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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缺憾美
———读《未竟的杰作：文学史上的60个遗憾》

初心不改 红心向党入
党

我
的

故事 □张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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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我到继电器工区工
作。 继电器工区负责修复整个工
段的故障电路板， 活多人少， 每
天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修复电路板是一件很精细的
活儿， 更换电阻、 电容或是集成
块时， 必须保证重新焊接时焊点
可靠接触， 不虚焊、 不短路。 那
时候的我做事笨拙， 完全不懂得
焊接的技巧。

一开始操作时， 我手握电烙
铁， 小心翼翼把电路板上损坏的
元件拆下来， 再把好的元件替换
上去。 担心烫伤电路板上的其它
元件 ， 焊接时我努力地抬高手
臂， 但这样一来， 不但胳膊非常
累， 而且因为没有支撑点， 焊锡
也不容易挂住， 一不小心还会发
生虚焊或短路。 看着电阻、 电容
和大小不一的集成块在小小的电
路板上组成盘根错节的丛林， 我
就像一个在丛林里迷路的孩子，
找不到脱困的出口。

那时， 每天上班对我都是一

种煎熬。 我既不想因为我的焊接
技术给设备埋下安全隐患， 也不
想让同事看笑话。 但每天不停地
返工，让我非常沮丧，有时候胳膊
累得酸痛，还是看不到一点进步，
验收测试时，不是短路就是虚焊。

就在我开始自我怀疑， 是不
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时候， 刘
姐出现了。

刘姐是我同事，快退休了。因
为我们的工台都是靠墙摆放，刘
姐坐在对面，我坐在另一边，平时
工作忙，背对背干活，谁也顾不上
谁。但那天刘姐站在我身边，默默
地观察完我的焊接动作后， 马上
就说我的姿势不对。 她说， 悬着
手臂怎么会平衡呢？ 而且手臂悬
空焊接时就不能精准地掌握焊锡
的量 ， 多了或是少了都是不对
的。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我长嘘
一口气， 感激地看着刘姐。

刘姐说， 她已经默默地观察
我好几天了， 我的烦恼和困惑她
也看在眼里， 本以为我会主动向

别人请教。 彼时， 我因为担心刚
到继电器工区就让别人知道弱点
会被瞧不起， 所以宁愿跟自己较
劲也不愿向他人请教。

知道原因后 ， 刘姐批评我
说，“继电器工区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岗位， 我们经手修复的设备用
回现场， 关系着行车安全。 大家
忙， 并不代表不愿意互相帮助，
任何时候， 我们都是一个整体，
是守护铁路安全的整体， 遇到问
题了， 怎么能不问问其他人呢！”

那天， 刚好工区其他同事去
学习了， 刘姐就把她的板凳挪过
来 ， 跟我并排坐着教我焊接技
巧。 她说，焊接时得快速，你越是
小心翼翼， 烙铁就越可能烫伤好
的元件，所以得“精、准、狠”，这样
焊点才美观又结实。 刘姐手把手
教我的时候， 我看到她的手上到
处都是伤疤，那些黑褐色的伤口，
是焊锡掉落时的印记， 像星星一
样密布在那双粗糙的双手上。

闲聊时， 刘姐告诉我， 她一
直从事修复电路板的工作， 尽管
已经是熟练工种了， 但每一次她
仍然不敢大意， 她说， 一想到所
从事的工作， 关系到国家和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不敢掉以轻
心， 为了保证让电路板接近工厂
的还原度， 她曾经苦练焊接的基
本功， 手上的伤疤也就是那个时
候留下的。

后来， 因为工作需要， 我离
开了继电器工区， 但刘姐手上的
伤疤却时时提醒着我， 职责背后
事关神圣的“安全”二字。 我也逐
渐改掉了粗心、笨拙的毛病，每一
次工作都要求做到一丝不苟。

