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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眸（国画） 赵红云 作

家乡，就像我的母亲，无论我走到
哪里，也离不开她的怀抱。特别是，当
我承受不了只身漂泊的孤苦时，在走
过几年的求学之路后，终究选择将自
己交还给她，回到她的怀抱里。因为，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那么依恋着她、
深爱着她，我的家乡！

坦白地说，很早的时候，我的心里
没有乡情。一是因为自己的心智尚未
成熟；二是归属那些体貌雷同的乡村、
楼宇。那时候，我们望着同一片天空，
喝着同一条河的水，吃同一种味道的
饭，以同样的话题作为忙碌间的谈资，
做同样的事儿结束一天的奔波。我不
知道我的家乡与其他人的家乡究竟有
何不同。那时候，我伏下身子低着头，
甘愿被人群和石料、金属的大潮浸
没。我初涉世事的双眼分不清黑白大
小，尚未成熟的心智难辨真假善恶；我
渴望她匆忙的脚步行走得慢一点，再
慢一点。

我知道自己不应奢求太多。我知
道存活于此世，即便降生在昆仑山巅，
万千弱水也不能尽我采撷；我知道我
成不了隐者或贤人，不可能将整个人
间当作自己的桃源。我知道自己只能
劝说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彼此和解，让
它们不要在意太多与乐园和永恒有关
的部分，而只在意结束一天的浑噩思
考后尽早进入梦乡，并祈盼第二天太
阳照常升起。

朝阳也确实能如约照耀我的心
房。每天都是。无论我清醒与否，烦
恼与否，倦怠与否。晨光永不缺席。

我去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寻找
答案。我想象城市和乡村尚未如此雷
同的日子。我想象我看到过的、曾经
身处其中的风景。

我想象自己年幼的时候，常常对
姥爷家的院子是那么好奇。每当学期
结束，我便可以独自在小院儿里挥霍
精神和体力。我在香椿树下骑着粉红
色三轮车，围着一小簇萱草和黄瓜架
转圈，时不时抬头看天，思考那个年纪
不可能想出答案的问题；听闻胡同里
那位老人由远及近“面——乌豆
——”之类的叫卖声，便赶快丢下小
车，去屋里找长辈讨要零钱。

我想象自己观望奶奶家的灶台，
因为要做一个计时游戏，而在里屋的
土炕、堂屋埋进地里一半的水缸和吃
饭用的四方小桌间，来回疾跑。繁忙
的供销社、绿沫堆积的河水、逼仄的土
路于我而言也是模糊的，我记得这些
地方在大风天里散出的味道，大雨倾
盆抑或夏日炎炎，依旧自顾自透出蓬
勃的生气。

我知道自己并非沉醉于过去，也
不愿追思已经远走的年少时代；我是
想在关于过去和家乡的回忆里寻找那
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东西，恰恰这东西
或许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

我只知道相较于过去的自己，我
变得盲目、失聪和愚蠢。跟以前能看
到的悠长、幽静、濡湿、久远的雨相比，
我更多看到短暂、沙尘、冰雹、人造的
烈火与大自然的狂风。我变得越来越
急躁和焦虑，凡事越来越想尽快看到
结果，只愿选择相信眼睛所能看到的，
忽略了那些美好的、我“早就了然于
心”的东西，不再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越来越多看不惯的人和事儿，越来
越多烦恼，越来越难以忍受自诩高明
的孤独。

那时候，我忘了我的家乡，忘了我
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忘了惊蛰、
清明、谷雨、冬至，忘了所有盛大而烦

琐的节日，忘了那只在我掉进河里
时，幼小的身体拼命挣扎着，不自量
力地、用尽吃奶的力气也要把我救上
来的小狗。

我想寻找问题的答案，探究那些
曾被我忽略的东西。我企盼重走历代
那些伟大国王、贤人、博士祭酒、炼金
术师、吟游诗人、马戏团团长、滑稽剧
主演的行路，试图客居那些逃亡者的
家乡；我于那些山川河流里倾听即将
为民献身的少女的忧愁，与那些受尽
饥旱折磨的人群共同祈祷一场酣雨，
在那些烽火台上遥望战争年代里异国
的星空。

