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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洪芬 文/ 图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写的
是关于 “判断 ‘中年油腻妇女’
的十大标准”， 文中图文并茂地
列举了这十大标准的特点， 最后
文尾很戳心地问了一句： “生过
孩子的你， 中了几条？”

以前经常听人谈起 “中年油
腻男”， 却是很少听到 “中年油
腻妇女” 这种说法， 想到自己已
然人到中年，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
亲， 应该离 “中年油腻妇女” 也
不远吧？ 于是忍不住对照着看了
看这十大标准 ： 果然 ， 这十条
中， 虽然说我没有条条中招， 但
也早是占了十之七八。

“身材开始走样， 笑起来满
身肥肉乱颤 。” 这条太过夸张 ，
但也算中招了。 其实我结婚前是
绝对的标准体重， 结了婚后， 还
为保持体重和身材奋斗着， 只是
女儿出生后， 为了孩子的口粮，
我终究放弃了挣扎。 然后为了照
顾孩子， 也没有太多时间用于减
肥， 长肉是无奈。

“双下巴和脖子连在一起，
法令纹开始出现”； 双下巴和脖
子连在一起？ 这倒不至于， 不过
法令纹出现倒是真的， 脸上更是
偶尔会出现一些斑点。 让我感叹
年华不再。

“喜欢五分的中高跟鞋子 ”；
结婚起初， 虽然穿的不过也是六
七分高的鞋子 ， 但那鞋跟是真
尖， 喜欢鞋跟敲打地面的声音，
六七分的高跟鞋也刚好衬得我的

走路姿势都显得挺拔有气质。 却
是有了孩子后， 天天要抱孩子跑
动跑西的， 穿高跟鞋走路成了奢
侈， 还是平底鞋显得稳。

“购物车里没有一样东西
是买给自己的”。 惭愧， 关于这
一条， 我坚决没做到。 无论是网
上还是超市购物， 给孩子们买零
食的时候也会给自己买一些；换
季时， 买几件新衣服还是必不可
少的，这是女人天生的乐趣嘛。

至于其它几条， 人到中年，
我依然是一贯的不喜欢皮裤、 皮
裙、 豹纹， 也还是不喜欢鲜艳衣
服； 微信头像虽然是孩子， 昵称
却不是××妈妈 ， 我的微信名称
还保留着自己喜欢的浪漫和纯
真； 不劝婚不劝生， 因为感觉别

人的生活自己最好不要打扰， 更
不会劝别人一味忍让男人， 因为
这一点自己也做不到， “己所不
欲， 勿施于人”； 虽然沉湎于现
在的家庭幸福， 倒也不至于三句
话离不开 “我老公” “我孩子”，
比起太过依附， 我还是更愿意活
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一条条对照下来， 我绝对是
妥妥的 “中年油腻妇女” 了， 只
是， 心里却依然坦然， 因为感觉
是 “中年油腻妇女” 也无妨。

人活着， 改变是常态， 更何
况结婚后， 经常要面对着一地鸡
毛 。 只要不忘初心 ， 不管怎么
变， 依然好好爱自己， 然后为值
得付出的人和事付出， 一切我都
无悔。

这是一部书写三秦大地故
事的小说。按照贾平凹的解释，
自己的第16部长篇小说原本拟
名《秦岭》，因担心读者将其与
小说《秦腔》混淆，后又变成《秦
岭志》，再后来干脆回到自己更
喜欢的两字小说书名。

在央视 “朗读者 ” 节目
中， 贾平凹为书名 《山本》 给
出了一连串答案： 山的根本、
山的本来面目 、 山最初的样
子。 也就是说， 有山才有人，
才有后来的一系列故事。 或者
说， 山是故事的发源地， 山是
故事的根本。于是，本书所有的
故事， 都是从陆菊人那块秦岭
大山中的三分胭脂地开始的。

