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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落尽 诗匠乃成
———读《元好问传》

我和我的祖国

□□秦秦景景棉棉

大手笔大变化

2008年， 市政府安排了10
亿元专项补助资金， 在城四区
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
大的一次房屋修缮和市政改造
工作。

这一年， 我住进翻建的新
平房， 次年， 由蜂窝煤炉子取
暖， 改成电取暖。

2009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
往任何时候来得更早一些。 大
雪过早光临， 使人们提前感受
到了寒冬的滋味。 冬至未到，
室外温度已达零下9摄氏度至
零下3摄氏度， 骑车上班， 倍
感冻手冻脚、 冻鼻子冻脸。

然而， 室内却是另一番景
象。 这一年， 是我家享受电取
暖的第一个冬天， 那造型美观
的电暖气， 使室内变得干净整
洁。 下班回来， 踏进家门， 扑
面而来的， 是暖融融的感觉。
伸手摸摸电暖气， 它散发了一
天的热量， 依然热乎乎的。 晚
上10点， 电力公司准时为电暖
气充电 ， 室内变得越来越暖
和， 一整夜都沉睡在甜美的梦
乡中。 从2017年冬季开始， 电
力公司改为晚上8点为电暖气
充电， 提前了俩小时， 室内越
发温暖了。

双休日待在家里， 可以尽
情享受新房、 电暖气带给人的
舒适 、 愉悦 。 阳光温暖而柔
和， 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拥进房
间， 把地面照得亮堂堂的。 洒
在书柜上， 一排排齐整的中外
名著、 唐诗宋词……比赛似的
绽放光芒。 沐浴在阳光里， 人
的心情也被照得亮堂堂的。 这
个时候， 坐在沙发上， 捧本书
阅读，真是特别大的享受。唐代
大诗人杜甫有自己的草堂，诸
葛亮有自己的草庐，鲁迅有“躲
进小楼成一统” 的小楼。 哈，
我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屋。

我时常安静地坐在书屋里
阅读、 写作， 生活中的变化、
胡同里的人和事， 院儿里的香
椿树、 柿子树、 花草等， 都写
进了我的作品里。 《浓浓邻里
情》 曾获得第三届首都新侨乡
文化节征文类一等奖。 《我熟
悉的刘师傅》 获得北京市说说

我身边的大工匠征文二等奖
……我的 《苏 醒 》 《追 梦 》
《诱惑》 三本书里， 大都是写
的身边人， 身边事。 有的作品
还被 《小说选刊》 转载。 这要
感 谢 我 居 住 的 胡 同 和 平 房
院 ， 是深厚的北京胡同文化，
熏陶滋养了我 ， 是 街 坊 四 邻
的美德 ， 感动影响了我， 使
我这个普通居民， 被评为北新
桥街道优秀党员 、 文明东城
人、 北京市好母亲。 我家还被
评为首都五好文明家庭、 书香
家庭 , 2019年又被评为全国书
香之家。

我在二环之内的胡同里居
住了几十年， 亲身经历并目睹
了每一步的变化过程， 政府实
施的解危排险、 民居工程、 一
户一表改造、 煤改电， 顺民意
得民心， 大大改善了老百姓的
居住环境， 提升了居民的生活
质量。 原先， 居民院都是一个
院合用一个水表、 一个电表，
每月由报人头、 数灯头， 交水
电费。 从2005年开始， 实现了
一户一表 ， 单独核算 ， 既科
学， 又减少了矛盾， 省去了诸
多麻烦。

从2005年到2009年， 我居
住的北新桥街道 ， 翻建平房
4065间， 2458户人家住进了新
房 。 建 造 了 160 个 精 品 院 ，
1250个院落的9294户居民， 实
现了一户一表 ， 11130间房屋
里， 安装了电暖气。

我居住的胡同和平房院，
由原来的脏乱差， 一步步变得
越来越美， 越来越有北京的特
色和韵味。 我对它的感情越来
越深厚， 我深爱着朝夕相处的
北京胡同、 胡同里的平房、 平
房中的居民， 深爱着浓郁的北
京胡同文化。

