近仙女，家境窘迫的保润想方
设法凑足了钱，请仙女和他同去滑
一场旱冰。但是，仙女和保润终究
擦不出爱情的火花，为了追讨被仙
女卷走的80元旱冰鞋押金，在看
护“丢了魂”的祖父时练出一身捆
人绝技的保润绑了仙女后扔下仙
女独自离去，却让柳生乘机强奸了
仙女。柳生家最终和仙女家达成
了和解，于是保润成了强奸犯。

十年，保润家破人亡。仙女离
家堕入风尘。柳生在赎罪的初衷
中替代了保润，照顾着独自住在井
亭医院的保润爷爷，并成了井亭医
院的蔬菜肉食供应商。十年后，出
狱的保润无家可归。仙女变身为
时髦的公关经理白小姐，高调张扬
地出现在井亭医院，又意外怀孕遭
人抛弃。柳生终于结婚，可新娘并
非仙女（白小姐）。结婚当晚，保润
捅死了柳生重入监狱。已成弃妇
的白小姐再度出走，只留下了一个
红脸“怒婴”与“丢了魂”的祖父相
伴。

平行于三人之间的纠缠和爱
恨情仇之外另有一条若有若无的
主线——“找魂”。“找魂”不仅串起
了“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
小姐的夏天”这三个相对独立的篇
章，也使《黄雀记》的结构显得错综
复杂而又充满哲学意味。

“找魂”是关于保润祖父的故
事，却堪称全书的灵魂主线。保润

“祖父的脑袋是一片劫后的荒野，
满目疮痍。他的白发如乱草，似乎
被霜雪覆盖，原来饱满的后脑勺是
空瘪的，隐隐可见一个锯齿形的疤
痕，形状怪异，听说是以前被红卫
兵用煤炉钩子砸出来的。那个疤
痕潜伏多年，或许就是祖父灵魂的
出口。让我们再看一眼祖父的脖
颈，那里原先有一条暗红的沟堑，
是上吊绳子留下的纪念，现在随着
年纪的增大，松弛的皮肤耷拉下

来，形成几圈肉箍，也有人怀疑，祖
父的魂不是飞走的，是碎了，顺着
那几圈肉箍淌走了。”就是这样一
个外形已经有些猥琐的老人，当文
化大革命的狂潮退去后，仍在下意
识的恐惧中每年去为自己拍一张
遗像。潜意识中的巨大压力终于
让他在眩目的闪光下觉得自己的
灵魂随着亮光飞出了躯体，并从此
开始了自己不懈的寻找。他的执
着寻找，引起了香椿树街的关注，
并引发了一场“寻找”运动。只是，
他找的是灵魂，香椿树街的众生找
的是传说中的财宝。

迷失、寻找，是先锋派作家在
作品中常常加以表现的生活形态，
而作家对生活更深层次的思索则
常常躲藏于作品的隐喻中。精神
的狂热过后，人们感觉的不仅会有
精神上的疲惫与不应，还有迷惘与
失落、冷静与思考。经历了文化大
革命动荡的十年，人们不得不反
思，是什么让自己也跟着狂热了十
年？在红卫兵飞舞的“煤炉钩子”
下、在“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
纸高帽下、在“文攻武卫”刀枪下、
在忠字舞语录歌中，为什么是全民
亢奋？在“破四旧”被我们轻易抛
弃的中华文明难道真是一无是
处？我们丢了魂？

“丢了魂”的人们，本能地要寻
找自己失落的灵魂。但是如果“处
在旧道德规范已去，新规范尚未形
成之间的伦常松懈时期，失去约束
的一代人对旧的限制和生活方式，
仅有一点残留的依附感，绝望之中
便会陷入奢靡腐败、家庭伦理等一
片混乱之中。”（《历史的教训》[美]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于
是，我们看见《黄雀记》中三个互相
纠缠的人物，还有香椿树街热衷挖
宝的人们，个个似黄雀，个个似鸣
蝉。

柳生死了、保润被捕、白小姐
出走，躁动逝去，往事皆归荒诞。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
茫大地真干净！”保润、柳生、白小
姐（仙女）以及香椿树街的众“黄
雀”最后被树下的苏童一弹弓打得
魂飞魄散。只留下井亭医院那座
曾经上演了三个空虚灵魂爱恨情
仇故事的水塔和一个充满未知的

“怒婴”。
此时的水塔已是“昔人已乘

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
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只
是，崔颢在黄鹤楼为弃尘世烟火而
去的黄鹤感慨，苏童则注意到水塔
下“怒婴依偎在祖父的怀里，很安
静，与传说中的不一样。”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
上使人愁。”不是乡愁，亦是乡
愁。乡是心灵之乡，愁是灵魂皈依
之愁。黄鹤去了彼岸，此岸只剩了
黄雀？

