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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的拖拉机》是杨光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整部小
说不论是从立意、构思上看，还是从情节、语言上看，处处透
露着作家的鲜明特点：不刻意追求奢华，却显大方自然，棱
角分明的外表下，恰到好处地嵌入几分细腻委婉。

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如何能艺术地再现客观生活，既
是作家自身追求的艺术目标，也是评价小说艺术水准的标
尺。毫不夸张地说，《奔跑的拖拉机》准确而艺术地再现了
改革开放后，因时代的变迁给基层百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
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对所有的那个时代的
人们都是一个触动。小说借助苏济阳、苏星兄弟二人的人
生命运生动而准确地再现了那个时代。

从大处看，时代变迁，国家政策；从小处看，个人心态，
处事准则。在反映客观生活和社会变迁上，作家把握得分
寸得当；在故事情节的布局构思上，主线分明，副线交映而
浑然一体，将现实生活来了一个艺术性地翻版；在人物形象
的塑造上，苏济阳、苏星、高秀兰、刘念香等等都是有血有肉
活灵活现，合上书本，他们就好像一一站在你的眼前。

文学作为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个分支，
必然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部作品，只要能称之为艺术品，
也必然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但作品本身能否准确地反映那
个时代的客观生活，既是作品本身艺术水准优劣的外在尺
度，也是作家自身创作能力的体现。

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那么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
作品肯定也是无限多样的。之所以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关键是因为客观生活中对于哈姆雷特的所作所
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评价，人们是也必然都是站在自己的
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和他人，所得出的观点与认识也必然是
不完全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奔跑的拖拉机》中，都是借助父亲的关系，苏济阳成
了公社拖拉机站的临时工，面对社会变迁，不等不靠，更不
是一味抱怨。从自己买车跑运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踩
出一条幸福之路。

苏星则是供销系统的正式职工，初期是顺风顺水，后来
在改革的大潮中成了下岗人员。迷惘过，努力过，最终生活
得是一地鸡毛。

从表象上看，苏济阳一向坚毅、灵活有担当，苏星则是

见风使舵且品行不端，虽然已有醒悟却难逃厄运。小说本
身展示给读者的确实是这样的文本理念。其实，假如读者
稍作留意的话，应不难看出作者也想在主线之外特意刻画
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场景。作为副线，小说中也提及了边
玲的提干，苏涛的发迹等，因为种种原由，作者自己也没去
探讨小说自身所显示的生活背后本质的东西。

鲁迅笔下的未庄，除阿Q之外，还有大多数人过着尚能
自足的生活，鲁迅非要刻画出阿Q这一形象，借以展现数千
年的封建礼教和现实生活的压迫，使得底层百姓麻木、愚昧
却又狡黠、可怜；杨光路笔下的槐树庄，除苏济阳外，还有大
多数人过着随波逐流的日子，面对社会的变迁，他们未能像
苏济阳那样踏着时代的节拍，踩出一条星光大道，难道仅仅

是缺少胡局长这样的伯乐？
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一身愚昧习气，满脑陈腐思想，

置身于时代的变迁中，虽然是百般无奈，也只能融进社会的
变革中，撤走香案，换掉花鞋并不显半点的修饰与夸张；杨
光路笔下的刘念香，面对丈夫的花心和下岗再就业，从容应
对，大度担当，最后还成了一名大型拖拉机手，确实给人一
种为文造景的嫌疑。

当然，一家之言，难撼文章千古；瑕不掩瑜，终为实至名
归。《奔跑的拖拉机》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与优点，无论是人物心理的刻画，还是细节场景的描写，都
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画面。年轻时的苏济阳
去高秀兰家吃饭，婚后买拖拉机跑运输，春节后踩高跷，处
理养父的后事；苏星与刘念香的相识相爱，与边玲的出轨，
水果摊的风波，小嫂子的诱惑，一桩桩生活琐事的准确再
现，让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在准确、艺术地反映客观
生活这一尺度内，小说自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多角度、立体化、惟妙惟肖地描摹了一幅地域鲜明的时
代图画，这是《奔跑的拖拉机》这部小说的整体特征。文本
表象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已无需赘言，或许是因为内在立意
太过明确，或许是因为外在环境纷扰复杂，在我看来，小说
自身所描写的表象背后必然有的深层本质，作家并没有去
刻意提炼。我想，这大概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原因。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时至今日，以农村、农民为题
材的艺术作品已然成为一个光彩四溢的百花园。漫步园
中，如果说门口不远处那个开满洁白花朵的高大刺槐是鲁
迅的作品，院子中间那簇耀眼却有几分羞涩的菊花便是赵
树理的作品。

