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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盏灯，时间的荒野中，把我们从四面八

方聚拢，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而真正为我点燃
这盏照亮生命的明灯，带给我无穷写作动力的，正
是这个飞速发展、绚丽多彩的伟大时代。

文学是一盏灯
疏影

一个纤弱的女孩儿正在“病房”嘤嘤哭泣。坐在台下，看到
舞台上童年时候的“我”抹着眼泪，我的泪水也跟珍珠一样滚落
下来。

我的散文《那年花开状元府》在重庆晚报副刊发表后，重庆
57中的老师和同学们将文章改编成同名音乐情景剧，搬上了一
年一度的“育馨”科技艺术节舞台，引起全校师生和校友们的热
烈反响。站在母校的舞台上，接受校长颁发的优秀毕业生荣誉
证书，透过泪光，我看到了那年花开——教室里简陋的桌椅板
凳，老师和同学的情深意长；休学时父亲费尽心思托人买的那套
绿色封面的数理化自学教材；看到坐在后窗用功读书的那个生
病的小女孩，还有窗外的山峦，漫山遍野的夹竹桃；那条通往学
校通往文学的路，路边开着的那些黄色小花；父母的爱，老师和
文学的温暖，那些不朽的岁月，像花瓣，缠缠绵绵在心底温馨绽
放……

小时候生过一场祸及生命的重病。班主任马老师和同学们
捐了糖、水果和饼干来医院探望我。那些用旧报纸和作业本包
着的糖、饼干，一小堆桃和青涩的李子，都皱巴巴地透着陈旧的
颜色。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这些都是老师和同学舍不得吃攒下
来的啊，我的泪水禁不住“吧嗒吧嗒”地掉。现在仍然记得老师
轻轻抚着我的头发说：“不哭，咱们不哭。好好养病，早点回到课
堂来，努力读书！”

住院回家又休养了几个月，除了刻苦自学外，闲暇时也偷偷
看姐姐藏在抽屉里的手抄本。像《第二次握手》和《一双绣花鞋》
等优秀作品，从此，小说走进了我的生命之中。

其实，真正给予我文学启蒙的是父亲。很小的时候，最爱听
父亲“轧板”讲书。远到三皇五帝传说、烽火戏诸侯、三国群雄争
霸天下、赵匡胤陈桥兵变，近到川剧折子戏《三堂会审》《柜中缘》
等等，父亲讲得绘声绘色，“轧板”轧得铿锵起伏。记忆最清晰
的，是朱元璋金华逃难时那碗救命的“翡翠白玉汤”。每次讲完，
父亲都会再三教导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

父亲的启蒙和耳濡目染，老师的传道授业，以及那些字迹潦
草的手抄本，犹如一束束微弱的灯光，在文化贫瘠的年代，让我
懵懵懂懂地靠近了文学。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文学艺术呈现出百花齐
放的繁荣景象。那几年不管是什么书，只要是买得到，借得到，
不分白天黑夜，都如饥似渴地捧读。从《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四大名著，到《诗经》《楚辞》《古代散文选》等经典篇章；从《雷雨》
《围城》《青春之歌》到刘心武、张贤亮、张抗抗、莫言，以及金庸、
古龙、梁羽生；还有《简爱》《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飘》《勃朗
宁夫人十四行诗》等等。至今仍记得简爱那句经典名言——“在
上帝脚下，我们是平等的！”视力也就是在那个阶段慢慢近视了，
但是那盏文学的灯却越来越亮堂了。

每读一本书，从抄录喜爱的句子，到写读书笔记、日记、随
笔，逐渐跟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阅读，紧张的工作也让我
在蓬勃发展的时代有了更为真切的人生体验。从撰写新闻报
道、编辑企业报刊、组织演讲比赛，到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块”文
章，我用自己的笔，把新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普通人的心路历程，
一点一点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不知不觉间，那盏文学的灯放射出一道道强烈的光束，给了
我往前走的勇气和力量。当自己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评论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及网络文学平台，经年的积累终于有了
收获。而我抒写生活感悟和故土情怀的小说散文集《空山竹语》
出版后，得到了文学前辈的肯定和鼓励。著名诗人傅天琳评论
道：“疏影的文字是朴素的、有深度的，这种自然的写作状态也是
最值得肯定的。疏影和其他女作家一样，和文学有一种天然的
缘分，笔触特别细腻柔婉。就像两军打仗，男作家一开始就刺刀