不为复制和追赶前人的步伐，只
为追逐红日，追逐归墟，追逐大道，将
自己活成追逐的样子，叫自己不是在
追逐就是准备追逐的路上，每一秒都
在启程，每一秒都在思考，每一步都
为终将遮天蔽日的密林播撒下一粒
种子，每一步都作为一滴水行走和飞
洒，为北海极寒的波涛献出我的固执
和渺小。

……
我觉得我找到答案了。
我当然不厌弃家乡，家乡更不可

能厌弃我。是她始终在接纳和包容我
的任性，鼓励和拉长我徒劳的思考，静
静地，缓缓地，以一种任人宰割的柔情
和温驯等待着，等待着，盼望游子们在
漫长的汲汲营营后幡然醒悟，归去，归
去，回到她的身边来。童年在我身体
里，记忆在我身体里，从来不曾离开，
它们是我未来所有思考和进取的种
子，帮助我在迷失时收起懊恼，打起精
神，将目光凝聚在更深更远的标的。

我知道能被看到的事物只是真理
的一部分。我知道我应更多专注于自
己的内心，专注于桃源的阡陌无限延
伸出去的部分，发现无序中的有序，相
似中的特异，发现贫瘠中的丰沛，发现
真挚，发现稀有，发现美。

我的脚走到哪儿，我的思绪像白
鸽和柳絮一样飞到哪儿，家乡就跟到
哪儿。

家乡在我头脑里。只要我还活
着，家乡就在我心里。我的家乡——
有山有海，有风有雨——正是绵亘无
绝的整片大地。

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后，从童年回
到现在，我仍旧离不开我的家乡；但我
“依赖”的事物和心绪令我时时欢喜。

乡情的安和，孕育在我心里。

静海籍作家杨伯良的长篇小说
《楼村》，是一部以农村城市化为题
材，弘扬时代主旋律，颂扬人间真善
美，鞭挞假恶丑，充满乡土人情味道
的小说，是一部农民生存状况、思想
改造、生存方式、社会地位和身份转
型的历史。小说中的楼村不仅仅是
一个农村，作者赋予了它一种内在
的精神象征，它代表了一种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一种为了梦想
不屈不挠的坚持、一种勇敢承担责
任的勇气。小说反映楼村人的审美
气韵与人格风貌，直面农村城市化
进程中的阵痛与蝉蜕，揭示中国乡
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问题与农民
的复杂生态，隐含了一个深刻的寓
意和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价值。

农村城市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
系统工程，它不仅是农民社会身份
和职业的一种转变，也不仅仅是农
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一系
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
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
整体转型过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
就在于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
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农民的
最终出路问题。然而，就在农村实
现城市化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农
民城市化问题，使农民真正成为享
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农民，却是困扰
楼村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棘手问
题，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
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面对城市化的
楼村，主要人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李宝明，为人正直，胸怀宽
广，有才干，办实事，是一个很有爱
心的人，在他所有作为里基本都贯
彻着仁民爱民精神。他一身正气不
怕邪，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在这个
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所思和理
想，是极尽笔墨塑造的“忠诚、干净、
担当”的新一代农村干部形象。

在处理拆迁过程中出现的新矛
盾，他既严守规章，又机智灵活，处
理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新矛盾和问
题。他撮合李广清和柳云芳的婚
事，解决双庆、梦花和陈晓敏之间的
感情纠葛。二侉子算计他，上访，写
匿名信，但宝明从顾全大局出发，最
终都原谅了他。与徐三姑、三驴子
等人的周旋，也显示出他的智慧和
思想的坚定。为弥合于、李两大姓
之间的历史矛盾，殚精竭虑，促使两
大姓最终走向和解。在面对旧的民
风民俗与新的生活观念发生冲突的
时候，他也是灵活应对，巧妙处理。