作为故事的绝对主角、 生
于旧社会的陆菊人打小当了杨
家的童养媳。 她首先是一位传
统的女性， 哪怕丈夫杨钟再游
手好闲再不务正业， 她也绝无
二心。 但她并不是一个甘于现
状的女人， 先是凭借一己之力
强撑杨家摇摇欲坠的 “基业”，
后又全力为涡镇出谋划策， 保
一方平安， 特别是用那块三分
胭脂地， 成功激发了井宗秀的
拼搏激情。 说她是涡镇的 “定
盘星” 也不为过。 无论是名义
上的一县之长麻县长， 还是手
握涡镇最高兵权的井宗秀， 虽
不说对陆菊人全都服服帖帖，
但许多大事还会寻她商量， 帮
拿意见， 至于左右街坊自然更
不在话下。

这是一个并不追求完美的
故事， 书中人物没有一个人的
人生是完整的， 破碎倒成了最
惹眼的基调。 身为 “女强人”
的陆菊人， 儿子早早摔成了瘸
子， 丈夫杨钟后来刚刚踏踏实
实做点事， 却被一枪打死。 与
陆菊人惺惺相惜但并无人生交
集的井宗秀， 出人头地， 终成
为涡镇的头号枭雄， 但他先是
失去了父亲 ， 再又死掉了老
婆， 再后来虽然续上了涡镇的
“镇花” 花生姑娘， 却又失去
了延续香火的繁殖功能， 漂亮
的花生姑娘， 只不过是他用来
彰显身份的 “门面”。 至于其
他各色人， 如井宗秀的哥哥井
宗丞， 死对头阮天保， 傀儡麻
县长， 还有曾在当地富甲一方
的各种能人等， 最终要么没有
逃出非正常死亡的宿命， 要么
丧失了传统 “圆满” 即 “老婆

孩子热炕头” 的可能性。
种种不完美， 全因乱世。

世道混乱， 命如草芥， 人情淡
薄。 故事的铺陈， 伴随着越来
越重的血腥。 生命在这里终不
过是一个个普通的符号， 先是
那些有钱的掌柜， 后是阮天保
的家人还有族人， 再后来井宗
秀连自己的结发妻子失足落井
也看不出多少怜悯。 为了满足
自己的权力私欲， 他甚至主动
将小姨子作为激发土匪内斗的
诱饵投入 “狼群”， 后来这女
人被手下弄死他也没一句自责
之词 。 如同科恩兄弟的影片
《老无所依》， 人们对死亡开始
总是显得比较慎重， 死亡的大
门一旦开启， 对后来的死亡便
越来越麻木， 越来越不需要铺
垫。 如同本书中， 后来被纳入
死亡的有掉进粪坑的、 掉进井
里的、 掉进河里的、 被毒蜂蛰
的、 绑在树上被狼吃掉下半身
的、 不小心被勒的……

在这个故事里， 没有绝对
的大人物， 也没有绝对的小人
物， 二者命运的转换常常只是
瞬息之间。 事实上， 那些原本
不太被人重视的小人物， 常常
也是所谓大人物命运的某种镜
像， 抑或是某种前奏。

在后记 中 ， 贾 平 凹 说 ，
“巨大的灾难， 一场荒唐， 秦
岭什么也没改变， 依然山高水
长， 苍苍莽莽， 没改变的还有
情感， 无论在山头或河畔， 即
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
爱的花朵仍然在开， 不禁慨叹
万千”。 故事最后， 涡镇被毁
灭， 过去的那些爱憎贫富， 转
眼成了历史的烟云。 陆菊人的
三分胭脂地再也无法散发出扭
转乾坤的神力， 曾在涡镇一手
遮天的井宗秀居然那么轻易便
被人夺去了性命， 一点都不符
合艺术作品一再渲染的特征。
但秦岭还在 ， 三分胭脂地还
在。 只要秦岭在， 便会孕育新
的生命， 还有传奇。

这是一个发生在秦岭深处
的故事 ， 但也不仅仅属于秦
岭。 如果把三秦大地的那些风
物看成涡镇故事的背景 ， 那
么， 涡镇故事则像是中国历史
大叙事的一个小小插曲， 抑或
是历史的一个纷乱的背景。 在
这个宏大背景下， 人已微化成
一只只无足轻重的蝼蚁。