见火，但她可以慢慢地、曲曲折折地把那一条壕堑悄
悄地修到了敌人的眼底下，别人都不知道。疏影的
作品对于我来说就有这种魅力。”

更有那些年轻读者带给我的感动。当自己的作
品被今天的中学生，用音乐情景剧深情演绎出来时，

我看到了真善美的传递，就像一粒粒
种子，播撒在一个个稚嫩的心田，从
此，那里出苗，成长，朵朵花开……

我一直在心底问自己：为什么写
作？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文学百
花齐放创作繁荣的新时代，没有名师
名著的熏陶和滋养，或许我仍然踯躅
在朦胧的灯光里，不知前路。

（作者系渝中区作家协会理事）

打开电脑，网站上一个帖
子《那些年使用的票证》里，五
花八门、色彩缤纷的各种票证
照片，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
闸门……

多年以前，物资短缺，供不
应求，我们使用过粮票、布票、
油票。因物质匮乏，票更加多了起来，肉票、糖票、煤票、火柴票、酒
票、豆腐票……林林总总二三十种。

票证一多，保管就是个麻烦事。母亲深知一大堆票证的现实意
义，从不敢有半点的马虎。丢失一张，生活品质就被削去了一角。于
是，她专门找了个结实的纸盒，将各种票证装在里面，需要使用时，便
小心翼翼地在里面翻找。有些新品种票证，大字不识的母亲分辨不
清，我们几个子女协助，才避免了张冠李戴。

如此精心地呵护这些宝贝，也有大意失荆州的时候。有一回，母
亲准备买点肉滋润全家几乎生锈的肠子。可翻遍了纸盒，那可爱的
肉票竟不翼而飞。母亲急得满头大汗，立即搬来我这个救兵。我来
来回回把纸盒翻了个底朝天，仍不见当月的肉票。

“都怪我，都怪我！”母亲犹如犯下了弥天大罪般连连自责。可想
到母亲为全家付出的辛劳，一家人哪好意思埋怨母亲。于是，那一个
月全家人便只好吃素，不沾腥荤。

几个月后，一天清扫卧室，母亲偶尔发现了掉在床后缝隙里的一
张纸片，捡起来一看，正是那六连张肉票。现在变成了一张过期失效
的废纸，可惜啊。

最艰难的时候，有票证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
一段时间，本地的豆腐厂不知是原料短缺，还是产能萎缩，稍微

去晚点，拿票也买不到豆腐，母亲几次去都空手而归。
当月最后一天，豆腐票即将变成废纸。恰逢假日，我和妻子清晨

七点多便匆匆忙忙赶到了豆腐门市。结果，买豆腐的市民早已排起
了几十米的长队。

可亲可爱的豆腐岂能放弃！我们只好无奈地排在长队后面，从
朝霞初露，到日上中天，豆腐厂每端出几板豆腐，长长的队列便艰难
前移一截。

大概中午一点多钟，等我们买到供应的四块豆腐，肚子里早已唱
起了空城计。再看身后长长的队伍中，许多人已经怨声载道。

好在改革开放的阳光迅速扫除了物质匮乏的阴霾。那些承载着
一个个早年记忆的票证，逐渐告别了我们的生活。

这些年来，我惊奇地发现，当年让人不胜其烦的“票多”，已经变
成了让人喜在心头的“卡多”。最初是银行卡，之后便陆陆续续出现
了公交卡、会员卡、交易卡、保修卡、缴费卡、停车卡、门禁卡、公积金
卡、水电气卡、体检卡……而今，各种各样的磁卡，已将百姓的钱包装
点得五彩缤纷。

