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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项目部的那些事
那年， 受经济压力和本地市

场竞争激烈的影响， 我所在的单
位遭遇生产经营困境， 需要开拓
外埠市场， 宣城电厂项目部就是
我们开拓的外埠市场之一， 我和
另外十几位同事在那里工作了一
年多。

宣城项目部在远离市区的大
山里面， 送我们上山的大巴车绕
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行驶了一个小
时才到达， 沿途一片人烟稀少的
景象。 因为处于初创时期， 项目
部条件非常简陋， 三排彩板房围
成一个小院子， 一排彩板房当办
公室， 一排彩板房当维修室兼仓
库， 一排当宿舍， 每个房间里面
只有寥寥几件简易家具。

初到那几天， 房间里还没有
安装空调， 山里的冬天特别冷，
晚上睡觉把所有衣服盖在被子上
还捂不热被窝， 好不容易感觉到
暖和了， 起床铃声就响了。 洗漱
池在室外 ， 初到那几天没有热
水， 一早一晚刷牙洗脸是件特别
痛苦的事情， 我都是匆匆洗漱一
下赶紧小跑到食堂喝一大碗热粥
才能暖和过来。

项目部初建， 工作繁重， 加
之要赶快熟悉业主方的各项规章
制度、 工作流程、 现场环境、 设
备设施等，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工
作十个小时以上， 项目部主任工
作的时间更长。 到那里半个月，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瘦了一圈。

一个周末 ， 天色阴沉沉的 ，
北风像小刀子一样刮脸， 水池里
结着厚厚的冰， 我去职工食堂吃
早饭时遇到同事小鲍。 当时他还
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 被派
到项目部负责设备维修工作。 小
鲍穿戴整齐， 肩上背着一只很大
的包， 包的侧面挂着保温杯和雨
伞。 我打招呼： “这么早去哪儿
呀？” “去镇上的网吧。” 当时项
目部没有网络， 也没有电视， 我
们的业余生活非常枯燥。 镇子在
山脚下， 离项目部有二十多公里
的山路 ， 不通公交车 。 我说 ：
“为了玩游戏走四五个小时山路，

不值得， 再说天色阴沉得厉害，
看样子要下雪 ， 返程时天黑路
滑 ， 也不安全 。” 他忙分辩道 ：
“我不是去玩游戏， 我是去跟妈
妈视频聊天， 报个平安。” 我奇
怪道：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他说： “我打电话跟妈妈说项目
部伙食很好， 我一点也没瘦， 她
不信 ， 非要亲眼看看我才肯放
心。” 我提醒他： “要是网吧不
开门， 你岂不白跑一趟？” 他呵
呵一笑： “没关系， 我还可以帮
大家采购一些生活用品背上来。
不白跑。” 望着他在寒风中渐渐
走远的背影，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
的感动。

那年春节， 我们是在项目部
度过的。 忙工作时无暇想其他，
一旦闲下来就忍不住想家、 想亲
人 、 想跟爸爸一起办年货的情
景、 想妈妈做的年夜饭、 想外埠
市场能不能打开局面、 想公司的
前景会怎样……项目部里弥漫着
忧伤的气氛 。 大年三十儿下班
早， 一下班， 项目部王主任就招
呼我们到简易会议室去。 会议室
里生了炉子， 暖烘烘的， 王主任
早早吩咐食堂包了饺子 、 炒了
菜、 烙了糖饼、 温了黄酒， 把桌
子拼起来， 大家聚餐。 吃完饭，
王主任吩咐小鲍拿出提前准备好

的笔墨纸砚， 给大家写春联。 王
主任爱好书法， 写得一手好字。
我们剥着橘子、 嗑着瓜子看他泼
墨挥毫。 有两位师傅自恃才高八
斗， 当场比赛 “对对子”， 旁边
的人插科打诨， 逗得我们哈哈大
笑。 虽然没有电视、 没放鞭炮，
但我们聚在一起守岁， 度过了一
个热闹难忘的春节。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清早， 我
下夜班回到项目部， 看见一个瘦
高的身影在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挖
土， 是李师傅。 他笑呵呵地说：
“新年新气象 ， 种些花花草草 ，
把咱们的 ‘家 ’ 打扮漂亮些 ！”
家？ 我心中一动， 是啊， 项目部
不就是我们的 “家” 吗！

