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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袁 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电视连续剧
叶装台曳袁甫一亮相袁即获广泛关注与好评遥 该剧改编自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陈彦的同名长篇小说袁 主要讲述一群
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普通劳动者
的故事袁并借由他们联系起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时代背景遥
剧中主人公刁大顺袁生活得并不野大顺冶袁磕磕绊绊倒是常
态遥 在家里袁他要面对因缺少母爱而养成刁蛮任性脾气的
女儿所制造的种种非难曰在外面袁则要绞尽脑汁为跟随自
己的一帮进城务工者寻找生计袁讨要工钱遥 作者在对这群
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的展现中袁以真切的生活质感袁建立
起艺术世界和观众感受的紧密联系遥

叶装台曳的成功袁皆源于原著作者对时代生活的深切
洞察和体会遥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袁也是优秀作品的基
础遥 没有生活实践支撑袁任何奇思妙想都无法撑起作品的
野四梁八柱冶遥 叶装台曳以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入反映袁对普通
劳动者的生动刻画和对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坚定表达袁展
现了有生活热度和思想深度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独特艺
术魅力遥

电视剧叶装台曳凸显出对平凡个体生存需求和生活状
态的关注袁既有超越日常琐细的非功利审美追求袁又有回
望世俗人生的现实关照和人文关怀遥 该剧镜头对准的是
生活在城中村的劳动者遥 刁大顺和围绕着他相继出现的
蔡素芬尧刁菊花尧疤叔尧刁大军等人物和他们的生活袁映衬
出世态万象袁让观众产生共鸣遥 作品深入纷繁复杂的现实
生活袁敏锐抓住天天在我们身边流动的生活现象袁在平凡
的人物形象中体现出可贵的精神价值袁 让观众在平凡的
日常状态里发现生活的真谛遥 创作者对主人公刁大顺的
塑造既真实又细腻袁 通过发生在他和他周边人身上的故
事袁刻画出以刁大顺为代表的装台人勤劳尧勇敢尧善良尧踏
实和坚韧乐观的品德袁使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拥有了野由
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气冶遥 作品没有回避这群人生活中的
难点和痛点袁也没有回避社会转型尧城乡发展期的阵痛和
矛盾袁而是从普通劳动者生活境遇说起袁反映了一群人如
何应对生活中各种不期而遇的困难和问题袁 表达出了对
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感佩之情遥

叶装台曳不仅故事内容贴近生活袁而且注重对普通劳

动者的刻画袁 积极寻求他们与时代精神的契合遥 毋庸讳
言袁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袁我们既切身感受到市场经济
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激发的创造活力袁也切身感受到野资
本冶对那些脚踏实地尧勤恳劳作等本色劳动者及其社会基
准价值的强烈冲击遥 叶装台曳有力回应了这一时代情绪袁表
现出对刁大顺他们所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及其价值伦理的
肯定遥 这使该剧在热闹和好看中蕴含了厚重的思想内涵遥
作品将对时代应有的精神力量的探索置于历史传统与当
下现实的交汇点上袁 并以诚挚的平民立场和人文情怀提
示我们袁 普通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和乐观生活构成了当代
中国的现实生活图景袁 真诚面对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属
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袁 永远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观和美
德图腾遥

一部电视剧能不能打动观众袁有没有野灵魂冶袁与作品
是否从现实生活出发尧 是否真诚表达人民群众的喜怒哀
乐有很大关系遥 电视剧叶装台曳能赢得观众好评再次展示
和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院 向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深入
开掘袁永远是文艺创作成功的根本遥

一部切入生活深处的优秀影视剧
要要要观叶装台曳有感

李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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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雾迷蒙了树梢楼影袁 浓云默自酿造

雨意遥 于熟悉的路道疾行遥 不经意间袁身侧
那一长溜与栾树间植的被修剪成巨大球形
的石楠袁繁花几已尽谢遥 又一次疑而自问袁
何以总觉得今年石楠花期较去年短许多钥
应是错觉遥错觉之错应在我遥 个人感觉易受
这样那样因素的影响袁 何及时序节律那般
笃定平稳遥 树底袁低矮绿植间时见酢浆草袁
然而今晨袁所有的花一律紧紧闭合着瓣袁其
绝决意态简直使我惊叹遥

