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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

亮华华的溪水从石壁下跌落，随同人声的阵
阵喧闹，跌宕在崖下的池塘里。池塘里正在起网，
欢跳的鱼儿被大手拿住，随着白色抛物线的起落，
激起池塘边呼应的欢呼声……这是童年时，重岩
村的人们在池塘里打鱼、分鱼，为春节预热的一个
画面。

那时，从遥远的北方到重岩村的回乡路实在
太遥远太艰辛——坐七天六夜的火车到达万县
城，再坐半天的轮船到达瀼渡镇，接下来还得连续
爬四五个小时的山路。但那浓浓的乡情，总会为
记忆里的故乡涂抹上重重暖意。

后来，举家回到万州，回乡的路，依然遥远。
山风肆意吹刮着山上的松林，不断传送着乡下亲
人们的消息：堂弟南下深圳打工去了；二堂哥考上
了北方的大学；大姑一家移民搬迁进了城；二姑家
的兰妹到武陵镇开理发店，生意红火……

前不久，再次回到重岩村，它的变化大到我几
乎不敢相认：只一个多小时，平展展的公路就把我
带到了村里；平整的地坝，齐整美观的花坛簇拥着
两三层楼的民居。只有那株黄葛树犹如虬龙，始
终安卧在村口，在岁月里根深叶茂。

村里建起了工厂。想不到，昔时大风嗖嗖刮

得人心头寒烟阵阵的山梁之地，因为濒临长江，通
风条件好，而被企业相中，在这里建起了皮蛋加工
厂。经过流转的120亩土地上，种满了花卉和果
树，小桥流水、曲径环绕。除了生产加工皮蛋、盐
蛋、蛋干等食品，还在布局发展养鸡、栽培果树等
项目，花园式的工厂已初具休闲观光农业雏形。
一阵阵笑声吸引我走向厂房边。一位年轻女子笑
呵呵地对我说，在家门口上班，可以按时回家、照
顾到家里，肯定比在外面打工好。

来时路上经过的那片片绿影，是村里的李子
和花椒基地。在万州区教委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村里成立起专业合作社，发展脆红李产业基地
600亩，村集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脱困户收益分
红也达到了1万元。提到分红大会上的情景，正
在地里忙活着的老伯脸上绽放出喜滋滋的神采。

大片的山坡上，密植着半人高的花椒。我凝
视着那些尖圆形的叶片，每一片都那么翠绿，蕴含
生机，仿佛这片土地潜藏着无尽的能量。

几个小时的时间，根本不够看，我竟然连奶奶
家老屋所在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对于一位曾经漂泊的游子，故乡是一张在时光
里被无数个画面组成的拼图。这幅图，珍藏在我内
心深处。每一次的添加，都会荡起心头的涟漪。不
知下一次，重岩村又会呈现给我什么样的风景？

重岩村拼图

□郑林

近期，“百年风华 百花齐放——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重庆市书法作品展”相继在重
庆美术馆、合川美术馆展出，向市民呈现了一场传
统的诗书文化盛宴。展览期间，许多诗词书法爱
好者专程从全市各区县赶来打卡，纷纷为这场别
开生面的诗书合璧展览点赞。

参展作品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风格多样。
篆隶古意盎然，楷书端庄大气，行书行云流水，草
书神采飞扬。作者们饱蘸浓墨书写恢弘时代华
章，展示赤诚的家国情怀。

