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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突破
——第十七届楚水笔会暨江苏省2018年度报纸副刊好作品《兴化日报》获奖作品颁奖仪式侧记

“天涯春信自如期，日暧莺啼又一
时。”江苏省2018年度报纸副刊好作品
的获奖消息如期而至，本报共有7件作
品获奖，获奖数及奖次位于全省县市级
报前列。7月6日下午，本报副刊部与兴
化市文正实验学校联合举办的第十七届
楚水笔会暨江苏省2018年度报纸副刊
好作品《兴化日报》获奖作品颁奖仪式在
文正实验学校举行。闷热的天气里热浪
涌动，催发着人们从不同的地方汇聚而
来。这是文学的魅力，文化的力量。

这个时节，雨水充沛，草木拔节，万
物葳蕤，正是一年之中生命最旺盛勃发
的时节。市新闻信息中心负责人在致欢
迎辞时表达出由衷的谢意，感谢楚水笔
会的文友们对楚水副刊长期以来的支持
和热爱。兴化市文正实验学校校长在介
绍学校办学情况时表示，学校一直努力
践行为平民办学校，为百姓育英才，为社
会作贡献的办学理念，今后他们将继续
追求卓越，铸造辉煌。

每个获奖者心中都有自己不一样的
故事。活动中，获奖作者分享了自己的写
作经验和感想。散文类一等奖《麦田深处
长秘密》的作者朱秀坤说，他的写作题材
离不开里下河的风物人情，习惯于从家
乡的水土中汲取营养，尽量用细腻的笔
法，真挚的情感，清新的文字，将关于家
乡与童年的一切，描写得更真、更纯、更
美。他愿意用文字去书写，在更深人静的
黑夜里，抚慰心底的孤独与乡愁。郭亚群
的作品《彼此释怀》获得二等奖。她在分
享创作体会时说，《彼此释怀》应该是从
选取的写作角度来获胜的，文章从矛盾
开始，通过恨写爱这个不同于平常的方
式来描写母爱的温情。一个拼命地抓，一
个拼命地跑，就如同猫捉老鼠，在剑拔驽
张中体现浓浓的亲情。她还说，要想写出

好的作品，需要坚持、需要突破、需要勤
奋。三等奖作品《一把板锨在谷场上扬
起》的作者徐兴旗说，虽然他现在的身份
是机关工作人员，但骨子里还是农民的
儿子，因为自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
作在乡村，自然对农民和农村有着深厚
的情感。这就是一个人的田园梦和一个
人的乡土。他喜欢用农民的眼光和心态
去看农村、去观察乡村生活。在信心满满
的同时，一种隐隐约约的乡愁恐惧，在他
的心里蔓延，走失的村庄，消失的农具，
所以他要把熟悉的农事写下来，让更多
的人们关注乡村，保护乡村，使我们的乡
村更加美丽。文艺通讯类三等奖《天下

“秤王”出昭阳》的作者汤法新很感谢家
乡的这方热土，是兴化这块土地给他提
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
创作素材。他有理由、有责任为兴化讴
歌、为兴化欢唱。他表示，今后将尽自己
的绵薄之力，继续努力宣传兴化，推介兴
化。

著名作家庞余亮为参加笔会的人员
作了写作指导。他与写作者分享的是：如
何避免创作中的陈词滥调。每一位写作
者对世界贡献自己的文字，对自己要有
所突破，有所成长。要让自己现在的文字
与过去的文字有所区别，其中的途径就
是尽量避免重复。譬如，处于农业社会的
里下河地区的老百姓是最劳苦的人，兴
化的土地并不肥沃，兴化还要面临那么
多的水灾，寒冬时节还有许多水利工程。
我们不仅要写出苦难的生活和场景还要
上升到写出人类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写
兴化的美丽，他曾经说过：“兴化的春天，
是兴化最美的‘新婚期’；春天的兴化，是
地球上最美的沃土”。因为这个美丽是经
过一个冬天的严寒，一个冬天的默默等
待、默默地积累达到的。兴化的油菜花是