晌午雨来遥 雨在窗外哗然作响袁伴着一
阵阵的雷遥 雷声并不锐利袁遥遥滚过雨意浓
稠的天庭遥 天色依然沉郁袁像是黄昏提前降
临遥 雨声雨色中袁心却分外安静遥 凝视细密
斜落的不急不缓的雨线袁 不由想起盛夏的
强雷阵雨遥 那一种酣畅淋漓甚而惊心动魄袁
其实也是别有风味的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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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了遥 气温升起遥 酢浆草迎着太阳光重

新打开一朵朵小而清媚的花遥 飘飘悠悠的
杨花总在伺机混入人的呼吸袁煞是恼人遥 樟
树的香氛若有若无遥 日日经过的几家店铺袁
仍时有燕子进出于廊檐下的巢袁 巢里却不
再看见待哺的幼雏遥

春末夏初的树色很好看遥 那绿袁已不再
嫩得缺乏力道袁也还远没有变得老气横秋遥
无数树冠在头顶上方相互交叠袁 融成一带
翠意欲滴的绿云向目光的尽头长逸遥 在绿
云下默默往前走袁绿意氤氲似欲沾人衫裳袁
给人以清凉舒爽的享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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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棵芭蕉蓄了蕾开起花遥 那蕾好似一只大腹便便的巨

型苞谷高高悬挂袁需仰头眯眼方能看得到遥 有一片芭蕉叶很是
体贴袁探过它宽阔的身子为蕾与花殷勤遮挡热烈的太阳光遥 花
是自外向内一层层渐次打开的袁 最先打开的那层里袁 这个正
午袁有个小黑影停在沿内一层苞壳外侧环放的土黄色绒簇间遥
是只蜂遥 花无论开在哪里袁总有蜂能找到袁为什么呢遥

但别指望可摘芭蕉来吃袁 这地域的芭蕉花好像是结不出
像样果子的袁终究是空有芭蕉之形而无芭蕉之实遥 开花结实袁
是芭蕉生命之最高潮么袁却同时也在预告袁这一棵芭蕉已走至
生命的尽头遥 无论曾经怎样粗壮袁开过花的芭蕉棵深冬后即悄
自枯萎袁来年不复重新拔高吐翠遥 为这一度花开袁它是拼尽了
全部气力的呀遥 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看它袁那冲天而去的如柱的
干尧雨中能发出好听乐音的阔长翠叶尧因负重而低首下垂的大
花苞袁就有了几分悲壮的意味遥

芭蕉根畔生出两支瘦而劲的小笋遥 鲜妍了几日的大红月
季袁花容惨淡袁一碰便整朵地往下掉遥 樱桃枝上一颗樱桃也找
不到了袁鸟们于是也少有来访遥 那只蛙消失好几天了袁莲缸里
寻不见它的影袁耳朵也听不见它的音袁它哪儿去了呢遥

4
夜雨后袁蔷薇花枝更显沉重袁花架倾欹愈加明显遥 花们像

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劫难袁散乱残败不堪看遥 地上落英杂陈袁亦
是一派狼藉遥衰老袁是多么可怕呵遥眼睛看着袁心里这么暗暗惋
叹着遥 为花袁亦不免联想及人之常与迟缓尧呆滞尧病痛等相伴生
的老境遥

门边转头回望的一刹袁 目光无意间落到了桌上的玻璃花
瓶下遥那儿袁静栖着一大叠松松堆积的粉色花瓣遥母亲节袁女儿
寄给的花束里袁一朵芍药袁瓣儿在夜间悄悄脱落了遥 虽亦是落
英袁瓣色依然光洁鲜润袁宛若在枝之时袁毫无颓衰之态遥 它的凋
零袁此般娴雅从容袁使我好一阵子讶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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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袁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遥 不仅打
上时代的烙印袁见证了那段历史袁而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遥 泥
火盆便是其中之一遥

小时候袁冬天很冷袁小河小沟封冻袁要等到开春才能融化遥
为了取暖度过严冬袁 庄上每家每户都要预备好一两只火盘子
的遥

泥火盆是用泥土手工制作的袁做泥火盆要选择在大暑前后遥
晴天高温袁干得快尧晒得透袁结实耐用遥 我父亲和叔叔是做泥火
盆的好手袁他们选择好黄油泥袁用水泡透袁反复搅拌到有筋道遥
先用泥和草做个圆形盆底袁再把准备好的稻草揣进泥中袁做成
膀子粗的泥草腰子袁围着泥盆底圈成圆盆墙袁把盆底和盆墙泥草
搅缠起来袁上下形成整体袁等盆坯晒干透了袁再内外加抹一层泥遥
干了再抺袁前前后后三四次袁直到一只圆溜溜的内外光滑的泥火
盆令人满意为止遥 我上学经过的庄子有几十户人家袁盛夏三伏
天门前场地上晾晒着大大小小的泥火盆袁成了当时的一种独特
的乡村风景遥

