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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成都，一个阴霾笼
罩的冬日。然而，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却充满
暖意，让衣着单薄的我也不觉得寒冷，希望
与憧憬像一头小鹿不时撞击着我年轻的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刚
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国人，期盼着美好
生活的开始。也就在三天前，多少年剑拔弩
张、势不两立的中美两国，签署了正式建交
公报。所有的这些变化，让人有点不太适
应，惊喜中夹杂着忐忑，甚至不知所措。

我其时正在新南门外四川音乐学院一
间办公室里阅读《人民日报》。这是我们班
党支部彭书记的办公室。《大地》副刊上一
位著名作家文章中的几行字倏然跃入眼
帘：

巨大的痛苦强烈地吞噬着我的心，我
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舒伯特《向人民哀诉》
不知何故，这句话猛地戳中了我的心

房，戳中了痛点，止不住泪水潸然而下。彭
书记惊讶地看着我，看着我的眼泪一滴滴
跌落在报纸上，她似乎明白了什么，轻轻地
抚着我的肩头说：“孩子，你肯定有很多伤
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那一刻起，我就
暗下决心，要做一个作家，要把我心中的话
倾诉出来。

一

其实变化早已开始。
我是被点招进入四川音乐学院的。
此前曾经有无数招工入学的机会，我

都因为父兄的“历史问题”被拒之于各类工
厂学校之外。后来上天给了我一个代课转
正的机遇，让我做了乡村中学教师。这一
次，川音招生组听说重庆江津有一个男高
音歌手、宣传队长，直接点名要我去参加艺
考，应该也没有政审，稀里糊涂把我招进了
堂堂高等学府。兴许，是我的音乐天赋打
动了他们？

说实话我一直很惶恐。
坐在音乐厅里聆听大师们的演奏演

唱，在从未见过的钢琴前抚弄琴键引吭而
歌，恍然若梦，却也幸福感满满，心底流淌
着快乐和温暖。直到后来有一天，在我所
任教的江津中学，校长把所有教职员工召
集到一起宣读文件，宣布我的父亲和长兄
平反昭雪，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才真
正发现，过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也是在那一年，有关单位对我们这些
艺术专业大学生网开一面，每周都会组织
我们去盐市口附近的省电影公司看内部电
影，诸如《流浪者》《悲惨世界》《静静的顿
河》，以及《桃花扇》《武训传》《早春二月》之
类的影片。这些影片自然使我们眼界大
开，而片中的爱情镜头也常常让我们目瞪
口呆。多年的精神禁锢已经把我们几乎变
成了乡野的愚氓，无知而且可怜。

学院音乐厅里常有名家大师演唱或演
奏，中国的外国的、民族的西洋的都有，对
我等久居乡村的冥顽学子不啻是天籁与启
蒙。我们的声乐教材也有了世界名曲如
《三套车》《重归苏莲托》《我的太阳》《桑塔·

露琪亚》等以及中外爱情歌曲。就连我12
岁升入初中时一直朗朗在口的名曲《列宁
山》也重见了天日。最有意思的是，音乐厅
门厅里，晚上居然办起了交谊舞会，一群男
男女女在那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些当
年被批判为“封资修”的东西，就这样悄无
声息地“死灰复燃”了。而我，每每登场，早
被那些热情奔放的女舞伴们吓懵了，大汗
淋漓，节奏混乱，手足无措，往往溜之大吉，
躲到琴房练琴去了。

二

几日前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这样一条
消息：江津也许很快就会纳入重庆主城区
了。惊讶之余，百感交集。

先说交通。我1969年夏天应邀到江
津县出演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男一号

“江代表”。那时候尽管你是主演也没车接
你，先必须自己坐火车，且只有慢车，摇摇
晃晃几个小时到德感坝。下车后徒步5公
里到河边，等过河船。运气好，没起雾，半
个小时可以到城里。如果有雾，对不起，慢
慢等，据说冬天有等上两天三天的。等不
及，可以乘慢车返回重庆。哈哈，我就碰上
一回，夜半三更折返菜园坝，爬上两路口，
无轨电车早已停运，干脆扒开车门在车厢
里睡了一宿。

