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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友友情情怀怀

我眼里的徐子建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最近 ， 看到徐子建先生的
《父亲的军装》 被人民文学出版
社评为2019年十五大好书， 冒出
想说点什么的念头。

我和徐子建先生相识 ， 是
在七年前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职工文学研修班上。 记得那一年
的研修班招生， 已经开始限制年
龄。 徐子建打电话给文化宫杜老
师 ， 由于他求学心切 ， 态度诚
恳， 被破格录取。 我也有幸参加
了那一年的学习， 并在班里结识
了徐子建。

记得徐子建第一次去听课，
我们坐在同一排， 桌子挨桌子，
经高锋霜介绍， 彼此便相识了。

徐子建高高的个子 ， 国字
脸， 宽肩膀， 英俊帅气， 作为才
女徐静蕾的父亲， 他没有端什么
架子。 凭借第一印象， 就赢得我
和其他学员的敬重。

每次听课， 我几乎都是踩着
钟点去 ， 下课后 ， 背起包就回
家， 很少和其他同学接触交流。
偶尔和大家走在放学的路上， 隐
约听到许震、 许福元等同学被徐
子建约到家中， 一起有针对性地
探讨写作中的问题。 这在以往的
学习班上是不曾有的现象。 徐子
建不仅上课认真听讲， 课后还和
班里写作好的同学一起切磋学
习， 我对他便又多了一份敬重。

慢慢的， 我才知道， 徐子建
有个宏伟计划， 他要写家族三部
曲。 用他的话说： “《父亲的军
装》 为家族三部曲 ‘家园徐望’
的第一卷， 写上两辈人， 就是我
祖父家业的兴衰， 还有我父辈的
战争传奇 。 第二卷是记述我自
己， 30多年前， 我家比较穷， 当
时我揣着100块钱就下海了， 后
来 在 广 告 这 个 行 业 里 面 算 做
了 一 个领头羊 。 第三卷是写我
对子女的培养， 女儿徐静蕾两岁
多开始进行早期教育， 其实不光
是写字， 她6岁就能把三年级的
语文、 算术都学完了。 因为写字
比较早， 她现在的手指头都是歪
的。 早期教育为她一生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我愿意把自己培养子
女的经历与体会， 真诚地奉献给
读者。”

为此， 徐子建坚持在文化宫
研修班学习了三年， 他还到东城
图书馆、 海淀文化馆、 现代文学

馆听课， 学习写作技巧和方法；
他购买阅读了大量书籍， 尤其是
经典的传记文学， 光毛笔抄录的
笔记就有几尺厚； 他跑了很多地
方查阅核实资料， 去重庆、 飞台
湾、 跑南京、 奔湘潭……在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他一待就
是27天，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天天对着浩如烟海的战史资料，
日日盯着屏幕抄录； 他和不少知
名作家以及身边的文友聊创作，
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 做实、 做
细、 做足了著书以外的很多艰苦
繁杂的功课。 他说： “真实是回
忆录的生命， 实地探寻历史是我
对读者应负的责任。”

徐静蕾在 《父亲的军装》 序
里说 ： “爸爸不是一个专业作
者， 虽然在饭桌上听他讲过许多
过去的事情， 讲得生动有趣， 但
是变成文字， 又不是那么简单。
十年间， 见证了他写作的巨大进
步 ， 从一开始文章中常见 ‘大
词’ 的思想汇报感悟， 到最后的
成稿， 非常客观地说， 确实是量
变到质变。 而这种挑战自我的不
懈努力和坚持， 真的很有成效，
并且令人尊重……这篇序写得我
战战兢兢。 但是你们懂的， 我有
多骄傲， 因为有这样一个爸爸。”

相识近八年， 我感觉徐子建
的心思大部分都用在了读书学习
提高、 撰写家族三部曲上。 在他
的建议发起下， 2018年10月组织
成立了博雅文学沙龙， 当月20日
下午2点， 在他家举办了第一次
活动。 随后， 一期一个重点， 每
个人都要畅谈己见。 一次， 博雅
文学沙龙的几位文友一起去看
戏， 剧院门口见面打招呼时， 我
发现徐子建戴着耳机在听什么，
看 到 他 那 样 抓 紧 一 切 时 间 学
习 ， 便不忍再说什么 。 片刻 ，
许福元到场， 他同许福元谈起下
一步沙龙的打算， 我站在一旁，
目睹两位年过七旬的老先生聊得
十分投入， 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佩服敬重的程度， 又在我心中加
倍翻飞。