泥火盆的盆深 15 厘米左右袁太浅装燃料少袁不耐火遥常用的
料有麦糠稻壳尧碎玉米芯子袁都要晒干装好备用遥 到了冬天袁火
盆恰到好处地登场遥 火盆都是早上着火袁利用煮早饭时灶膛烧
的硬柴火的火脚子袁铺在火盆的燃料上袁用余火燃着盆内的料遥
开始时袁会冒烟呛人袁过一会便看不到什么烟了袁周围缭绕着的
温暖气息遥

火盆边留下许许多多轶闻趣事袁小媳妇姑娘们三五一群围
着火盆纳鞋底尧结毛衣袁说着悄悄话曰上了年纪的主妇捻棉线尧
搓棉绳袁为迎新年赶时间曰孩童们四处寻找玉米尧瓜子尧花生尧蚕
豆尧红薯等袁放在火盆内炕熟了吃遥 用两根芦柴棒子翻拨袁蚕豆
遇热在爆裂前会鼓胀喷气袁嗤嗤嗤野吹起冶盘内的灰尘袁我们手
上脸上沾上灰袁成了野花鬼脸冶遥 到了阴雨雪天袁就用大眼柳罩子
烘炕婴儿潮衣服和尿布袁火盆又成了父母的野烘干机冶遥 早晨袁母
亲总会在火盆或灶口袁为我们烘热衣裤袁火盆则成了野取暖器冶遥
当然袁也有炕坏衣服尧鞋子的事遥 有人在打牌时把棉鞋尧茅窝子
都烤着了袁给人们增添些谈资笑料遥

奶奶告诉我袁在我四岁时袁不小心跌倒坐在火盆上袁由于穿
着漏裆棉裤袁烫伤了屁股遥 尽管如此袁我在冬天还是围着火盆子
转袁因为那里有乐趣有温暖遥

如今袁各家各户取暖以各种电器为主袁泥火盆早已成为野古
董冶遥 可是泥火盆飘逸的温暖的泥土芳香袁 依然留存在记忆深
处遥

温暖的泥火盆
邹德萍

在我们苏北一带有一个民俗袁就是在 60 岁之后逢 3 的年
岁袁女儿都要为父母野跨缺冶遥

野跨缺冶袁通俗地说就是野跨缺口冶遥 所谓野缺口冶袁其实就是
路障遥 以前农田有渠和墒袁为了往河里排水袁就在田间小路尧田
外大路挖开一个个野排水口冶渊缺口冤遥 人们走路时袁稍不留神袁
就会一脚踩空袁轻则野狗啃泥冶袁重则头破血流尧伤筋动骨遥 小
野缺口冶还好袁抬腿就过遥 大野缺口冶则需要过路人奋力一跃袁才
能跨过遥

民俗中的野跨缺冶袁使用的是野跨缺口冶的比喻义遥 野缺冶喻指
生活道路上的各种阻碍袁野跨缺冶比喻克服前进路上的障碍遥 我
们这里的野跨缺冶风俗袁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年老的父母能够身
体健康袁事事顺心袁长命百岁遥

清楚地记得袁老妈在过 63 岁生日时袁父亲带着我们专门
把母亲带到小妹家门口袁 在其家门口的小路上特地挖了一个
野口冶字袁让老妈野跨冶一下袁象征着老妈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跨
过生活中的野沟沟坎坎冶袁健康长寿遥 老妈很是开心袁逢人就夸
我们有孝心遥

一晃 10 年过去了袁老妈 73 岁生日又要到了袁老爸已经离
开人世三年多袁我们做子女的明知道野跨缺冶是旧风俗袁但为了
尽孝心袁还是早早开始张罗操办袁又开始为她野跨缺冶的事情忙
了起来遥

可此时的老妈已不相信野跨缺冶了袁居然不领我们的情遥 她
说袁现在农村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袁虽然自己慢性病比较多袁
但通过住院野保养冶袁身体感觉好多了遥 同时袁自己又拿到了农
村医保野慢性卡冶袁根本不需要再野跨缺冶了遥 最多到时候去闺女
家或者小饭店一起举行个生日宴袁儿孙们小聚一下不就行啦钥