后来我留在江津李市公社插队落户，
过年带公社宣传队一众年轻人去四面山慰
问伐木工人。大卡车磕磕碰碰走走停停从
早到晚整整七八个小时才到了头道河，那

泥浆路烂得龇牙咧嘴，那山崖高耸在云里
雾里，冰天雪地，险象环生。一干人被颠得
东倒西歪，口吐白沫，好歹在白雪皑皑中找
到一硕大的工棚，生起柴火热和身子，方才
缓过气来。

至于今日江津区的交通状况，我想就
不必赘述了。一句话，高速路区间道四通
八达，重庆城咫尺之遥，四面山一二小时可
往。即便是当年的穷乡僻壤之地老四面
村，如今也成了市级旅游度假小镇，建起了
往返四车道的高规格公路。我当年弃江津
而竭力返回主城的原因之一就是交通闭
塞，现今把老四面村当成夏日乘凉之地，却
是因为天堑变通途，何况由通远门去今日
四屏镇之四面村，呵呵，只是出入主城而
已！一乐。

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一首怀乡诗
《月之故乡》享誉全球的旅美台湾诗人彭邦
桢，回江津中学探望他的儿子彭班比一
家。我曾以他的经历写了报告文学《一曲
深情的歌》，自然成了他家的座上宾。一日
外出聚会归返江津中学，时不过晚八点左
右，满城黑灯瞎火，道路莫辨。彭先生似有
不悦，问我：“大街小巷，怎不装几盏灯？”我
答曰，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这也是节
约之措，节省能源为发展啦！彭先生似懂
非懂，跟着我的手电筒微光回了家。

所谓节约能源加快发展之说，是我灵
机一动想出来的托词。其实江津当年乃边

远县区，三线工厂众多，电力供应匮乏，停
电乃家常便饭。记得某年世界杯期间，屡
屡停电，球迷们颇为不满。我亦铁杆球迷，
这也成为我当年决心返回重庆的一大铁心
理由。

那时我在江津中学任教，月薪59.5元，
相比同龄人已属高薪。但因家庭负担重，
每月入不敷出，生活艰辛。其时最大的梦
想是，我的工资什么时候能过百元，不再为
生计发愁。说来可笑，我30多岁方穿上平
生第一件毛衣，还是5元一件、穿脱时便嚓
嚓冒静电的腈纶化纤材质。江津中学80
寿诞，我已近不惑之年，穿上了学校统一制
发的西服。小城的裁缝手艺一般且多年没
有做西服的经验，西服极不合身，但是我们
都很得意，到处显摆，因为这是人生的第一
件西服。后来写了部小说得了240元稿
费，那可是一笔巨款啊！兴奋之余我去买
了一辆最漂亮的自行车，凤凰牌，都说相当
于今日的宝马奔驰，没事骑着在校里校外
兜风，引来无数追捧的目光。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代的脚步忽
然加快，那些人生中的第一次逐渐多了起
来。第一次买彩电，第一次买冰箱洗衣机，
第一次用“BB机”“大哥大”，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产权房，第一次开
上了自己的摩托车或汽车……世界几乎是
一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以往想都不敢想
的事，乃至“痴心妄想”，全都魔幻般地变成
了现实。

四十年岁月，白驹过隙，弹指之间，恍
若昨天。四十年沧桑，伟人已逝，伟业巍
然，历历在目。无论精神层面或者物质生
活，我都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与奉
献者。韶华已去，恩德永志。忽然想到当
年读舒伯特名句的往事，顿觉我已尽力，此
生无憾。因为，我曾把那句刻骨铭心的话，
题在自己小说《孤帆》的首页上。