世界第二大花海，兴化的花海与婺源的
花海、青海的花海不一样，因为她避免了
花海的陈词滥调，它有水的灵动，兴化的
油菜花“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花
黄”，兴化的油菜花文化就做出来了。庞
余亮还谈到他的最新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神童左右左》《小不点的大象课》。作品
写的是2008年至2012年这段时期出生
的孩子故事，以他自己的年龄来写这个
年龄段的孩子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发现
当代的儿童文学审美已经走进了死窄
巷，都是些唯美的纯净的农业社会的故
事。现在的孩子是新新人类，他们的智
商、对社会的理解与发现，已经与农业社
会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为写出现在孩
子的真实世界，他坚持去学校调查，和小
孩子们交流接触，做他们的朋友，搜集他
们的酸甜苦辣。他手里有孩子的500本
调查报告，其实这也是避免陈词滥调有
效方式。庞余亮还分享了正在为“靖江日
记”公众号写的100个靖江人系列，为写
好一百个靖江人的人生，他利用所有的
空余时间去采访，采访了无数个人，遇到
过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他说，如果把这
一百个靖江人写完了，再来写他心中的
长篇小说，肯定是有所得益的。这就是
说，写作者要跳出生活看生活。

“楚水笔会开了17期了，我今天第
一次来，见到了副刊的作者，感到非常高
兴。”庞余亮的老朋友董维华创作道路上
的体会是：彷徨、坚守和故乡。董维华的
作品多见于《钟山》《雨花》《朔方》《大家》
等，著有散文集《洼地》、诗集《风中的父
亲》。他说，一个人赖以生活的工作是一
只手，另一只手是自己良好的爱好和志
趣，是文学！这两只手一握，就似一个男
人和女人一样，才会结晶出他们的孩子，
他觉得孕育出来的不是龙凤胎，是无数

个儿子和女儿。是文学逼着他去阅读、思
考，是文学提升了他超强的工作能力。董
维华是兴化在外的游子，首次与家乡的
报纸副刊作者见面，他就“掏心掏肺”：在
文学方面，他经常思考他乡与故乡的关
系。在他乡回望故乡，脱离原有的窠臼，
去升华自己，方能山高人为峰。他还说，
感动别人首先要先感动自己，每个文学
爱好者要学习二郎神多长一只眼，比别
人多练就第三只慧眼。

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大家倾情参
与。活动中，楚水的作者纷纷发言，他
们谈到最多的是如何打破、蜕变，飞
跃；他们谈历史谈当下也谈传承，谈如
何贴近群众，贴近现实，写出一个个鲜
活的普通人；他们谈副刊发展的方向，
交流如何更好地组稿、编辑；他们谈自
己创作过程中的困惑……大家认为，自
己之所以得到成长，是因为文学；同
时，自身生活的强大，才能带来文学的
强大。

参加此次活动的金倜在谈到副刊作
者的队伍建设时说，副刊的作者靠作品
的质量说话，副刊部要与作者建立更广
泛更诚恳的友好关系，编辑要加强自身
修养，提高业务水平和编辑能力。他
说，在这个新媒体来势凶猛的状态下，
所有的网络阅读、电子阅读都是碎片化
的、快餐化的，真正让人安静下来的还
是纸质的。副刊作为《兴化日报》的品
牌，要强化担当、坚守责任、锚定目
标，把副刊作为一份事业去做，努力把
副刊办得更好。

□全媒体记者 陈荣香

夏天，就是美人（外二首）

○金 倜

夏天让你目不暇接
夏天就是美人
夏天像遍地的鲜花，但不是鲜花
比鲜花还要芳香
夏天的平原山峦起伏
夏天的河流是脱缰的野马
最朴素的蛹都已经破茧成蝶
夏天，蝴蝶领着鹅群前进
热浪煎熬着漫长的光阴
过江的鲫鱼冲烂了古老的网
凤仙花覆盖的指头是夏天最红的月亮
最美丽的语言是沉默
最恒久的誓言是流水上的落英
看啦，天边的火烧云，多像即将成烬的表白
天空对荒原的拷问
神谕对生命的拷问
三伏天的惊雷也劈不开誓死的决心
夏天就是烈日，就是强对流天气，就是
闪电。黑夜短促，但是刻骨铭心
夏天是对爱情最真实的虚构