拥有一张张磁卡，犹如打开了一道道神秘的大门。公交乘车卡，
让你的出行变得方便异常；各种缴费卡，给你的消费带来种种便利；
各类保修卡，给你家里的大小物件加装了一道保险杠；各类会员卡，
使你不断地享受忠诚顾客的种种优惠；一张停车卡，标志着你的生活
质量又迈上一个台阶；股市交易卡，则让你深深地体验到什么是机会
与风险共存……

多年前，看准机会果断地购买了现在的住房。虽然几十万的贷
款面临一定的压力，但单位发放的住房公积金卡，又多少让我增加了
早日还清贷款的底气。退休那时，凭着一张住房公积金卡，我高高兴
兴一次性领回了十多万结存的住房公积金，随后将剩余的住房贷款
一次还清，“无债一身轻”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卡多了，当然也会遇到麻烦。那一年，在翻找钱包时，不小心工
资卡滑到了地上，当时竟没有察觉。两天后要用卡了，一摸钱包，顿
时惊出一身冷汗。但顷刻，又镇定下来：卡上有密码啊，不应该有什
么问题吧！当即跑到银行挂失，工作人员验明正身，立即帮我查
询，哈，卡上的几万块钱一分未少！然后为我补办了一张工资
卡，更换了卡号，丢失的那张银行卡便被废了。再联想30多
年前的那次外出，携带280元现金乘坐公交车，拥挤中，钱包
被窃贼顺手牵羊，几个月的工资打了水漂，害得我当月只能
举债度日。小小银行卡，堪称财富小屋的安全之门！

对啦，今年政府为优待老人，将
免费乘坐公交地铁的
年龄提前到65岁，我
的钱包里，又有幸增
加了一张免费乘车
卡。我正在犹豫，
是不是该卖掉爱
车，淘汰那张伴随
我十几年的停车
卡呢？

（作者系重庆市作
家协会会员）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年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从“票多”到“卡多”
贾昭衡

这些年来，我惊奇地发现，当年让人不胜其烦的“票多”，已经
变成了让人喜在心头的“卡多”。最初是银行卡，之后便陆陆续续
出现了公交卡、会员卡、交易卡、保修卡、缴费卡、停车卡、门禁卡、
公积金卡、水电气卡、体检卡……而今，各种各样的磁卡，已将百
姓的钱包装点得五彩缤纷。

专家评委
点评

作者慧眼
独具，抓住日
常生活中不经
意的那些年使
用 的 票 证 经
历，开门见山，
拉开话题，通
过母亲丢失的

“六连张肉票”
和即将过期的

“豆腐票”两件
小事，形象而
深刻地反映了
当年物质生活
的极度匮乏。
而代之人们生
活水平发生质
的飞跃的便是
一 张 张 各 类
卡，实现了从

“票多”到“卡
多”的巨大跨
越，折射出改
革开放四十年
给人们生活带
来的幸福“巨
变”。该文将

“票多”和“卡
多”的故事写
得绘声绘色，
具 有 很 强 的
时 代 感 和 穿
透力。

刘建春 重庆
市散文学会会
长

专家评委
点评

非常赞同
作者的比喻：
文 学 是 一 盏
灯。这盏灯不
管是在人生的
顺 途 还 是 逆
境，都闪烁在
追求与奋斗的
路上，都高悬
在求索者的心
中。改革开放
之初，千百万
文学爱好者在
这盏灯的感召
下，走上这座
独木桥，走上
这 条 羊 肠 小
路。成功者虽
然寥寥，但这
盏灯却恒久不
灭，指引着改
变着他们的人
生。作者就是
这样一位孜孜
矻矻的灯下笔
耕人。随着网
络 时 代 的 到
来，写作已不
再是文字工作
者的专有，也
不再是纸书的
专利，写作已
成为全民的共
享，这正是四
十年来最具历
史性的改变。
作家这个曾经
华贵典雅高不
可及的字眼，
终于脱下了华
丽的衣裳，我
想，这才是时
代进步的根本
所在。也正因
为如此，新的
作者新的作品
才不断涌现，
繁荣昌盛的文
学新时代方殷
殷可期。

许大立 原重
庆市作协主席
团成员兼报告
文学创委会主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