翻天覆地的时空巨变 许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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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屋后有一水库，因于1959
年5月1日竣工，而得名为“五一水
库”。

水库坐落在渝北区龙湖花园小
区内，总库容约为141万立方米，库
中蓄水全靠自然降水，下接盘溪河，
入河口处建有一水闸，水涨则库中水
泄入盘溪河中。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五一水库
静落于田陌屋舍间，一派岁月静好。
它虽然没有大海的汹涌磅礴，没有洞
庭湖的烟波浩渺，也没有西湖的“淡
妆浓抹总相宜”，但它却承载着我童
年旖旎的梦和少年斑斓的幻想，是我
最熟悉最珍爱的湖。

小时候，水库是绿的。水库里的
水清澈见底，碧水、蓝天、远山、野花
以及水里一寸长的鲹鲹鱼，吸引着周
围的人成群结队来这里嬉戏垂钓，小
小的水库到处是欢歌笑语。

每日黄昏，水里倒映着一大一小
两个身影，那是奶奶拄着拐杖，轻拉
着我的小手踏着薄雾走向余晖。夕
阳在水面上铺上一层金色的薄锦，水
库旁留下一串笑语和深浅的脚印。

每日清晨，我最喜欢跟爸爸在水
库边晨练，爸爸在前面，我在后面，不
远不近地跑着，就连被青草上的露珠
打湿了裤脚都浑然不知。累了，就静
静地在水边歇一下，看看水库的景
色，聊着我清晰又迷茫的梦想。

这时候的五一水库恍如仙境，碧
绿的湖水就像美人鱼深邃清澈的眼
睛，眸子满含款款深情。水库四周曲
线玲珑，绿树浓荫，氤氲的薄雾在湖
边的树旁淡淡地挂着，像是给绿荫遮

了一层羞涩的面纱。
小鱼儿不时跳出水面，活泼地嬉

戏追逐，荡起阵阵涟漪；白鹭悠闲地
从头顶划过，惊起蛙声一片，一切都
是那样静谧恬美。莞尔之间，从对面
阁楼传来阵阵琴声，低低地掠过水
面，飘进我们的耳朵，曲调里满是欢
快的旋律，与不远处的鸟鸣和成一
片，歌颂着美好的生活。

水库吐故纳新，上承自然的恩
赐，无私地润泽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馈赠以温馨而欢乐的时光。

后来，水库是黑的。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水库边的人家渐渐多起
来，一条条排水沟将污水排放到水库
里，水渐渐变成了浑浊的黑色。

水面上飘满了枯枝败叶、各色塑
料袋、破旧衣物……腐臭不堪，满目
狼藉。每遇大雨，上面涵洞冲击出来
的垃圾便在水面泛滥成灾。由于疏
于管理，水库边钓鱼的人也越来越
多，垂钓者丢弃的漂子、杂物丑陋地
散落在岸边，在时光中腐烂。

慢慢的，水里再看不到游来游去
的鱼儿，那些漂亮优雅的白鹭也飞走
了，只剩下湖边一丛丛低矮灌木还在
那里静静地卧着，像是病人一样苟延
残喘着。

我跟爸爸偶尔还会去水库旁散
步，但是水库远远飘出一股难闻的气
味，让我们再也无法与它亲近。对面
阁楼上的琴声也变得低沉起来，阴郁
的弦声如诉如泣，我的心情也随之落
到了谷底。

此时的五一水库再不是我小时
候的那片乐园，湖边再也没有了绕湖

晨练、遛弯的人影，也没有了夜晚围
坐摆龙门阵、聊天欢笑的人声，人们
开始对这片熟悉的湖泊嫌弃厌恶、避
之不及，曾经恍如仙境的湖水变成了
一汪“绝望的死水”。

现在，水库是清的。2016年，重
庆开始全面推行“河长制”，区里跟街
道分别任命了河长，建立了区、街道、
社区三级河长体系，真正让“河长制”
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五一水库地质复杂，水文环境较
乱，给水库的治理和保护带来了不少
挑战。为此，区里明确制定“一湖一
策”治理方案，联合公园管理中心、水
利局等多家单位协同作战，将原来库
区水排出，利用雨季降水进行水质