虽然在外打拼不容易、 虽然
公司前景不明朗， 但有这些乐观
积极的同事， 有项目部这个团结
温暖的 “家”， 还怕什么沟沟坎
坎过不去？

渐渐地， 我们的项目部站稳
脚跟， 公司也走出困境。 外派期
满我回到公司， 每每回忆起项目
部， 奇怪的是， 浮现在脑海中的
不是什么紧急抢修、 冲刺年终目
标之类的大事， 反倒是这几件普
通小事。 我想， 可能是这几件小
事中饱含着爱、 情义、 力量和希
望吧！

□赵闻迪

宋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朝
代， 一方面， 它是中国古代历史
上科技最出色、 最优秀的朝代 ，
同时还创立了中国文学史上与唐
诗并峙的另一个文学高峰———宋
词。 一千多年过去了， 当代语境
下， 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宋朝的
那段历史呢？

对此，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诸葛忆兵以独特的视角， 在
其新作 《宋词说宋史》 中作出了
清晰的诠释。 全书分十六章， 每
章以一首宋词的解读为引子， 对
宋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如科举制
度、 基本国策、 官制与党争、 对
外战争以及都市经济等， 作了细
致生动的描述， 使人于欣赏宋词
之际， 不自觉又掌握了相关历史
知识， 而这些背景知识对于更深
刻立体地理解宋词， 又起到了相
得益彰的助推作用。

这些宋词 ， 从写作风格上
看， 有豪放旷达的 《念奴娇·赤
壁怀古》， 壮怀激烈的 《满江红·
怒发冲冠 》 ， 也有沉郁雄浑的
《渔家傲·秋思 》 ， 细腻婉约的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从
写作题材上看， 有反映宋代都市
经济的 《望海潮·东南形胜》， 表
现 “元祐党争” 的 《虞美人·宜
州见梅作》； 也有展现社会风习
的 《少年游·并刀如水》， 表达个
人情感的 《鹧鸪天·小令尊前见
玉箫》 等等。 通过这些脍炙人口
的作品 ， 苏轼 、 范仲淹 、 黄庭
坚、 李清照、 柳永、 岳飞等一代
词人， 或发幽古之思情， 或抒炙
烈爱国情怀， 或托物言志， 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不尽向往， 或借景
生情 ， 展示壮志在胸的人生襟
怀。 这些词作， 虽然创作于不同
的历史时期， 思想主题、 艺术手
法 、 写作背景也不尽相同 ， 但
是， 这16首异彩纷呈的宋词， 依
然以深邃隽永的思想美， 精深悠

远的意境美 ， 朗朗上口的词赋
美， 张驰有度的音律美， 赢得了
后世的喜爱。 人们通过他们富有
独特性的文学表达， 可以管中窥
豹地对宋朝的历史 、 文化 、 政
治、 军事等概貌， 有了一个提纲
挈领的认识。

诸葛忆兵在文中的阐述， 不
单单聚焦每一首宋词的内外在涵
义， 讲出其经典的文学意义， 还
把更多的笔墨， 指向于北宋和南
宋三百多年宏阔历史的叙写上。
于是， 通过这种独特的诠释， 我
们不但能领略到宋词的翩翩风
采， 一窥苏轼等宋词大家们的精
神境界。 更重要的是， 凭借诸葛
忆兵点睛式的解读， 由一阕短小
的词赋， 亦能从中读出一幕幕千
转百回的宋史， 触及到博大精深
的文明脉络， 这样的文学体念和
新潮讲史， 恐怕远比单纯的文学
讲解和枯燥的史料剖析， 更富有
韵味。

捧读或潇洒或奔放或缠绵或
悱恻的千年宋词， 循着诸葛忆兵
的导引， 沉浸在大漠风烟直的边
塞风光里， 为将士们戍边卫国的
英雄情怀点赞。 跟随他探幽访古
的跋涉脚步， 在抚今追昔中体会
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深蕴。 读着吟
着， 不仅对那些流传至今的不朽
宋词， 有了深刻的认识， 而且，
在心灵共振中， 对著名历史学家
陈寅恪所说的 “华夏民族之文
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
宋之世” 一语， 更是有了深切的
情感认同。