农村城市化是维护社会稳定和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组成部分。确
保社会稳定涉及面广，牵扯的问题
多，是需要上下努力、多方配合的社
会系统工程。李宝明多次向刘镇长

汇报请示，楼村的搬迁方案由镇政
府城建办帮助制定并修改过，也经
过了镇党委、政府批准。在做出楼
村拆迁这个艰难抉择，镇党委、政府
领导和他这个楼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那份
决心，那种痛苦，那股子勇气，那些
想不到的能量，历历在目，仿佛就在
昨天。
楼村，是龙兴镇出名的“老、大、

难”村。楼村除了有小楼、牌坊、金
丝枣这三宗宝之外，还有私搭乱建
多、矛盾纠纷多、信访隐患多、村容
村貌差、村内于姓和李姓两大家族
势力争斗，历史恩怨难解。镇政府
曾多次派出工作组，都没能从根本
上解决楼村的问题。楼村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与捉襟见肘的集体经
济、落后破旧的窄街和曲曲弯弯的
老胡同形成了强烈反差。村民居住
条件非常差，民房布局混乱无序，设
施不配套，安全隐患多，吃水难、排
污难、取暖难、如厕难等问题十分突
出，村民生活质量低下。在周边村
庄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楼村依
然按照自己一成不变的步调和节奏
生存着。镇党委、政府决定将楼村
纳入拆迁改造计划。当刘镇长把这
个决定告诉宝明的时候，他既高兴
又犯愁。高兴的是楼村终于有了改
换容颜的机会，愁的是楼村拆迁改
造谈何容易啊，人们观念陈旧，排斥
新思维，统一思想难。到时候有没
有“钉子户”也很难说，关键是没有
经验，预想不到的问题可能会很
多。如果在拆迁问题上把握不好，
就更容易引发波澜。不给补偿，违
章建筑户主不干；给补偿，那些听话
的没有违章建筑的村民心里不平
衡，很容易引发利益矛盾和激烈冲
突。任何一个环节处置不当，都有
可能激化群众情绪，甚至引发治安
案件。宝明本着好事要办好，村民
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要以村民满意
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准则，把可能
出现的问题和预料之外的困难想在
前头，尤其是做好一些老人的思想
疏导工作，制定了预案和应对措施，
才使得楼村顺利完成了搬迁任务。
在21世纪乡村城市化进程高歌

猛进的大时代背景下，楼村的原生
态人性人情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和价
值。农村城市化的转变深刻影响着
农村人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使他们的爱情呈现出更
为复杂的状态，有欢乐、有痛苦，还
有更多的愁惆与无奈。小说重点描
述了陈晓敏为了自己的爱情，饱受
舆论攻击和侮辱，不得已选择出家
五台山，但最终和双庆梦圆成真。
梦花背叛双庆，跟别的男人出走，自
己毁掉了婚姻，毁掉了幸福……描
述了双庆的懦弱、憨厚，重情重义以

及他与梦花、陈晓敏两个女人之间
发生的关于勇气、责任、梦想、坚持、
苦难和爱情的故事。
《楼村》借鉴了国画中“皴擦”，

笔墨或浓或淡，从不同的角度描述
楼村的世代往事，上下回旋，呼应穿
插，重叠在楼村这个特定的世界之
中。小说力求写出乡村民众在农村
城市化进程中的真实心理状态：他
们虽然向往历史进步，渴望美好生
活，也渴望改变自己家乡的落后面
貌，但他们却又对老楼村的土地怀
有一种不舍的情怀，为追求各自的
利益表达出不同的心声。主线明
晰，副线隐喻，小说紧紧抓住人性的
闪光点和丑陋之处，向读者诉说农
村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精神困局，
生动地展现了当代楼村的官民关
系、经济关系、人畜关系，尤其是于
姓与李姓两大家族间的争斗，当年
“鱼吃狸”与“狸吃鱼”的秘密在乡村
中的斗争形态。无处不在的人性欲
望与封建迷信对意识形态的渗透，
导致了楼村乡土人伦的变化。二侉
子的刁钻、贪婪、自私、狭隘，为了达
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毁
掉弟兄情义，上访、写匿名信，因为
拆迁有钱了，酗酒、赌博，输掉了拆
迁款，输掉了人格……三驴子的耍
横、刁蛮、不顾亲情，有了拆迁款，就
买豪车，吸毒……徐三姑的世故、迷
信、圆滑……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