当你仰视刺槐的高大，赏析菊花的秀丽时，也一定会被
路边那丛蔷薇花所吸引。它朴实平淡，却清新大方，一大簇
一大簇地开满生命的活力，自是一种别样的幽香飘逸在这
满园花丛间。这就是杨光路的作品，它已经成了现当代文
学园地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因为它记载的是历史，承担的是
希望，展示的是勇气。

因此可以这样说：杨光路是文艺大道上的路标，也是文
学青年学习的榜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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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蔷薇花
——读《奔跑的拖拉机》有感

◎周新民

全福喃喃着，似是在自言自语。有一会儿，芳
草以为全福要么是又喝醉了，要么是发高烧说胡
话。

可是，当芳草证实了他既没发烧也没喝醉时，
深深的悲哀与失望，一下填满了芳草的心。这重重
的一击，让她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她呆坐
着，一动不动，只是下意识地用手护了腹部，护了她
腹中的孩子。

接二连三病痛的打击，让老六不得不静下心来
考虑一下自己的时日和儿子的未来。经过了无数
个痛苦的不眠之夜，老六一咬牙，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要趁自己还有这口气，把全福的事安顿好。老六
很清楚自己的儿子，他知道，凭全福的学识，进镇政
府已没有可能；供销企业滑坡，眼看就到了朝不保
夕的地步，大批人员下岗，势在必行。从哪方面讲，
对全福都不会有利；目前，惟一的途径，就是在供销
社大量减员之前，自己体面地退下来。

老六知道，全福一旦被削减下来，他既不能像
镇上的泠麦蒿那样啥话都敢说，啥事都敢干。全福
没那个胆；他也不会像于东海那样靠灵活的大脑和
一双勤劳的手去致富。他没那文化，也吃不得那
苦。惟一的路子，就是设法让他能当上村干部。只
可惜目前全福不是党员 ，没有资格当支书。不过

这不要紧，可以让他先当着村委会主任，等过两年
入了党，这支书的位子，自然就是他的。自己退下
来，暂时没有支书，主任和书记的权力，都在全福一
个人手中 ，称呼上吃点亏，实际上是更实惠。凭自
己多年的经验，老六知道，惟有这样，他的儿子全
福才能混下去。要想让全福上，他自己就必须下。
想到这里，老六的心不由隐隐有些痛。当了几十年
的村干部，说下就下来，那滋味，并不是那么好品。
可是，为了儿子，他已顾不了这么多。

在那个月光清淡似水的晚上，当老六把自己的
打算详详细细地讲完之后，芳草和全福一时都没有
说话。屋子里，只有烟雾奔跑和月光流淌的声音，
在不停歇地制造着一丝生动。

他能当村干部？能领着大、小苇子圈的近千口
人往富路上奔？结婚之后的这些日子，芳草对全福
的了解，深入了许多。曾被某些表面的东西掩盖着
的全福的另一面，她不曾看清的那一面，如今时隐
时现地显现在她的面前。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
人，能带好别人？从公爹爱子心切的角度来看，这
种选择无疑是对的。可是，对近千口苇子圈的民众
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全福起初心中有些抵触。自招聘失败后，他对
老爹的看法，起了质的变化，感情上，也大不如前。

从镇上回到村里来？再差的工作，也是在镇上。再
好的差事，也是在这个小村里。人怎么能往低处走
呢？直到他爹老六仔仔细细地把想法讲完，全福才
似是猛地醒过来。在内心里，他不得不承认，姜还
是老的辣，还是爹考虑得周全。

“我基本没在村里待过，没啥基础，选举的时候
能行？再说，还有镇上这一关。”

全福又有些忧愁起来。
“镇上的事你就不用管了，明天我就过去吹吹

风，摸摸底。这投票的事，你得自己去活动，你一
直不在家，有坏处，也有好处，起码没啥对立面。全
看你咋去办了。”

老六说完这些，有些疲累地闭上了眼睛。他挥
挥手，示意全福和芳草可以回他们的偏房去了。

“这千把人的村子，你能行？”
回到自己屋里，芳草不无忧虑地说。

“嗨，啥叫行？啥叫不行？你没听人家说吗，说
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爹有多大本事，不也干了这几十年？”

全福有些激动，也有些兴奋。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这可是关系到咱苇子

圈一千来口人的大事，到时干不好，乡里乡亲的，咋
交待？”

全福听芳草这样说，脸色马上变了：“我还没干
呢，你咋知道我就干不好？我知道你心里咋想的，
哼，得不到的，就是好的。你以为他能比我强多
少？喂个兔子养个鸡的还凑和，当领导 ，他有那血
统？”

芳草万没想到全福会这样，这突然而至的羞
辱，一时让她恼怒得说不出一句话。紧咬住被角，
她—任泪水在心底深处流淌。

全福爹老六的病又好起来，他接连不断地往镇
上跑着。全福也一改过去见人待答不理的模样，不
管见了谁，远远地就打招呼，待走近了，又忙着递
烟、点火，那副格外殷勤的模样，让芳草见了，心里
只觉得一阵阵不舒服。