这场书法展览为何受到格外关注？其与传统
的书法展览有何不同？

反映时代精神是一大亮点。唐代诗人白居易
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清初著
名书画家石涛指出“笔墨当随时代”，都提倡文艺
家所创作的作品，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精神，
要以文艺作品歌颂光明、抒发理想、引导道德，用
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为
此，全市诗词作者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主题，创作了诗词作品1000余首，从中选出140余
首作为本次展览的书写内容。诗词作者大多亲身
经历了祖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故所思所吟均为有感而发，真挚感人。如描写反
腐的“老虎逞威坚决打，苍蝇逐臭岂能容”，描写脱
贫攻坚的“撸袖下田同种植，扛锄挥汗抢晨昏”“幺
妹回家不着忙，消消傍停有主张。门前公路已硬
化，新买摩托两个缸”等等，这些生动鲜活的句子，
反映了历史巨变，展现了重庆诗人和书法家继承
传统、砥砺淬炼的艺术风采和明理崇德、放歌时代
的精神追求。

诗书结合，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自古以来，书法艺
术一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厚精神内涵，展现着
中华民族的博大文化气度。无论是甲骨文、金文
所反映的“在祀与戎”，还是秦汉丰碑大碣所承担
的“纪事与功”，亦或如颜真卿“祭侄文稿”、岳飞

“出师表”等名家名作中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无
不体现着中华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是我们孜孜以
求、高山仰止的精神图谱。但是，近代以来，随着
西方美术观念的进入，其审美创作理念逐渐移植
到传统的书法艺术中，书法教学、创作动辄提形式
构成、谈矛盾冲突，将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书法艺
术推向水墨视觉艺术的边缘。如何复兴传统书
法，成为书法家们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本次展览一改当前书法展览普遍采用的“征
稿、评选、展览”的技术性模式，而采用由市书协面
向全市重点书法家定向约稿形式进行，这就保证
了作者、书风的多样性和全面性。书法作者中既
有年近八旬的知名老书家，也有近年来在全国各
级展赛上涌现出来的青年才俊，分布于全市各个
区县和社会各行各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书法风
格取法多元，自然流畅，少了常见“展览体”的程式
化，多了自然书写的人文性。据主办方介绍，市书
协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评审，一些作者几易其稿方
才通过审核，从而保证了展览作品的质量。

只是，从整个展览来看，全市各区县书法创作
水平、人才队伍整体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书
写内容与书法创作“两张皮”现象仍较为突出，与
书法家“艺文兼备”追求尚有一定差距。尽管如
此，重庆在艺文同步发展的探索上已经走在前列，
本次诗人和书法家联袂创作即是一例。近年来，
重庆书协高度重视会员的传统文化修养，通过举
办讲座、学术研讨、艺术沙龙等，不断提升全市书
法队伍综合修养。我们欣然看到，一大批中青年
书法骨干越来越重视字外功夫的积累和锤炼，重
庆书法正呈上升态势，显示出十分广阔的前景。

诗书合璧写华章
【文艺评论】

□蒋敬诗

在推迟一年之后，东京奥运会开幕了。
这是一届最特别的奥运会，甚至连戴奖牌

都需要运动员采取自助的形式。疫情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奥运会一百多年来
的固定程式。

曾经以为这届奥运会会被取消，一度以为
奥林匹克的历史将撕掉“2020东京”这一页，
但是体育就像隧道尽头的光，最终带来的是希
望。

当全世界的运动员为了“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梦想，勇敢地聚集在一起时，也象征着
人类面对疫魔的不屈不挠。

其实，除了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还有一类

人也满怀勇气地走上了奥运赛场，他们是“空
场”的场馆之中仅有的观众，他们的名字叫做：
新闻记者。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全世界的观众蜂拥
而至主办城市的一幕在今年不能出现，要了解
奥运赛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只有通过记者的
讲述。他们自身除了要面临疫情的威胁，更要
用比以往更多的投入度来做好工作，满足数十
亿人的资讯需求。

作为一个前体育记者，看到国内依然有
这么多记者赶赴东京，其中不少人还是老朋
友，我为他们的勇气点赞，更羡慕他们有机
会报道这样一次特别的奥运会——在他们
的职业生涯里，注定会是一份绝无仅有的经
历。

这，也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曾经历过的几
次体育大赛采访，那些“看上去很美”，实则艰
辛程度远超想象的印记。