野老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耶时髦爷啦浴 冶我玩笑着对母亲说遥
老妈笑呵呵地回我院野现在我们农村人不同于以前了袁种

田靠机械化袁基本上没有重的农活袁每年还有全民体检袁小毛
病一查就知道遥 真遇到头痛伤风的袁村部卫生室靠得又近袁医
疗水平又差不到哪里去遥 何况我现在也拿劳保工资了袁虽然少
一些袁但是做生活费还是绰绰有余的遥 你想想袁如今日子过得
这么舒服袁哪里还要耶跨缺爷这种落后尧迷信的玩意啊钥 冶谈起
野跨缺冶袁老妈的态度十分坚决遥

看来袁过时的老皇历真的有点行不通了遥 现在的农村变化
太大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许多转变遥 随着党的富民政策不断落
实袁农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袁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袁许多
老习惯尧老思维看来要换换了遥 我相信袁许多像野跨缺冶这种图
吉利的旧俗终究会销声匿迹了遥

话说“跨缺”
张建忠

辞旧迎新关头袁一款野牛气冲天冶红色毛衣风靡
全网袁商家的广告语是野不论是不是你的本命年袁我
们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这件衣服冶遥

这衣服的畅销是必然的遥 在十二生肖中袁 鼠第
一袁牛第二遥 许是随了老鼠上蹿下跳的不安分性子袁
鼠年也总不得消停袁 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黑暗笼罩
的 2020 年袁似乎比往年都要漫长而艰难袁搞得全球
人身心俱伤遥如今这太安分的鼠年终于要过去了袁谁
不希望沾沾牛年的喜气尧行出牛年的大旺势头钥老实
说袁我并非张扬之人袁却也买了这鲜艳得甚至有些俗
气的衣服袁只是想借牛的势气为自己加油鼓劲袁感谢
自己勇敢地跨过这难熬的 2020 年袁更希望自己能够
同牛一般袁不忘初心袁勤勤恳恳尧气势昂扬地迎接崭
新的 2021 年遥

其实我们中国人素来对牛存有好感袁 它代表着
朴实尧勤恳尧能干尧奉献尧势头足等寓意袁野牛气冲天冶
正是传达着人们对牛年的美好憧憬遥 我们愿意用一
切美好的词语去歌颂牛袁亦愿意做野牛冶样的人袁譬如
鲁迅先生曾说过野俯首甘为孺子牛冶袁又譬如我们把
老老实实尧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比喻成野老黄牛冶遥

我喜爱牛袁更敬重牛遥它们外貌质朴袁性情温顺袁
从不要求什么袁居的是草棚袁吃的是青草袁却任劳任
怨地迎接自然的风雨和身上的重担遥 它们吃进去的
是草袁挤出来的是奶袁就这样一直四平八稳地践行着
使命袁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袁用汗水回报这片养育它
的土地遥它们将一生贡献给了人们袁为中国几千年的
农业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遥当然袁人和牛是相互

依存的袁尽管如今随着全程机械化的深入推广袁我们
已经很难看到牛的身影袁 但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
乡下袁家里有田的乡邻对牛的宝贝袁真的就像作家余
华小说叶活着曳中描绘的那般袁人们靠牛耕地袁靠牛拉
车袁牛是农家人的希望和寄托遥 今年野三夏冶的一天袁
我在回家的路上袁路过邻镇农田袁竟碰上难得一见的
水牛耕田袁 这动人的乡村牛耕图就跟儿时见到的一
样袁 在金色阳光辉映下袁 强壮的牛在农人的吆喝声
下袁四腿有节奏地向前迈进遥 看着看着袁我忽地感动
起来袁尽管农耕文化已经越来越远袁但牛仍然这样默
默无闻尧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袁只要人们需要袁它们便
勤劳本分地回到田野袁不待扬鞭自奋蹄袁千百年来一
直如此遥

其实不管牛是否已经退出我们的生活袁 牛的姿
态都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袁 永远地扎根于我们中国人
的记忆遥是呀袁它们一向踏实勤恳尧奋力向前袁给人们
带来的是希望和喜悦遥

动物尚且能够不惧风雨尧忠于职守袁那么我们人
呢钥 回望走过的 2020 年袁仿佛所有的不如意全部聚
集在一起袁再看眼下袁疫情仍有反弹迹象遥 可是那又
怎样钥步入牛年袁相信所有的苦难尧不顺尧遗憾都将过
去袁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美好尧希望和惊喜遥 阴沉黑
暗的鼠年袁 我们都有决心战胜疫情袁 牛气冲天的牛
年袁我们更有勇气全面打赢这场攻坚战袁毕竟再难熬
的夜袁熬着熬着袁就能看到希望的曙光遥