一路走来， 感恩遇到很多像
刘姐这样的人， 如今的我， 才能
不忘自己的初心， 不忘肩上的责
任和重托。

1922年， 一个装有海明威所
有小说稿件的手提箱在巴黎被
盗， 箱子里除了海明威尚未完成
的作品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还装有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手稿。
这是一部令人心碎的文学史， 在
伯纳德·理查兹 《未竟的杰作 ：
文学史上的60个遗憾》 整理的60
个未竟杰作的遗憾中， 除了海明
威， 还有莎士比亚、 司汤达、 巴
尔扎克 、 狄更斯 、 卡夫卡 、 加
缪、 马克·吐温、 马尔克斯等知
名作家。

未竟杰作频现的原因千奇百
怪。 有的因为战争不得不中断创
作； 有的作家生命不息、 创作不
止， 但因为个人突发疾病、 生病
去世 ； 颇为离奇的当数创作过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等戏剧作
品、 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的克里
斯托弗·马洛， 他居然在酒吧的
斗殴中意外身亡； 有的因为题材
敏感而无法继续写作， 司汤达未
能完成的 《吕西安·娄万》 （又
名 《红与白》） 就属此类……

名气， 有时也是横亘在作
家面前的一座大山 。 伯纳德指
出 ： “作家一旦成名于某部作
品， 接下来的创作就会变得很艰
难， 因为巨大的成功很难延续，
读者要么会抱怨作家只会重复之
前写过的东西， 换汤不换药， 而
且质量还不如上一本； 要么就认
定该作家的灵感已经枯竭。” 文
学创作本身就是一项思想的极限
挑战， 再优秀的作家， 都不可能
做到作品水准始终如一并受读者
持续追捧， 尽管他们依旧活跃在
文坛上。

也有一些未竟杰作权因作家
本人深陷完美主义陷阱无法自拔
的结果。 以 《变形记》 闻名于世
的卡夫卡， “不将作品修改到完
全满意的程度， 是绝不愿发表任
何东西的， 因此当死亡迫近的时
候， 他在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
的信里请求道： ‘所有我留下的
遗稿都要焚毁……一页都别剩
下’”。 无独有偶， 曾创作了 《洛
丽塔》 的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
尔·纳博科夫同样是一个完美主
义者， 他曾提出要求手稿必须被

摧毁。 去世前他一直在创作一部
名为 《劳拉的原型》 的小说。 多
年后， 卡夫卡的遗嘱及遭遇在另
一个异性的身上重演。 张爱玲曾
对 《小团圆》 数度修改， 仍觉不
甚满意， 原本遗嘱销毁这部作品
的。 因为未遵守张爱玲的遗嘱，
力主出版此书的宋以朗， 因此背
上了卡夫卡 “遗嘱执行人” 勃罗
德同样的道德枷锁。

随着未竟杰作的层出不穷，
各种阴谋论会沉渣泛起至而发
酵。 海明威遗失作品一直是文学
史上的一个谜， 但隔三差五总有
这样那样信誓旦旦的消息出笼。
各类阴谋论形成的噪音让人无从
分辨是一方面， 更大的可能则是
源自一些人借机炒作谋利， 毕竟
眼球经济并非今人所创， 历史上
不乏人深知其圭臬。

既然有未竟的杰作， 自然会
派生出续写的有趣话题。 伯纳德
对每部未竟作品的续写可能性从
文学角度进行了分析。

在续写界， 相对成功的有罗
伯特·帕克来对雷蒙德·钱德勒
《幕后通缉令》 的续写。 高颚对
《红楼梦》 的续写总体上还是得
到了国人的认可。 当然， 更多续
写是不成功的， 甚至说是狗尾续
貂亦不为过。 想想也不难理解，
没有两个人的思想、 阅历和文学
理念是重复的， 灵感也没有类同
性。 一旦你认可前面的部分， 后
面部分的续写就很难超越， 毕竟
你潜意识中的前面部分一定比任
何续写更精彩。 还有， 许多文章
只是剧透了未竟杰作的故事架
构 ， 但由于缺乏当时的社会语
境， 以及对作者本身所处时代与
角度的充分理解， 灵感的不可复
制性， 意味着后来的续写很难回
到作者当下。 美国著名汉学家、
萧红的跨国知音葛浩文曾续写了
《马伯乐》， 但平淡无奇。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完
美的结局。 不完美本身就是人类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作为
生活的艺术凝结， 文学创作同样
难逃不完美的窠臼 。 一言以蔽
之 ， 因未竟杰作留下的那些遗
憾， 本质上也是文学的缺憾美。