这天，芳草正在家有一下没一下地编着地毯，
文隽踢踏踢踏地走进来。

“芳草，你还挺能沉得住气啊！看你老公在苇
子圈的大街上游来荡去的，把鞋底都磨穿了吧？你
这做夫人的也不去帮着摇旗呐喊吗？”

文隽一改往日的顽皮，满脸的怪模样。
芳草苦笑笑，让文隽坐下。文隽不坐，她站在

芳草对面，望着芳草的脸，从未有过的认真：
“你面前的候选人，一个是郑全福，一个是于东

海，面对着他们，你会投谁的票？” （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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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鞠
慧慧

大娘去世半年后的一天夜里，利奇马台风带来的风
雨大作终于让她那座历经百年的老房子坍塌成土。废
墟里，母亲收拾着大娘生前的遗物，不胜唏嘘，几声叹
息。我站在巷口，触目所及，几家院落都已是人去屋空
后的废墟，从前的人语杳然无声，从前的身影渺然无迹，
从前的时光遥然远去，从前的热闹恍然若梦。一片荒凉
与空寂里，我望进巷子深处，依稀望见岁月深处——

据母亲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乔迁新居是在满月之
后。父亲在我们家的巷子对面的枣林里盖起了全村第
一座瓦房屋。墙壁虽然还是土坯的，房顶却已是高高隆
起脊背，且覆盖了一层红瓦。那红瓦于一片灰突突的土
屋平顶中格外鲜亮耀眼，大有鹤立鸡群的遗世独立和目
下无尘的优越风姿。心气高涨的母亲在我刚刚满月之
后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搬离老屋，搬出了家族世代居住
的小巷。

窄窄的巷子，坑洼不平，晴天时尘土飞扬，下雨天泥
泞难行，扭扭曲曲连着外面的世界和生活。巷子里居住
着五户人家，是我自小就熟悉无比、远近亲疏不一的同
族亲人。他们每日生活在巷子里，迎接生，迎接死，迎接
着月圆月缺和流转的四季，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最寻常的人
生。我称呼他们爷爷、伯伯和叔叔，他们则呼唤着我的乳名，看
着我和所有的后辈子孙一天不同于一天地长大。每天，他们来
往于巷子，出去，回来，忙碌，老去，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可
我知道这就是生活。而这条巷子是他们的根，是他们与生活往
来的起点和归处。他们从不怀疑人生的价值，也从不问活着的
意义。似乎，一切都自然而然。如同我们生命中理所当然亘古
存在着的亲人与情感，仿佛世界原本就是这样，我们原本就是一
家，生活原本就该是眼前的模样。

我出生的老屋在巷子最深处，老屋建于什么年代，我不得而
知，奶奶只说她嫁过来时，老屋就已经在了。老屋和村子里所有
的房子一样，青砖为基，然后是一层层土坯垒砌而成。有四间北
屋，是所谓的正房。我和奶奶住在西边的两间堂屋里，堂屋正中
是一张老旧的八仙桌，东西各有一张更旧的八仙椅，桌子上面放
着一条长长的隔几，安放着青花的瓷瓶，瓷瓶里插着鸡毛掸子。
隔几上方的墙上平日里挂着水墨的四扇屏中堂，逢年则会换成
供奉祖先的年轴。中堂两边的墙上挂着两个相框，照片大多是
黑白老照片，照片里有熟悉的亲人，也有陌生的面孔。镜框后则
是跋山涉水而来，伯父一笔一划写就的家书。这也是爷爷奶奶
心心念念的牵挂和念想。

堂屋的横梁上垒砌着燕子的窝，每年春天他们都会准时从南
方回归，穿门入户，衔泥唾液，筑造新巢，养育儿女，呢喃私语里，与
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同栖共生。人们从来不把它们当做登堂入室
的闯入者，而是每年等候它们北归，经春历夏，听它们切切私语，看
它们进出忙碌，盼小燕子出巢飞行，当它们是久处的朋友。

堂屋门前是奶奶的纺车，奶奶每日坐在那里，盘着她的小
脚，慢慢转动手里的纺车，扯出长长的光阴和温暖的岁月。转动

的纺车转走了四季光阴，也转走了她的流年岁月。彼
时，时间是木心笔下从前的时光，很慢。每日太阳升起，
流云变幻，阳光投射到门下，脚边，然后慢慢爬上纺车，
再慢慢滑下，地面的光影随之慢慢西移。防线间隙，奶
奶不时瞥一眼地上的光影，移动了一个韭菜叶的距离，
然后是一指的宽度，然后是一掌的长度。她没有钟表，
她的钟表就是脚下的阳光，那是她用来衡量时间的标
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阳光照到堂屋的时间和光影
各不相同。奶奶会说冬天的阳光比夏天短了几寸，会说
今天的阳光比昨天长了半寸。是的，她的光阴是用寸来
衡量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几点几分，也难怪古语里
会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惜时之说。