辞鼠喜迎牛袁愿新年袁胜旧年袁多喜乐袁长安宁遥

牛气冲天迎牛年
邱玲娜

在众人的期盼中袁 终于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场
雪遥 那漫天飘舞的雪花袁让小城的冬天一下子真实
起来遥

推开紧闭了一季的窗子袁 看纷纷扬扬的雪花袁
虽甚寒袁但那一股新鲜的空气沁入五脏六腑袁心情
一下子豁朗开来遥 静静地欣赏着雪天的美袁那动中
有静尧静中有动的画面顿时让我感到分外轻松与惬
意遥 从天而降的雪袁真是天底下最高效的大气清洁
剂袁她洗净我的忧愁和烦恼袁浸润着心底那急躁不
安的情绪遥 刹那间袁我仿佛也化成一朵雪花袁在广阔
的天空和旷野间滚动遥

窗前听雪是一种享受袁触耳皆是野噗尧噗冶错落
有致的音乐袁 那和谐圆润的和响在天地间流动袁像
隐藏在半空中的一支管弦乐队袁 音阶忽高忽低袁声
音则如大珠小珠次第滚落袁轻重缓急袁余音袅袅遥 这
是世间任何一种乐器也演奏不了的遥 这种美妙的音
符敲击在我的心灵深处袁让我自然而然地陷入痴迷
与沉醉遥

出门踏雪更是一种乐趣遥 跨出门槛袁目光所及袁
皆是水晶般的世界遥 对面的房屋尧林木都淹没在起
起伏伏的雪海之中袁只露出少许深色的斑块袁极像
画家笔下的泼墨遥 向东远眺袁往昔欢快流动的小洋
河也仿佛凝滞不动袁两岸高耸的楼房掩映在白茫茫
的雾气之中遥 顺着河边的栈道缓缓迈步袁似乎走进
了一个童话世界遥 河坡上高矮参差的树木肃穆地站

在一起袁个个披霜盖雪袁活像穿着一件件白绿相间
迷彩服的执勤战士噎噎

雪花如琼似玉遥 恰如柳宗元给后人留下的那幅
绝妙风景画院野千山鸟飞绝袁万径人踪灭遥 孤舟蓑笠
翁袁独钓寒江雪遥 冶的确袁雪飘的冬天袁对于大众来说
是休养生息的良机曰对于年轻人来说袁更是抒发浪
漫情怀的绝妙乐园袁堆雪人尧滚雪球尧打雪仗袁欢快
的笑声在天地间回荡遥

其实袁雪还有更令人称奇的地方遥 虽然雪花的
基本形状为六角形袁但研究人员发现袁自地球有生
命以来袁人们还没找到过两枚完全一样的雪花遥 因
为即使两枚雪花在同一时间尧 同一地点一起飘落袁
大气中微小的变化也使结晶体各不相同袁甚至连一
粒小小的尘埃也能使两枚雪花的飘洒阴差阳错遥 另
外袁雪富有灵性袁颇具人情味和个性遥 高原的风雪袁
大气淋漓尧漫天而下袁发出嘶吼之声曰北方的风雪袁
一路狂放袁传出呼呼之乐曰而我们苏北的风雪却是
飘逸洒脱尧婀娜飞舞袁奏出噗噗之音袁散发出苏北人
的特质噎噎

与风雪为伴袁人皆视为畏途袁但十有八九又都
酷爱雪的玉骨冰肌袁 因为那铺在大地上的绵绵白
雪袁那么柔尧那么软袁是任何语言也形容不出来的
美遥 是雪袁让冬天一下子真实来可爱起来遥 白雪袁那
是冬天最美的诗噎噎

白雪如诗
春水

冬日小湖 郭开国 摄

俏皮的冬天
乘着寂静的寒夜
将一枚雪白的印章
悄悄印上
农家的门窗
霜花引发了爹的兴致
对着窗玻璃
轻轻地哈一口气
刹时氤氲出美丽的景象
稻花的姿势
麦浪的阵容

高粱的倔强
谷子的柔情
尽在一口窗玻璃上绽放
幻化成父亲心中的希望
故乡霜花哟
开在农家的新房
温馨又明亮
开在农家的心房
甜蜜又奔放
有霜花的冬天
才叫日子

故乡的霜花
魏益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