■家庭相册

□□王王新新智智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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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母亲的胳膊是什么时
候开始弯曲的。 只记得， 母亲的
胳膊曾是我们快乐的摇篮。 躺在
母亲的臂弯里， 用好奇的眼光打
量新鲜的世界； 只记得， 母亲的
胳膊是我们最温暖的避风港， 蜷
缩在母亲的臂弯里， 一切烦恼都
烟消云散。 我们在母亲的臂弯里
长大， 从母亲的臂弯里飞向外面
灿烂而广阔的新天地。

不记得母亲的胳膊是为什么
不能伸直的。 只记得， 母亲的胳
膊挽着家庭的重负。 野菜杂粮在
母亲燃起的炊烟里变幻出佳肴美
味， 滋养着我们发育的身体。 粗
布旧衣在母亲灵巧的剪刀针线里
缝制出合体的服装， 装扮着我们
健硕的青春； 只记得， 煤油灯的
光影里， 母亲抬手在头发上纫针
的姿势是最美的剪影， 母亲在案
板上擀出的长面成了我们长大后
扯不断的乡愁。 只要母亲挽起袖
子， 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不会紧张
害怕。

不记得母亲是否拥有娇美的
身姿。 只记得， 母亲的臂膀是那
么有力， 在生产队的碾麦场上，
能扔起几十斤重的麦捆； 在农田
基本建设的工地， 能推着装满泥
土的架子车奔跑； 在国道筑路会
战中 ， 能抡起八磅大锤破石凿
山。 只记得， 母亲身背喷雾器，
手举喷头在果树间穿梭的身影；
只记得， 母亲挑着水果担子穿行

在城市大街小巷的脚步 ； 只记
得， 夏收时节母亲挥舞镰刀， 从
脸颊滴落到麦田里的汗珠。

不记得母亲年轻时可曾美
丽。 只记得， 在母亲摇动的臂膀
和不时屈伸抬展的胳膊的完美配
合中 ， 一架纺车唱着动听的歌
谣 ， 欢乐着我们的童年 ； 只记
得 ， 母亲的臂弯里托着一个绣
架 ， 绣花针在母亲的手指间穿

梭， 五彩的丝线绘制出一幅幅栩
栩如生的图案， 妆点着我们贫瘠
的家； 只记得， 在母亲灵巧的手
臂下出现的精美的窗花， 漂亮的
花灯， 用碎布块做的书包……

第一次意识到母亲的胳膊伸
不直， 是我带着新婚妻子回老家
探亲的时候。 母亲要给头回见面
的儿媳戴她珍藏多年的银手镯，
却总是差一点， 直到儿媳的手臂
伸到她的怀里， 她才将手镯戴到
儿媳的手腕上。

第二天早晨， 看母亲坐在炕
沿上低着头， 用头去够梳子， 才
知道母亲的胳膊不仅不能伸展，
还抬不起来 ， 够不着自己的头
了。 我们要领着母亲去医院， 母
亲说： “等你们回新疆了， 我自
己去看。” 我知道， 她是不愿意
占用我们难得的假期。

几年后， 我携妻带子千里迢
迢看望母亲， 母亲给孙女递糖果
的手臂是屈曲的。 我就明白母亲
并没有去看病。 强行将母亲带到
市里的大医院， 拍片检查之后，
医生说这是多年大强度劳作加上
风寒湿热长期侵蚀的结果 ， 神

经、 肌腱、 骨骼都出现了病变，
只能控制着不要再发展就是最好
的结果。

从医院回来 ， 母亲依然忙
碌在田间地头 ， 操持着柴米油
盐， 用一双弯曲的胳膊不停地干
着永远都干不完的家务， 好像只
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胳膊， 不枉日
月流转。

渐渐地， 胳膊活动范围的进
一步缩小限制着母亲的正常进
食， 疼痛令母亲夜不能眠。 止疼
药的剂量在加大， 母亲却在一天
天变矮。 弯曲的胳膊如同一对圆
括号圈住了母亲佝偻着的身躯和
满头白发， 收留着岁月写给母亲
的沧桑。 但在儿女面前， 她总说
没事。