再壮美的风物都是人的背景
□禾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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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
河北大山深处从事军工建设时遇
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来既让
人回味， 又让人好笑。 1978年的
夏天， 我们基建办公室开会研究
加固路基的方案。 讨论正在焦灼
时， 不知何故把议题引到了什么
样的路才是最高级的马路上去
了。 这时一位建筑工程师冒出一
句 “没有红绿灯的路才是最高级
的马路”， 此话立即引来我们基
建办公室一片哗然， 遭到了大家
的一阵哄笑。

说话的是一位搞建筑的专业
技术人员， 他从同学那里听到外
国有不设红绿灯的马路， 而且是
很高级的路。高级到什么程度，它
是什么样？他的同学说不清楚，我
们听的人更是一头雾水。 大家纷
纷打趣说：“我们山区的公路没有
红绿灯， 是不是也算高级马路”？
“我们旁边村里的路也没有红绿
灯啊， 那是不是也叫高级马路”？
大家相互调侃。

现在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情
景，仍会暗自傻笑。当时那位搞技
术的专业人员所形容的 “最高级
的马路”，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现
在人人皆知的高速公路。

今年春天， 我们几个老同事
“故地重游”， 回到故事开头的大
山深处。我们开着私家车，沿京藏
高速一路往北。2个来小时我们就
已经到达了当年奉献青春的深
山。路面平坦、视野开阔的高速公
路使当年需要大半天时间的路程
在说话之间就已经到了。 当年的

荒山如今已是一派葱茏。 沿途主
路、辅路，干道、村道已经找不到
坑洼不平的搓板路， 车后已经再
没有了一路烟尘的滚滚黄沙。

我们几个老友围坐在当年曾
摆放筑路工具的一块大石头上，
凝望不远处高速公路上疾驶而过
的滚滚车流， 思绪万千， 心潮澎
湃，真可谓今非昔比。当年的石渣
路早已经被高级沥青所覆盖，路
面下可能还留有我们亲手修筑的
路基， 两旁的排水沟可能还留有
我们亲手码放的石头。 众人正在
感慨， 忽听一大嗓门高声说道：
“没有红绿灯的路才是最高级的
马路啊”！瞬间的沉默之后即刻变
成了在山谷间阵阵回荡的笑声。

是啊！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
的国门， 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精彩
的世界。40年来，仅我国的高速公
路通车里程就已经超过了13万公
里，位居世界之最。 横贯东西、纵
贯南北的条条大通道成了改革开
放的条条大动脉， 极大地促进了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对国家经济
的贡献自不必说， 给我们每一个
普通民众的出行带来快捷、方便、
舒适却是每个人深切的体验和最
好的印证。

回想四十年前筑路的情景 ：
一台时常闹罢工的小型压路机，
几台蛤蟆夯和手动型翻斗车，其
它就是锹、镐、锤、钎等普通工具
了。再看今天的筑路大军，一水儿
的国产现代化机械， 国际领先的
工艺材料和施工流程，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超强本领， 使中国的

高速公路以每年超过5000公里的
速度延伸， 并且还承揽了大量的
海外工程。 高速公路建设的高速
发展和高科技的含量赢得了国内
外的普遍赞誉和良好的口碑。

改革开放使我们清楚地看
到———希望之路始终在远方。 当
喜讯不断传来———通往2019年在
北京延庆区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
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兴延高速公
路即将以她雄健的英姿和娇美的
容颜向世界展示； 世界上首条集
智能、快速、绿色、安全四大要素
的光伏路面的高速公路试验段已
经建成。 它采用“透光混凝土+光
伏发电组件+绝缘防护” 三层结
构， 成功将道路交通功能和发电
功能集成于新型光伏路面， 翻开
了高速公路建设崭新的一页。

回望40年改革开放， 留在我
们记忆里的不应仅仅是排列整齐
的数字， 也不应该仅仅是庄严肃
穆的大事记， 而应该是一个个写
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 更应该是
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故事。
（作者为北京市总工会退休干部）

““中中年年油油腻腻妇妇女女””也也无无妨妨 ———读贾平凹的长篇小说 《山本》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张少岳筑路，筑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