悠悠宋词， 叙说着宋王朝的
兴亡更替， 也叙说着中华民族蔚
为大观的古老文明。 缅怀这段历
史 ， 是 为 了 留 存 民 族 的 共 同
记忆， 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在
砥砺前行的征程中， 用最美的中
国 声 音 ， 讲 出 更 多 更 好 的 中
国故事。

□刘小兵

用词赋观照中华文明
———读 《宋词说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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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里住着乡邻 □郭之雨

发小儿的父亲去世， 回老家
吊唁。 丧事上帮忙的大都是本村
人 ， 但对我来说 ， 都已经很陌
生。 村子在， 之前的老家旧户，
都像换了新装， 没有了曾经熟悉
的背景帮衬， 遥远的记忆更是难
以恢复。

首先遇到小时候住对门的嫂
子 。 那时 ， 我几乎天天长在她
家。 她家房子高高的， 院墙高高
的， 大门洞子也高高的。 但院子
很小， 屋门口还有一棵枣树。 她
家很干净， 一家四口， 公公、 丈
夫、 女儿。 按村里的辈分， 我叫
她公公哥哥， 她跟丈夫要喊我小
姑。 但她两口子的年龄比我父母
还大， 为了不尴尬， 我也就喊他
丈夫林青哥哥， 理所当然地喊她
嫂子， 而她女儿也比我大很多，
我便唤她秋菊姐姐， 一个胡同里
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都这么喊。

他们一家都喜欢看书， 家里

有各式各样的书。 那时候没有电
视机， 收音机就属于大件家电。
我常常趴在她家的炕沿上津津有
味地翻看各种书， 那时认的字好
像不多， 但仍然被吸引。

我的文字情缘就是在这个高
墙小院结下的。

那时的林青哥哥和嫂子个子
高高瘦瘦， 浑身干净利落， 一点
都不像整天刨土坷垃的人。 尤其
嫂子， 手指白净修长， 说话慢声
细语。 如今的嫂子， 领着一个三
四岁的小孩走到我面前， 叫了一
声我的名字， 我看过去， 仔细辨

认了几秒才认出她， 我仍然喊她
嫂子。 她更瘦了， 瘦得有点嶙峋
的样子， 也矮了， 矮到她要仰头
看我， 我要低头看她。

寒暄几句， 因为太久没见过
面， 也没有联系， 不敢问林青哥
哥怎样， 怕听见坏消息。 问及她
领着的小孩儿， 已经是重孙了。
嫂子说还是在我结婚时见过的
面， 竟然已经过去15年了。 小时
候的很多事情像湍急的河水一样
涌过来， 还有那条窄长的胡同，
甚至她门口的一个粗树根做的门
墩， 都清晰可见。

在还有土屋的街上往外走着
时， 迎面过来三个老太太， 都走
过去了又回头喊我名字， 等我回
应， 其中一个说还真是呢。 我认
出的那个， 是大概喊她奶奶， 但
另外两个人我怎么都认不得。 她
们却很亲切地跟我说话， 也许我

勾起了她们很多年轻时候的记
忆， 让她们看见了过去的那些日
子里的一些美好。

最尴尬的是遇到了另外的对
门邻居， 应该喊她婶子， 我看见
她的第一反应却是喊了她嫂子。
她哈哈大笑， 说进了大城市， 辈
分也高一级了。

还见到一个有了一岁半的孙
子的同学。 时间真是个大大的魔
术师， 一个转身， 就把当初的一
个调皮的小男孩给变成了爷爷。
而看向对方的目光里， 都还盛着
满满的少年时光。

入土为安时，已经暮色四合。
告别父母出来， 车边竟围着

那么多人 ， 那么多脸 ， 那么多
嘴， 那么多挽留。

可我还是走了。
老村子还在， 关于乡邻的零

散记忆， 还会留在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