画，展示了当代农村人复杂的人性
和命运，塑造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
的多彩群像，赋予这些人物的原生
态人性人情，并力求使每个人物都
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和价值。

小说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对现代
乡村社会的全景爆破式呈现，直击
了农村城市化的各种矛盾，提出了
中国现代乡村城市化的建构问题。
小说通过对于作为传统文化代表与
化身的于世林、李家喜两位人物的
塑造，展现出他们对老楼村的依恋，
对故土故居的不舍，对老传统文化
的深情固守，面对新生活新变化感
到茫然，彷徨，不适应，不接受，与年
轻人渴望住楼房，渴望过城里人的
新生活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强烈碰撞
和抵触，也反衬出楼村人对幸福生
活的期望。

本部长篇小说与时俱进地揭示
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问
题与农民的复杂生态，为人们客观
地思考静海文化文脉传统与当代文
学价值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楼村》风格新颖，幽默有趣，哀

而不伤，乐而不淫，把淳朴的民情风
俗渗透到活泼生动的乡村语言里，
描绘一个生机活泼又充满泥土气息
的乡村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一幅
认识农村的地域性风俗画，以独有
的视角展现了当代农村城市化进程
中的人性人情。

张秀婷，这个名字富有诗意，其人年
逾半百，已是两个外孙的姥姥。因为她
钟爱诗词，在静海一带也算是小有名气
的农家才女。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王
耀群在王口文史群转发了张秀婷写的
一首词，赢得好评不断，引起了我的特
别关注。即：《卜算子·七夕》，原文：“徙
鸟未曾鸣/鹊影觅无处/此夜银河架鹊

桥莫把佳期误//温梦渡良宵/忍别归时

路/天上人间未了情/不羡朝和暮。”

作为同乡，我对张秀婷久闻其名，
却始终无缘结识。就是在这首词发表
不久，经好友王耀群成全，我如梦所愿
得到机会走访了这位才女张秀婷。此
行并非为蹭文化热度，主要是想借鉴
她的创作经验，向她求教一下诗词格
律的运用。

走近张秀婷，了解了她的身世和
阅历，才知道她也曾命运多舛。张秀
婷是静海沿庄镇小河村人，地处静海
西南边界，与河北省大城县相邻，位置
偏僻，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她是家中
最小的孩子，两岁丧母，15岁丧父。初
中尚未毕业，无奈含泪辍学。

刚刚离开校门的张秀婷，遇到了
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把她引领到古
老的诗词世界。那是20世纪80年代，
当时小河村有一片枣树林，村里开始

搞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每家分了几
棵枣树。未谙世事的张秀婷人生第一
份担当就是独自负责在地头看护枣
树。那时，她常常看到一位老先生背
着手，在枣树林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
有词。其不知，这位先生出身于文化
世家，精通古典文学，汉赋、唐诗、宋
词、元曲等随口吟咏，写得一手地道的
欧体书法，还会打一套娴熟的陈氏太
极拳。这位先生看着枣树，一边踱步
一边背古诗词。出于好奇，张秀婷就
跟先生一起背诵诗词，渐渐地就开始
跟着先生学习创作诗词。

那一年的秋天，张秀婷跟着先生
每天吟咏诵读古诗词，学习一些诗词
创作的基础知识。多年以后，张秀婷
创作了一首诗《怀念》，其中怀念的就
是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即：“有一片
枣园/时常让我向往/看园的老人和枣