“大换血”。
同时对水库排污管道进行全面

清理，对库区居民加强宣传教育，整
治水库垂钓乱象，安排专人对水库漂
浮物定期进行清理，配置冲锋艇加强
日常巡逻监管，防止乱排污、乱钓鱼、
乱扔垃圾等问题“死灰复燃”。还采
取在水库投放鱼苗、移种水葫芦、移
栽水草等措施，进一步改善库区水
质，并对水库周围的堤坝重新加固整
修，补种花草树木进行绿化。

在河长的引导下，居民的环保意
识不断增强，再也没有人随意地往湖
里乱丢垃圾。经过两年坚持不懈的
减排治污，五一水库又慢慢恢复了往
日的生机。

水库的水变得比以前更加清澈
了，小鱼儿比以前更加欢腾，白鹭也
飞回来了，就连对面飘来的琴声也变
得越发优美动听。

五一水库 罗子骏

花花姐在微信朋友圈晒了一条信息：酉阳麻
柳一老人，托我帮她问问，谁要手工制作的清明
茶。我和花花姐因为文学而认识，她人热情，和
我几乎同龄。她这条朋友圈同时发了两张图片，
一张图是一位老人粗糙的手在灯光下炒茶；另一
张图是两个孩子蹲在门前，趴在一条凳子上写作
业。

很久不见她的动态，我便在那条朋友圈下打
趣：好人呐！几分钟后，花花姐严肃而认真地回
答我：村里的老人，采了茶，愁销路，心痛之一；老
人儿子死了，儿媳改嫁，有小孙孙要抚养，心痛之
二。

忽然，我的心往下沉了一下。再次打开那两
张图片，仔细看了一遍。那一双满是老茧的手，
在昏暗的橘黄色的灯光下，让我一时语塞。那不
是奶奶的手吗？那不是父辈们一生劳作的手
吗？在高速便捷的城市生活着，我已经很久没有
看到过那样的手了。

我差点哭了出来。再看第二张图，那也不正
是我所经历过的乡村童年吗？两个孩子，安静地
趴在一条凳子上写作业。年长的哥哥，似乎正在
给年幼的弟弟讲解什么。他们脸上的那种平静，
让人动容。

面对家庭的变故，老人和孩子沉默以对，脚
踏实地努力着。我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些相似的
生活场景深深勾住了我。我立刻给花花姐发了
这样的话：“姐，老奶奶的茶叶我买两斤吧，算是
一种支持。然后微信转去300元。”

几分钟后，花花姐回话了：“你不用支持，我
知道你生活在城市也不容易。你转发一下就是

了。”我说：“花花姐，你不用担心，这笔钱是我的
稿费。”我有个习惯，平时的工资拿出来供日常所
需。可是稿费，我却舍不得用，一分一毛都要存
起来。我始终觉得，稿费是能散发出香味的，我
舍不得用。

但这次，我觉得用得有意义。花花姐生活在
渝东南的山村，是一个小学老师，自己一个人带
着孩子。见我非要买这茶叶，她沉默了一会：“好
吧，老奶奶的茶叶一共五斤，你买两斤，那剩下的
我也买了吧。”

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喝茶的，就算喝茶，也没
买过这么贵的茶。因此，我将买来的两斤茶叶分
别邮寄给了新疆和黑龙江的两位朋友。

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一个包裹，是花花姐寄
来的。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小玻璃瓶子封存的
茶。花花姐说，帮老奶奶把茶叶卖完后，老奶奶
很感动。两周前她回家探望母亲时遇到了老奶
奶。