都知道，记者最基本的工作是发稿，但这
个事情在网络并不发达的国家就是个大难
关。我最难忘的一次发稿经历，是在希腊马拉
松市的市政府办公室里面。那是2008年3月，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采集仪式在希腊举行。当
时国内各媒体派出了400多名记者赴现场采
访，这一幕连见多识广的希腊奥委会工作人员
都吃惊不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待过这么多
记者。

做记者，不怕吃不好、睡不好，最怕是稿子
传不回。当年不像现在，没有4G、5G。在希
腊，要上网必须得买酒店或新闻中心的无线上

网卡插在手提电脑上，4欧元1小时。价格贵
就贵吧，要命的是，无线信号时有时无，而且网
速慢得堪比最古老的拨号上网，传回一张照
片，再顺利也要花二三十分钟。于是，在宾馆
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奇景：记者们抱着电脑
在房间、走廊、大厅里满头大汗地寻找无线信
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随着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2016年巴西
里约奥运会的时候，记者差不多都是全媒体记
者了。文字记者不光要写稿，拍照、拍视频都
成为了必备技能。这个时候不担心传不回稿
子了，担心的是视频拍得不好、担心剪不好片，
辛辛苦苦拍的东西没人看，没有流量。于是
乎，中老年记者拿着自拍杆，对着手机镜头卖
萌的景象屡见不鲜，在体育场馆一溜烟排成一

行做直播连线的场面同样蔚为壮观，这一幕让
不少外国同行叹为观止。

东京奥运，尽管比赛是空场进行，但其实
新闻竞争会更加激烈，因为记者成了赛事与观
众之间的唯一桥梁。随着更多新技术的涌现，
视频类的资讯争夺会越来越激烈，就连我们的

“国社”——新华社都在抖音、快手等新平台上
全面发力。可以预见，前方记者的日子越来越
不好过，成为一个“全能运动员”是对他们的必
然要求。这不正是媒体这个行业永葆青春的
秘诀吗？

东京奥运会赛事正在激烈地进行，我们每
天都在接收着前方记者传回来的资讯。在赛
场内外，我们注意到，所有的宣传标识都依然
是“2020东京”的字样。之所以在2021依然还
冠以2020的前缀，我想，就是不让疫情成为分
割世界的桥。我们坚信世界会重回正轨，即使
会迟到，也不会不到。

奥运会的光在指引我们，它象征着勇气和
信心。而我们，都是追光的人。

我 们 都 是 追 光 者

□罗毅

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一段关于
射击训练的军营往事，涌上心头。

那年在军校，枪声过后，手枪实弹考
核结束，教员当场宣布我的成绩为不及
格。背着那支略显沉重的“五四式”，我
羞愧难当。军校学员，未来的带兵人，连
枪也不会放，成何体统？这号称世界名
枪的“五四式”，如何才能做到人枪合一，
指哪打哪？我实在没有弄明白。

两天前，军械员发枪。我的手一触
摸到那把透着幽幽蓝光、散发出浓烈枪
油味道的手枪，心中那个激动，难以言
表。曙光初照练兵场，一激动，就忘了课
程的跟进。一天的理论学习，射击教员
在课堂上讲授射击原理，分解、组装枪
械，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悄悄把玩那
把让人心动不已的手枪，听得云山雾
罩。然后是上靶场练习，仍然不得要领，
稀里糊涂地训练。听课、训练如此这般，
最后的考核焉能及格？

我诚恳地接受了教员的批评，最后，
补考过关。

4年以后，预备参加集团军参谋军官
军事大比武，我进入师参谋集训队，开始
突击训练。近10门训练课程，唯有射击
一项成了拦路虎。想起军校那次不及格
的考试，心就虚了，万一再来一次不及
格，岂不是拖了集体的后腿，我想打退堂
鼓。