“年满18周岁， 只要符合条
件 都 可 以 申 请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18岁那年， 校团委书记的
这番话， 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片涟
漪， 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
党申请书。

1974年12月22日， 我满怀喜
悦的心情 ， 登上开往西北的专
列 。 经 过 新 兵 连 的 “摸 爬 滚
打”， 我被分配到一营部担任报
话员， 我很快熟悉了业务， 成为
同年兵中的翘楚。 班长丁信看我
训练刻苦、 业务熟悉、 思想要求
进步 ， 建议我写一份入党申请

书， 并提出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一天， 团副政委让他物色一

名警卫员， 丁班长觉得我工作勤
快， 上进心强， 就推荐了我。

担任首长警卫员不但要手勤
脑勤腿勤， 还要嘴勤眼尖。 我一
日三餐吃在连队， 晚上住在首长
的家里。 清晨起来， 主动承担起
打扫院内外卫生等内务杂事。 我
工作认真细致 ， 不敢有丝毫差
错。 有时首长开会学习， 我就在
房间里看书做笔记， 构思文学创
作。

依稀记得1976年5月间 ， 我

跟随首长到二营检查工作， 和一
位老乡聊起一名同乡已经入党，
这让我羡慕不已。 回到连队， 我
把曾在一营部的表现以及服务首
长的细节和入党愿望向警卫班长
诉说一通 ， 班长表示赞同和支
持， 并说， “咱们警卫员都是基
层挑选上来的骨干， 但因为工作
性质特殊， 与连队的日常生活训
练不在一起，连长、指导员对咱们
警卫二班的八九个战士几乎没什
么印象。 加入党组织， 要支部大
会通过， 且名额有限。 这样吧，
你重新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有机
会我向指导员和排长汇报一下。”

心有凌云志， 志当存高远。
入党虽暂时没有进展， 可入党的

愿望在我心中日益强烈。 入党是
我毕生的追求 ， 组织上没能入
党， 我就先从思想上入党。 我工
作敬业 ， 热情不减 。 8月下旬 ，
我意外收到了一个牛皮纸大信
封， 是我写的一首诗歌刊发在了
报纸上。 那个年代， 能把稿纸上
的手写体变成报纸上的铅字， 可
是不小的荣光。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
1977年， 全军掀起大练兵大比武
热潮。 7月中旬， 凭借良好的记
忆力和娴熟的动作技巧， 在全团
文书大比武中， 我名列前茅， 受
到嘉奖。 不久后， 面对党旗， 我
庄严宣誓， 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
党员。 澎湃的情感涌在心头， 我

激动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信仰是精神之钙， 有信仰则

筋骨强健。 我空洞茫然的大脑就
是用党的思想理论来武装， 我书
写人生的笔管是党的雨露滋润浇
灌， 我前行道路的方向是党的正
确路线指引……回想我从递交第
一份入党申请书起， 初心不改，
红心向党。 四十多年来， 我始终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继
而不断进步， 一路从团到师到军
机关任职。 1987年12月， 以副营
职干部身份转业到地方工作。 从
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优秀
的军转干部。

回望入党经历， 凝眸庄严党
章， 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虽
然业已退休， 但我初心不改， 党
恩不忘。 学习没有松懈， 信念没
有动摇。 我要让余热生辉， 用手
中的笔， 书写新时代新生活， 书
写祖国大美风光， 誓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工友情怀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 ，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
无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
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
如何变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
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
澎湃 。 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
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 你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
样的 ？ 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
履行党员义务的呢 ？ 为展 现首
都 职 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
使命的生动故事 ，本报面向全市
职工开展“我的入党故事”征文征
集。 字数800字以内为宜。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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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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