园的月光/总是让我的记忆/走不出童

年的怀想//那如水的月光/映衬老人的

笑脸/充满怜爱，饱含慈祥/曾抚慰我

苦涩的童年/赋予我美好的少年梦想//

那条弯曲的小路上/老人的谆谆教诲/

使年少的我懂得/坎坷与平坦都是道

路/没有比自己的脚更长//环绕枣园的

小溪旁/老人不倦的教我吟诗作赋/更

教会我/在人生的路途上/如何捡拾岁

月的诗行//如今，老人家与我隔世很

远很远/枣园也与我相距好长好长/我

的心却永远走不出诗词的平仄/如同

走不出/月光下老人那慈爱的目光。”

现实生活中总有不如意的事，在张
秀婷的精神世界里，幸有古诗词陪伴。
她凭着创作诗歌，抒发内心饱满的情
感。1984年，她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一
首歌《那就是我》，因为刚刚离开家乡，
听到这首歌，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下子
来了灵感，随即写下一首发自内心的
诗，迫不及待地寄给了《诗刊》，竟然如
愿以偿地得以发表。原稿如下：

乡恋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
吱歌唱的水磨，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
向你微笑，那就是我——”歌词《那就
是我》

我是你高高的屋檐下

滴落的雨珠

为雨后黄昏的宁静

叩响悠远的节奏

我是你清澈的小溪里

一枚洁白的小石

为阳光下的粼粼微波

增添一分清秀

我是你丰收的原野上

一群曼舞的蒲公英

为疲惫了的土地

洒下一片温柔

我是你皎洁的月色里

一缕缠绵的风

带走了你的爱抚

也带走了那美丽的乡愁

生活的艰难并没有什么，只要心
中有诗词就好，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
而诗词就是她的生命。有一阵子，张
秀婷陷入一种“疯魔”的诗词创作状
态，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才能写出更
多更好的诗词。20世纪90年代，她向
《天津农民报》、静海广播电台投稿，屡
屡发表。她到邮局去领稿费，虽然只
有十块、二十块钱，但那种快乐，那种
精神上的满足，不是那点钱带来的，而
是发表了的诗词带来的。那种滋味，
那种成就感，真是有说不出的幸福。
2015年，张秀婷真正钻研古诗词

创作。她的诗词作品，多是描述生活
场景，但读懂她诗词的人，都知道那并
不是对生活场景的简单描述，而是以
她的内在天赋，加以丰富的想象，构成
了美好的画卷。生活中并不缺少美，
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坦率地
说，张秀婷就有这样的一双慧眼，她以
丰富的情感把这些美采撷下来，创作
出诗词。她的诗词，就像山间的清泉，
涌出来，叮叮当当得作响，化成一汩汩
溪流，清澈见底，向前奔流，永不停息。

农民进城中的人性人情
——解读杨伯良的长篇小说《楼村》

李亚文

最可爱的人
薛韵寰

乡

情
张
墨
涵

乡愁缕缕成佳句
苑会议

扛起沙袋飞奔
年轻的军人，你被记者
定格在镜头里的时候
浑身泥水，热汗涔涔

连续十几个小时奋力抢险
实在是太累太困
你吃饭喝水的工夫
竟然倚靠着战友，鼾声深沉

害怕惊扰你难得的小憩
不忍心擦去你脸上的污痕
但是我内心莫名的感动
泪水禁不住洇湿衣襟

每一次灾难降临
你都义无反顾，奋勇投身

每一次家国安危
你都无怨无悔，血热情深

我苍白无力的诗句
不敢摹写钢铁雄壮的军魂
却一定要壮起胆子
赞美英勇无畏的军人

中华大地上
博爱广如烟海
英雄灿若星辰
无论时代怎样变迁
无论世事怎样纷纭
史册定会记载你的奉献
诗歌定会传唱你的精神
抗洪一线的豪情壮士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