梅雨季

梅子和月亮是两枚金币
漂浮在长江下游
时间不是问题
难以捉摸的是长夜和阴雨

长夜可以游荡
阴雨为什么连绵

夏天不等于酷暑
酷暑与夏天之间有一川烟草
闷热之前就已经形成低压
火风在未来酝酿

蛙声肯定听到了蝉鸣

我在整理少年时期的纸片
岁月的光斑无法拂去
有些是被遗忘的
有些是被沉默的
有些像积雨云一样悬挂在灯下

去年的梅雨与今年的没有多少区别
连击打在眼皮上的力度都很相似
长夜与荒原
我想以空间换时间
倒行一回或者先行一步

苍 鹭

巨大的水域被黄昏浓缩成一个盆景
苍鹭在静默中编织着光阴
远处的公路在最后的日光里泛起涟漪
夏天从蜷曲的枯叶尖上苏醒
你的倒影是灰色的
你的眼神是灰色的
你的小心脏也在跳着灰色的舞蹈
陡然仰起脖子一声鸣叫
夕阳顺着你的喉管缓缓滑下
苍鹭，一只水鸟
带给人间一掬苍凉
暮色渐浓
湖底的秘密像丑陋的水怪
在我的眼前慢慢抬起头来

致远行者

○倪为荣

那时候
最爱收藏你们奔走的足印
由后街到前村
从日出至黄昏
跨越时间
用脚板
勾画楚水安澜
丈量百姓心

那时候
最爱采集你们目光清纯
双溪静流
苇叶碧青
源自南湖水纹
访贫困眼含泪水
敬老院执手望闻
灿烂笑容
熨平过川川锁眉
温暖了颗颗寒心

那时候
最爱读你们画意诗情
条条绿水行行诗
垛垛泼彩醉美人
如花四季一卷在握
妙手点睛才水起风生
浅溪中的一株株水草
摇摇曳曳
也迷失于碧水圩岸

天籁意境

隔着时空回望
梅雨季长歌短唱
大码头不肯老
等帆归航
不舍昼夜的时光
也许会抹去曾经的波浪
但烙在我心底的
永远是你们坚毅的面容

不变的信仰

楚水长兄凤凰村

○葛礼宾

那天，泰州广电的王娟女士读到：
“二战后，神看上去像个会计，
但金钱并没有让一切变得更好。
账户是空的，贼也两手空空。”

这是欧阳江河先生的诗作《暗想薇依》的片段

欧阳江河先生说：
具备同样气质的人才会
一眼把同样气质的人指认出来

我想到了张爱玲和她的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楚水凤凰村长兄就是这样一位气质文青
他在我初登楚水在线时
第一个站出来跟贴，说：
路子是对的，坚持下去。

楚水是个快乐的家园
我们一起爱着共同的所爱：路子
又距离那个殿堂远远

我们呼吸着自由的风
我们聆听着鸟的鸣唱
高兴了，大家一起登山
一起学着泰山号子，呼喊着太阳：
呦呵呵呵呵呵

渴了，累了
兄长招待我们喝鸡汤
嘴里啅着鸡汤
心里想着沂蒙山
想着沂蒙山距离泰山也不远

沂蒙山究竟是隶属齐鲁的齐？
还是隶属齐鲁的鲁？
啊呀呀
读书要紧，满是空白。

漫步的夜（外一首）

○刘海燕

习惯在夜深的时候
漫步街头
逆着行人和车流
等待一次邂逅

天真的小狗
不停的嗅
无奈地问一声知否
它傻傻的不肯走

整齐的香樟如列队的哨兵
粗糙的大手扯起交错的灯光
织成一张网
横亘在前进的方向

纵身奔跑
奔向那黑色的时空隧道
清晰又模糊的入口
忽然就消失在网中央

没有河水倒映白色的月亮
没有月光洒向回家的路
迎着晚风抬起头
久久的深呼吸

缥缈的云层间
星星是迷蒙的眼
淡淡的茶香悄然弥漫
源自湖边那远山

路

祈愿做一条无言的路
蜿蜒 幽长
恰似山涧的水流
潺缓 流淌

日出 天晴
月圆 等待
等待那哒哒的马蹄
踏过宽厚的胸膛

人面 桃花红
归去 风轻扬
手捧纷落的花瓣
于衣袖中珍藏

万水千山
总有修长的身姿
化作诗意的铺展
目送伊人去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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