见我对射击心生胆怯，曾为军区射
击队运动员的教练拍了拍我的肩膀，轻
松地说，兄弟别紧张，多大个事呢。他一
边说，一边做起示范。只见他两腿叉开

稳稳站立，咔嚓一声打开保险，推弹上
膛，侧身向右——举枪、深呼吸、瞄准、击
发，枪声响起，子弹带着尖利的啸音出
膛。他还说，照着我的样子练，我就不信
你练不出来。

参谋集训队的同学，除开我这个兵
种参谋外，均为全师各单位选送来的优
秀参谋或者连排军官，他们都是身怀绝
技的高手。发现我的“软肋”后，红军团
的吴飘连长主动当起我的老师，手把手
教我如何举枪、如何瞄准、如何击发。他
文质彬彬地说，举起枪来，一定要心如止
水，要安静，安静得只能听到你的心跳。
是呀，一枪在手，内心如果翻腾如沸水开
锅，你打得准靶心那才怪呢。

跟着教练和吴飘练习，突然有一天，
我终于悟到了“五四式”射击的窍门——
臂力是基本，瞄准点是技术范畴，关键要
心无杂念。然后扛着胸环靶，提起手枪，
找一处安全隐蔽的田坎，反反复复练习
起来。在那名唤临峰山的山沟沟里，我
少说也有上千次的空枪练习，让举枪、瞄
准、击发等要领，形成肌肉记忆。一段时
间后，集训队开始实弹练习。随着乒乒
乓乓的枪声响起，数千发子弹消失了，我
的射击训练成绩直线上升。半年后，我
自信满满地走上赛场，夺得了集团军工
兵参谋比武第一名。

又过一年，我以司令部优秀参谋的
身份，参加了师参谋军事技能表演队。
第一站，是高射炮兵团；第二站，是地面
炮兵团；第三站，是为歌乐山下某步兵团
军官表演。一入该团，我的内心又忐忑
起来。当年，接我到部队当兵的新兵团
长，正是这个步兵团的团首长。我能做

到心无杂念吗？我的表演，能成功吗？
我们首先演绎了“口述战斗命令”项

目，现场记录首长口述命令，迅速在军用
地图上绘制成进攻战斗首长决心图，然
后去熟悉靶场情况。

次日上午10时，射击表演开始。全
团数百名军官，组成庞大的观摩方阵，整
齐列队，坐在离射击场百米开外的地
方。我们5位表演者，身背“五四式”，腰
扎武装带，齐步行进到指定射击位置。
随着指挥员下达的口令，我稳稳地拔出
手枪，深呼吸、举枪，右眼紧闭、瞄准，准
星缺口愈来愈清晰。25米开外的胸环
靶，在视线中若有若无。整个射击场，包
括观摩方阵，变得鸦雀无声，一切仿佛静
止了。刹那间，食指扣动扳机，子弹呼啸
出膛……直觉告诉我，成了!

示靶员送过来我的靶纸，5发子弹，5
个清晰的弹孔，紧紧环绕在靶心位置。
表演队负责人老金朝我竖起大拇指，吼
了一声：50环，好样的！坐在观摩方阵最
前面的步兵团长赵忠勇冲上来，“好小
子，打得不错！”他兴奋地擂了我一拳。

握着赵团长的手，望着他脸上那道
在战场上留下的伤疤，我问：团长，您记
得吗？我是您当年接到部队的新兵呢。

赵团长哈哈大笑起来，如同当年给
我们新兵讲话一样，声若洪钟：原来是你
小子啊。枪声响起，我就知道你有戏了。

往事并不如烟，战友情深谊长。我
永远记得教我射击的教练和吴飘战友，
记得带领我们参加比武和军事表演的作
训参谋老金，还有歌乐山下高高飘扬的
八一军旗，和那位豪放耿直爽朗的步兵
团长。