假如你看到徐子建那种以命
下注、 奋力一搏的决然无悔的劲
头， 假如你看到他日复一日在著
书立说中下的苦功夫， 你就会坚
信，他的家族三部曲“家园徐望”
第二部第三部会更加精彩。

□秦景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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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筑路路人人的的春春节节
□杨丽丽 文文//图图

炮竹声声辞旧岁， 烟花点点
迎新春。 在每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里， 总有一些人会因为工作的需
要漂泊在外。 作为一群铁路建设
者， 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只能像
水中的浮萍一样四处为家， 或者
在深山老林里修隧道， 或者在人
烟稀少的田野里修铁路， 亦或者
在繁华的城市里修地铁。 但是不
管哪种形式的漂泊， 总有一些感
动会留存在心间。

陕西沪汉蓉通道项目， 那是
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个项目， 也是
给我记忆最深刻的项目。 这个项
目位于陕西省白河县冷水镇的一
个山区里。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
环境隔绝了外界的繁华， 我们的
工区就像一个婴儿睡在了山的摇
篮里。虽然青山绿水惹人爱，但人
烟却稀少，举目四望，触目所及的
除了崎岖盘旋的山路就是巍峨耸
立的大山， 偶尔能瞥见一两户人
家的屋脊在丛林深处躲躲闪闪，
继而还是被大片的绿色取代。

我们公司所承建的标段正是
全线的控制工程 ， 是 “要塞 ”，
也是 “咽喉”， 时间紧、 任务重、
施工难度大， 为确保生产任务的
全面完成， 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在
春节期间选择了坚守一线。

虽然远离市区， 没有亲人在
身边， 但是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
有滋有味的春节。 山林里面不能
燃放烟花炮竹， 我们就买来鲜艳
的气球装点出节日的氛围， 背景
墙是我们手绘的图画， 写满祝福
的话语以及对于新年的期冀。 由
于大山的阻挡， 信号不好收看不
了联欢晚会， 但是我们有自编自

导的精彩节目。 不仅有技术员小
李的魔术 ， 有资料员小吉的独
舞， 还有材料员小王的独唱， 更
有财务室全体成员的小品。 没有
丰盛的晚餐， 但是我们有自己独
特的家乡美食 ， 你做一个河南
菜， 我做一个山东菜， 他再来一
个东北乱炖， 还有来自浙江杭州
的西湖醋鱼 ， 湖南的蒜薹炒腊
肉， 一桌丰盛的晚餐就成了慰藉
我们乡愁的美味。 在这万家团圆
的日子里，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
同事们用不同的方式释放着自己
的热情， 让那些乡情乡味流淌在
每个人的心间， 也温暖了每个人
背井离乡的愁绪。

作为铁路建设者， 我们没有
传统意义上的节假日， 也没有回
家就能见到父母孩子的温情， 像
这样因工作需要而在节假日里坚
守一线也已成为家常便饭。 有时

候也会心生抱怨， 别人在享受家
庭团圆、 假日快乐的时候， 我们
还在异乡漂泊。 与家人聚少离多
的生活疏离了亲情的温暖， 深山
老林的寂寥生活也已与社会脱
节， 身体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
锈蚀， 但是我们不后悔， 看到那
一座座桥梁、 一道道铁路贯通每
个城市的交通， 我们是自豪的，
是满足的。

在异乡他地的天空下， 我们
始终发扬铁军的优良传统， 不怕
苦、不怕累、不怕脏，我们在一起
是一股绳，是一道溪流，我们奉献
着自己的青春， 用我们坚毅的肩
膀和厚重的老茧一步步拉近山与
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不后
悔，也不厌倦，我们愿意俯下身子
踩着老一辈筑路人的足迹坚守本
心，走过一个又一个项目，见证一
条又一条铁路在山水间腾飞。

深冬寒风瑟瑟， 某日傍晚散
步郊外， 眼见绿化带里几株腊梅
枝头俏， 缕缕幽香扑鼻。 我突然
想起那位在蜀地呆了九年， 一生
志在 “恢复”， 可是郁郁不得志，
唯有诗酒酬情的南宋爱国主义诗
人陆放翁。