突然有一天， 母亲不再忍受
疼痛的折磨， 静静地躺在鲜花丛
中， 弯曲的胳膊像一对大括弧注
解着母亲艰难的一生， 收藏着她
对幸福的向往和满腹的遗憾， 也
将我们和母亲隔在两个世界。

转眼三载光阴流逝， 不再劳
累的天堂里， 你的胳膊还弯曲着
吗？ 母亲！

“问世间， 情为何物， 直教
生死相许” 这样的名句， 竟然就
是一个生活在金朝的16岁青年所
作。 此人是元好问， 字裕之， 号
遗山， 世称遗山先生， 有 《元遗
山先生全集》 等传世。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
文学的主要代表， 他擅作诗文词
曲。 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
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
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清代张
景星《阮诗别裁序》谓：“遗山未尝
仕元，而巨手开先，冠绝于时，固
不必言”，对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的
贡献进行了客观评价。

宋金对峙时期， 战争频仍，
百姓饱尝流离失所之苦。 文学史
家朱东润认为， “人在兵戈中转
悠， 国家在兵戈中转悠， 天地在
兵戈中转悠。 元好问的命运在哪
里， 他在一切中转悠。” 作为金
朝第三等人的汉人， 即使有些知
遇的好运， 只能作为女真人的文
学侍从之臣。 与李白靠结交权贵
进入仕途不同， 元好问积极参加
科举考试 ， 相继出任了几地县
令。 金朝被宋蒙联军灭亡时， 在
金朝中央政府任职的元好问成了
蒙古人的俘虏 ， 被囚数年 。 晚
年 ， 元好问重回故乡 ， 隐居不
仕， 潜心著述， 直到终老。

元好问身处在辽、 金、 夏、
蒙古环伺恶斗的年代， 他辗转求
生、 用诗词记录时代的残酷， 譬

如他在 《叶县雨中》 吟道： “春
旱连延入麦秋， 今朝一雨散千忧
……” 河南农民种小麦靠天吃
饭， 遇上干旱忧心忡忡。 对于农
民的痛苦， 元好问感同身受。 不
幸的时代， 成就了元好问这样伟
大的诗人。

朱东润长期致力于对元好
问 生 平 及 创 作 的 研 究 ， 他 出
版的 《元好问传 》 分为 “元好
问的青少年时代” 等十章， 描述
了元好问坎坷的一生， 揭示其充
满矛盾的人格特征， 并对其咏叹
时代和人生的诗文作了深入的研
究和分析。 通过此书， 可以窥见
为何元好问被称为 “时代造就的
文学家”。

“昨日东周今日秦， 咸阳烟
火洛阳尘……” 在元好问的 《杂
著九首》 中， 我们会发现他是一
个绝顶聪明的人 。 元好问诗词
里， 有喜怒哀乐， 有奔走荣枯，
也有徙倚权门。 这些多面相， 最
终构成了真实的元好问。 在梳理
元好问生平及诗作的同时， 对于
金宋蒙之间的战事、 治国方略和
统治者的智慧， 作者也进行了精

到的点评。 作者感叹道， “人的
痛苦真是无穷无尽， 一切都是不
得已。 人生是自由的吗？ 你是自
由的， 然而还有一张世网， 要自
由便要和世网格斗。”

元好问的命运， 始终和时代
捆绑在一起。 金朝灭亡前夕， 蒙
古大军包围金都汴京， 金哀宗以
“亲征 ” 之名逃出京城 。 次年 ，
元帅崔立发动政变， 开城纳降，
并自封郑王。 事后崔立自认为此
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 拯救了全
城百姓， 命元好问执笔， 为他立
“功德碑”。

在儒家文化里 ， 最讲究气
节。 元好问为叛贼立碑， 引起世
人非议。 但在当时， 元好问有其
他的选择吗？ 他仅仅是为了求生
而已， 何况他在碑文中并没有为
叛贼歌功颂德。其实，这种矛盾是
文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清代学者赵翼曾在 《题遗山
诗 》 中赞道 ： “国家不幸诗家
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不幸的
时代， 却成就了元好问， 沧桑落
尽， 诗匠乃成。 也许， 每一个文
人都需要在时代潮流中历练吧。

弯弯曲曲的的翅翅膀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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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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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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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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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