老奶奶硬是要再拿些茶叶给她，以示感谢。
老奶奶说，这茶是专门为她制作的。于是，她给
这茶取名为“奶奶茶”。

奶奶茶！我打开这个精致的玻璃瓶，一股淡
淡的茶香弥散开来。闭上眼，我仿佛打开的是一
个美丽的乡村：花香扑鼻，鸟鸣悦耳，淡淡的露水
摇摇欲坠，阳光倾泻而下……

轻轻地闻了一会儿，我又赶紧把瓶盖盖上。
这一瓶茶，我舍不得喝，也喝不下去。我一直将
它放在书桌上。疲惫了，迷茫了，我就开闻上一
小会儿。闻到了这个味儿，我似乎一下子又回到
遥远的故乡。

一瓶奶奶茶 杨康

《三峡深秋》 国画 张建国

川美77、78级的画家，是当代中
国美术史的骁勇骠骑。30年前，由他
们掀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矗立起
坚实辉煌、难以逾越的丰碑。何多
苓、程丛林、罗中立、高小华、周春芽、
李昂……这些名字，以他们的血性、良
知、性灵、天赋、才华，凝铸了沉甸甸的
历史经典，镌刻在中国油画史中。

尽管艺趣各殊，但这些艺术家有
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对油画的语言特
质、技艺学统，都是锥心砺骨、如痴如
醉的恋爱和殚精竭虑的雕琢。由之，
舶来的油画，产生了系统扎实的学术
根基，得以在中国真正地生根开花结
果。随后，还有着一些闪亮的名字：郭
润文、冷军、艾轩、王玉琦、庞茂坤、范
勃、刘小东、袁正阳、秦秀杰……

中国的油画批评，多依据社会学
文化学的阐释，却对油画发生的基础
即特殊媒介、塑造诣趣、技术层面鲜见

关注，以致将油画简化成诗情画意和
平面空间。而上述各位方家，正本清
源，深固难陡，坚持自乔托、拉菲尔、凡
代克、鲁本斯、格列柯、荷尔拜因、仑勃
朗、达维特、库尔贝，直至学院经典布
格罗的油画谱系、塑造叙事和美学渊
脉。正是对经典的坚持、学术的砥砺，
使他们成为中国油画的中坚与学统，
并能与世推移、推陈出新。

以李昂油画为例，从上世纪80年
代出道起，其成名之作《苗女》，便以隽
永的刻画和经典的蕴涵收藏于大英博
物馆。在贵州淳朴的人文生态中，李
昂守持了他的人文观照、地域性格，塑
造了中国西南的生命奇观。无论是
《苗女》的青春岁月，还是《一辈子》的
达观宿命，都跃然李昂深度的观照与
精湛的技艺。

李昂独到的精神境界和深厚精湛
的技艺使人折服。他善于表现人物生

命状态与心绪流转，无论是研磨经年
的鸿构巨制，还是遣心怡性的应景习
作，悉能移情置心，与画布呢喃私语，
轻拢慢捻抹复挑，柔色椽笔柳叶刀，意
匠境界，如歌行板，如诗沉吟。

电影大师斯皮尔伯格在拍摄《战
马》时，在英格兰的田野中筑起一幢农
舍，沉郁的历史空间诉说着悲怆的人
性故事。李昂的两幅画《致敬斯皮尔
伯格》分别表现这农舍的前后景观：斑
驳的老墙、堆积的苔痕在李昂笔下已
变作油色笔触的交响，逐层叠变的油
色韵律如同低吟沉诵的史诗。

这种画面涌出的不是浪漫的诗
意，而是人性与苦难、精神与色相的纠
缠，直捣人的心灵深处。静观注视，似
能聆取苍溟间的马嘶人啸，绛黄灰褐
间，蕴藏着无端的怅惘，生离死别的愁
绪。微澜静水，蛛丝马迹的神经弹拨，
悉出于李昂笔端游刃的技术。

油色笔触的交响 老牟

我与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