东边两间厢房放着奶奶陪嫁的衣橱。有一段时间，我
对奶奶和大娘的陪嫁衣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着她们神
秘兮兮的从里面拿东西或郑重其事的往里面放东西，我的
好奇心像决堤的洪水般泛滥。探秘的结果是我从一个个
橱柜的角落里寻到一枚枚铜钱，上面刻着我不认识的大
字，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将它们做成一枚枚毽子，或将它们
挂在风铃上，听它们在斜风细雨中浅吟低唱。流年暗度，

我渐渐长大，它们也渐渐不知所踪。从此，两两相忘。
东厢房里还放着爷爷的床。爷爷和奶奶似乎从我记事起就

一直分居，他们习以为常，我也理所应当。他们那一辈人对婚姻
更多忍耐，更多认命而不会改弦更张。

院子里还有两间东屋，是厨房。土坯垒砌的锅灶连着土坯
垒砌的土炕，每到冬天，爷爷便会由东厢房般至土炕，做饭的余
温足以抵抗冬夜的苦寒。灶上有大大的烟囱，伸到屋顶上空，每
到夕阳西下，风箱响起，村子里便会升起惹人乡愁的袅袅炊烟。

彼时，村子里目之所及的房子都是土坯房，所有土坯都是自
己做的。我清楚记得他们为了盖一栋房子经年累月的忙。大人
们拉来一车车的土，用水和成泥，找一块能照着阳光的空地，把
土坯模子放在地上，用锨把泥锄到模子里，表面用泥板抹平，虽
不说光滑如镜，可也平分整齐。然后把模子轻轻的撤出来，再接
着做下一块。土坯做完，放在太阳下晒，晒到一定程度，还要再
洒点水在上面，以免土坯晒裂。待到半干时就要把土坯和地面
粘连的一面小心分离，换个地方继续晒，直到晒成为止。盖一栋
房子所需的土坯甚多，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需要时间和毅力
的浩大工程。

土坯房顶上铺着厚厚一层苇箔，苇箔上涂着层层黄泥。打
苇箔也是件相当辛苦的事，从集市上买来芦苇，晒干，去头，去毛
燥的外皮，然后在院子里竖起几米长的木头架子，用尼龙绳在两
边隔十几公分拴一块木头，放上几根芦苇，把两边的尼龙绳交叉
一下，再勒紧。如此反复，打好苇箔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曾
无数次看到爷爷和父亲站在苇箔前迎来一个个正午，送走一个
个黄昏。时光里，他们足够耐心，可以长年累月做一件事，无论
是女人们做一双鞋子，还是男人们盖一座房子。 （待 续）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秋高飒爽，万物金黄；五谷丰登，金桂飘香。秋是播种的季
节，播撒来年百花争艳、收获硕果满仓的时节；秋是希望的季节，
更是身体机能加强运动与锻炼的黄金时节。迎秋风，送安康，兴
隆街小学校园健身操场向我们公众无偿开放了。

秋高万里运动场，校园美景融一色。身为家长目睹了校园的
落成建设，校园的步步成长，校园的点点滴滴，做为校家委会一员
我的身心早已融入其中。校内绿草如茵、百花斗艳、设施完善、幽
雅安静；孩子们朗朗读书声，勤奋好学；校领导以身示范，以校为
荣；老师们言传身教，爱心传导；这份意境、这份融洽、似诗如画、
仿佛把学校置身于一片世外桃源，释放着青春的蓬勃色彩。

听民声，取民意。操场对外开放的这几晚，我们总会在操场
遇到学校的两位校长，用他（她）们的话说：“在这里可以与你们面
对面的用心交流与沟通，才能让我们校方取长补短，弥补不足，你
们的意见与建议就是对我们学校最大的支持与信任！”交流的第
二天学校就改进了操场照明设施，照亮了整个场地，让操场之上
洒满了浓厚的正能量。所谓“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健康快乐的，
快乐是生命的财富。”

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今，利在千秋。当我迎着操场中
的五星红旗奋勇前行、挥汗如雨时，心中油然升起两个滚烫大字：

“感恩”。感恩国家繁荣富强，感恩学校“不忘初心、服务民生”，感
恩老师辛勤奉献、始终如一，更要感恩校家委会为学子、为家长们
做出的后勤保障。

校园操场的对外开放，也正是映出了我们魅力济阳做为“精
致城市”重要建设的一部分。健康了市民，亮化了城市，更加谱写
了一篇文明、和谐、友爱、忠于党、奉献于国的完美乐章。

用一颗感恩的心，致敬兴隆街小学全体老师！
作者单位：水务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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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最美校园操场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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