文学归根到底就是人学，在
历史文化这条承前启后的烟波江
上，代代有人愁。

不能忘了怒婴还没有长大
……

烟波江上之愁也许正是文学
的宿命与动力。

《黄雀记》：烟波江上有人愁
■■ 范康健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向了
大地，就连小区里的池塘也开
始泛着金色的光芒。站在窗边
的妻子没有兴致去欣赏楼下的
美景，她翻看了一眼手机上的
日历，转身问一旁正在打领带
的丈夫：“老公，今天应当是什
么，你还记得吗？”

丈夫看了看窗外，说：“天
气预报说今天是大雨，这阳光
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妻子有些不高兴，本想说
自己不是在问天气，可还没来
得及说出口，丈夫就收拾好了
一切出了门。

楼下，一辆红色的小轿车
里走出了一位身材曼妙的女
子。妻子在楼上看得清楚，丈
夫与那美女攀谈了几句之后，
竟钻进了车内。

车，开走了。
妻子瘫坐在沙发上，脑子

里是空白的，望着远处发呆。
最近丈夫经常加班，回家后却
对工作避而不谈，还经常一个
人闷闷不乐，两人没少为了生
活琐事争吵。那个女人难道就
是争吵的根源，是他们之间出
现的第三者吗？难道五年的感
情就要在今天结束了？妻子的

泪水已经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午后，雨落下了，越下越

大，到了傍晚，竟已是大雨滂
沱。丈夫下班后回到家中，还
没来得及换下湿透的鞋子就听
妻子质问道：“还有脸回来？你
索性和你的小情人去过吧。”

“你怎么说的话？我哪里
有什么情人？”丈夫也有些生气
了。

妻子不依不饶：“我早上都
看到了，你还想瞒我？我不想
再见到你。”

丈夫没有辩解，离开了家。
客厅里的电话在此刻突然

响起，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
声音：“你是嫂子吧，我是你老
公的同事，他的手机掉在我车
上了。今天真要谢谢他了，我
是新司机，我们组外出谈业务
多亏他帮我开了段高速，不然
这么大的雨，我还真不敢去。”

放下电话的妻子自知错怪
了丈夫，正想拿伞出门去找他，
此时听到了敲门声。以为是丈
夫回来了，心怀内疚的妻子快
步去开门，却发现门外站着的
是一个陌生男人。

“你是？”妻子疑惑。
“城北有个熟食店，我是那

儿的老板，”老板边说边从身后
的篮子里拿出了一只烤鸭，接
着又说，“你一定就是那个幸福
的女人了，你老公对你可真
好。他经常来我这儿买你最喜
欢的烤鸭。今天不巧，他来迟
了，我这儿货都卖完了，他走的
时候还很失望，说今天是你们
的结婚纪念日，没吃上这口，还
怕你不高兴。后来发现我这店
里还剩了一只，就送来了。”

此刻妻子的脑海中全是忙
碌了一天的丈夫为了买烤鸭在
大雨中焦急的样子。她很感
动，也为自己刚才的话而后
悔。顾不上与老板道谢，她向
外走去，举目四望，找寻丈夫。

就在不远处一辆出租车刚
刚离开，在雨中越发模糊。妻
子已泣不成声，恐怕丈夫已经
坐车走了，她刚想呼喊丈夫的
名字，身旁却有人用衣服为她
挡住了头顶上的大雨。她立刻
回过头去，发现丈夫正站在身
旁，脱下了外套的他浑身都已
湿透。

妻子问丈夫：“你没有忘记
我们的纪念日？”

“永远都不会忘，我爱你！”

纪念日 ■■ 裴扬

你在看瀑
旁人在看瀑
水流也在看瀑
能把一潭水
密织成布
且让那么多人
趋神拜佛地
从四处赶来
隔岸观火般观瀑
瀑也在观你
心中是否也有一种
疼
布满泪花
高高地跳下
却轻盈地流走
疼没有影子
只有记忆的印象
已随水流远走

美丽的北海银滩
■■ 李淑华

猛浪巨吼
卷起千吨雪白石头
砸向你胸口
没有躲避
没有颤抖
你精神抖擞
用苍老的手
将巨浪碎成泡沫一朵朵

海带，为你包扎伤口
海鸥，为你声声讴歌
你仍默默地坚守
在海岸线的这头
无论黑夜白昼
你从不放弃战斗
猛浪于你，似一阵清风掠过
像一个轻轻问候

黑礁石 ■■ 虞伟林

虹 欣 酒 业 总 经 销
热线：13952826211

观瀑记 ■■ 李文华

北海银滩北海银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