“五四式”，我终于搞定你

□张雪

男友是重庆武警某中队的基层指导
员，因为工作关系，我们聚少离多，平常
靠视频通话，两颗相爱的心越靠越近。

今年7月，男友邀请我到他所在的部
队探望。本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相聚，
没想到他却“别有用心”，给了我一段终
生难忘的记忆。

那天在炊事班吃完晚饭，我回到
接待室休息。不一会，营区的广播响
了起来：每个班两个人，“出公差”。军
人的“出公差”，是指领导或者值班员
安排去干活，比如说打扫卫生、帮厨、
采购、帮助地方群众等等。透过接待
室的窗户，我看见几个身穿迷彩服的
战士，迅速在前院操场集合，男友也在
其中。很快，他们便往后院的训练场
方向走去。

重庆的夏季，挨着暮色降临的不只
黑夜，还有骤雨。这变脸比翻书还快的
天气，没一会儿就招来了狂风和闪电，豆
大的雨点也随之从天而降。

我在屋内倚窗赏雨，却看到刚才那
群往训练场跑去的战士，有些狼狈地又
往前院学习室里跑。他们一边跑，一边
护着身下的东西，生怕被雨水打湿的样
子。这一举动更是增加了我的好奇心，
他们身下藏了什么呢？

雨越来越大，一位战士因为跑得急，
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好在旁边的
战友眼疾手快，将他稳稳地扶住。也就
在此时，我终于看清了他们护着的东西：
玫瑰花。我的心里隐隐感觉到后面会发
生的事，既有些期待，又有些紧张。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男友才从学习
室走了出来。几分钟后，传来了“咚、咚、
咚”的敲门声。不用想，肯定是男友。

“刚才在窗边，都看到啥了？”男友
问。

“看到的不多，但联想了很多。”我一
边笑着回答，一边用纸巾擦拭着他额头
的汗水，“衣服都打湿了，还是回去换一
件吧，免得遭感冒。”

“没事，就打湿了一点，不影响。”男
友牵起我的手，说：“我现在有更重要的
事，跟我走。”他又宠溺地说道：“把眼睛
闭上吧！”

他拿出眼罩给我戴上，我只能挽着
他的胳膊，缓步前行。

当男友取下我的眼罩时，我才发现
自己已身处学习室的门外。此时，鲜花、
气球、烛光映入眼帘，瞬间充满了爱的光
芒。部队的兼职乐手用电子琴弹起了
《婚礼进行曲》，学习室外，分别站着两排
战士，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束粉色的玫
瑰花；学习室内，用电子蜡烛和红玫瑰花
瓣铺设了一条爱心走廊，走廊尽头的电

子屏幕上，是我和男友的合照。
我猜到了他会求婚，但没想到会如

此声势浩大，面对此情此景，我紧张得要
命，手也有些颤抖。

男友坏笑着说：“刚才不是说不‘虚’
吗？怎么现在紧张了？别愣着，往前走
吧。”

我这才回过神来，每往前走一步，就
会收到两旁战士递来的粉色玫瑰花，以
及一声“嫂子好！”当我走到爱心走廊的
中间，转过身来时，只见男友左手拿花，
右手拿话筒——

“亲爱的，转眼我们就相识一年了。
这一年里，我们有欢笑、有辛酸、有快乐
……谢谢你陪我度过的每一个瞬间，是
你的存在，才让我不再孤单。以后的日
子，不求轰轰烈烈，但求有属于我们自己
的幸福。往后余生，我左手牵你右手敬
礼，忠于祖国不负你。亲爱的，你愿意嫁
给我吗？”男友说完单膝下跪，将红玫瑰
递给了我。

他的战友们大声欢呼着：“嫁给他！
嫁给他！”

我激动地接过鲜花，大声说道：“我
愿意。”

伴随阵阵掌声和祝福声，男友从他
的迷彩服口袋里掏出戒指，细心地为我
戴上。这一刻，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成
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在军营里说出“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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