1143年， 19岁的陆游信心满
满地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 他
那洋洋洒洒 “喜论恢复 ” 的文
章， 自然得不到当时当权的主降
派的认可， 名落孙山。 初试牛刀
落败， 这对19岁的人来说或多或
少有一种失落感。 陆游当然也不
例外， 这种落寞的情绪一直蔓延
到第二年的冬天。

1144年， 江南的冬天虽有些
绿意， 却也是黄叶萋萋， 枯草满
地。 年轻人总有点儿 “以物喜，
以己悲” 的味道， 冬天衰败的景
象加重陆游的失落感， 他常常到
野外散心， 以缓解心中的不快。
有一次野外郊游， 陆游在一座断
桥边， 荒草丛中那一株株怒发的
梅花， 深深地折服了陆游， 他诗
情迸发， 不由得吟诵起来： “驿
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
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
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
作尘 ， 只有香如故 。” （《卜算
子·咏梅》）

深冬的天空，苍茫深远，叶黄
草枯，一片荒凉。 断桥旁边，杂草
丛生，有一股清香袭来，陆游循香
而望，眼前一亮，有几株梅花默默
地开放。 陆游痴痴看着那一丛丛

默然开放的梅花，心潮起伏，真是
想不到呀？如此清幽、出于众花之
上的梅花， 竟开在郊野的驿站外
面， 并且紧临着破败不堪的 “断
桥”，不怕寂寥荒寒，也不在乎别
人的冷落。

陆游不禁感慨万千： 这梅花
呀！ 既不是官府中的梅， 也不是
名园中的梅， 而是一株生长在荒
僻郊外的 “野梅” 呀。 它既得不
到应有的护理， 也无人来欣赏，
随着四季代谢， 它默默地盛开，
又默默地凋落。 它孑然一身， 四
望茫然……有这孑然一身、 无人
过问的梅花， 何以承受这般凄凉
呢？ 这黄昏将近， 它们又怎么承
爱寒霜风雪呢？

陆游任思绪漫飞， 他一下子
豁然开朗，满脸的愁绪舒展开来。
我不就如一株梅吗？ 做一朵梅花
真好。 你看，春天百花怒放，争丽
斗妍， 可是梅花却不拼命地去争
这美好的时光，严寒先发，有一股
迎春报春的赤诚。

古代文人爱以咏物明志，晋
朝的陶渊明爱菊，“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北宋的周敦颐“独
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
不妖”。 以莲花自喻。 青春年少的
陆游这一次奇遇山野的梅花，他
不仅走出“高考”的阴影，还从中
悟出人生道理， 从此以梅自喻。
“梅花香自苦寒来”， 既然自己要
做“梅花”品质一样的人，那就要
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才干。
于是，陆游走出书房、遍寻奇士。

据说他曾经拜一位江湖人称 “白
猿翁”的老侠士为师，学得了一手
精湛的剑术。

零落成泥香如故的梅花， 开
启了19岁陆游人生新的旅程。

从此 ， 陆游一生爱梅 、 咏
梅： “我与梅花有旧盟， 即今白
发未忘情”， 梅花是诗人的自喻，
诗人的化身； 他视梅花为红蓝知
己， 注入一往情深的酒诗： “忽
然酒生兴， 一醉须一石。 把酒梅
花下 ， 不觉日既夕 。 花香袭襟
袂， 歌声上空碧。 我亦落乌巾，
倚树吹玉笛”； “山村梅开处处
香， 醉插乌巾舞道旁”； 他为梅
花而醉： “当年走马锦西镇， 曾
为梅醉似泥。 二十里中香不断，
青羊宫到浣花溪”； 他为梅花而
赞： “幽谷那堪更北枝， 年年自
分着花迟。 高标逸韵君知否， 正
是层冰积雪时”； 他更愿意化身
千亿个陆游与每一枝梅共舞 ：
“何方可化身千亿， 一树梅前一
放翁。”

“何方可化身千亿， 一树梅
前一放翁。” 陆游正如 “探波傲
雪， 剪雪裁冰， 一身傲骨” 的梅
花， 一杯浊酒听风雨， 家国情仇
付诗词。

□胡为民一树梅前一放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