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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李书霞刚刚从师范校毕业，
在荣昌海拔最高的三层崖下的一所乡村学
校教书。她文文静静走进县报编辑部，文
文静静拿出自己创作的文稿。那时我是一
个新闻编辑，但是我记住了这个羞涩的文
学小姑娘。二十年后再次相见，“小姑娘”
已成熟不再青涩，但文静如故。临别时，她
送给我两本书，都是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其
中一本是刚出版的《重庆美人》——最近我
一直在喜马拉雅收听的热播小说，作者居
然是她！

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二十年。
周末两天，我坐在书桌前，伴着窗外变黄的
黄葛树叶，把《重庆美人》一页页读完。一
个从荣昌清升镇漫水桥村走出来的小女
子，竟然有如此宏达的选题——

从小说背景来看，那段历史是沉重
的。从1938年至1943年，日军对重庆进
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重庆百姓遭受
了深重的灾难。著名的“大隧道惨案”中，
大量难民因窒息、踩踏而死，二十多辆大卡
车拉了两天一夜，才运完尸体。

从小说内容来看，故事是苦难的。国家
被凌辱，百姓惨遭屠杀。一群不同职业、不
同性格的重庆人，置身于这场惨绝人寰的

“大轰炸”中，他们挣扎求生，他们不惧强暴，
为个人幸福和家园安宁奋起抗争。小说中，
百姓、袍哥和土匪，在民族矛盾的大义下，抛
弃个人恩怨，互相救助，终得胜利。

作者没有回避苦难，把大量的笔墨花在
荡气回肠的抗争上。全民抗战让普通百姓
获得勇气和力量，迸发出“力与美”。小说
中，共产党员张让青舍下父母亲人，舍下未
婚妻，舍下小家，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奔走；
山土被炸得塌了方，身负重伤的潘月宁和市
民们站出来，用铁棍撬，用手掌刨，挖出了被
埋在泥土里的伤者；陈家庆受伤失明，潘月
红毅然担起了生活的重担；“雾季公演”将抗
战精神宣传至重庆的每个角落……“日子就
像长江水，日夜不停地奔向远方。虽然远方
多崎岖，可倔强的山城百姓，何尝怕过山势
陡峭，道路艰险！他们生活在这崎岖不平的
地方，在坚硬如铁的山上，依山建造起了自
己的家园，凿出了一条条前进的道路，什么
样的困难都不能打倒他们！”重庆人民从血
泪和废墟中站了起来：插秧、看戏、卖麻糖
……平凡的百姓活出了不凡的精气神，每个
人身上都熠熠生辉。

依山而建的城市是魔幻的。重庆母城
三面临江，一面靠山，倚山筑城，建筑层叠耸
起，道路盘旋而上，城市风貌独特。作者如
此描写两江交汇处：“本是一体的江水分作
两边，一边青碧，一边褚黄。清的一边，似女
子清亮的眼眸；浊的一边，如汉子敦实的臂
膀。江中心，清浊相接，刚柔相济，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独特的地理形势造就了重庆
独特的建筑，“重庆的地形高低不平，民居依
山而建，平的地方开成坝子，陡的地方建起
吊脚楼。这些高低相间、错落有致的屋子，
隐藏在绿树和晨雾里，恍若仙境。”璀璨辉煌
的夜色是惊艳的。小说中写道：“夜晚来了，
家家户户点上了灯，灯光从窗户里、门缝中
透出来，星星点点。想象的窗户再次被夜色

推开，夜风的手温柔地拂过，擦净夜空，将天
上的星星一一拂亮。星星笑了，分出一半的
光辉，赠予山城。山城的夜晚，亮起了璀璨
错落的灯。”麻辣鲜香的火锅是美味的。“重
庆雨水丰沛，空气湿润，雾气大，湿气重，与
火锅的麻辣劲道堪称绝配。重庆火锅汤色
浓艳，红里带金，十里飘香，香辣俱备。一锅
汤料里，有花椒海椒、有牛油菜油，水开了，
汤滚了，沸腾的浓香把馋虫从肚子里召唤出
来。食客用长长的竹筷子夹起切得飞薄的
肉片，伸进汤料里，涮两涮，捞出来，在香油
里过一下，放进口中。入口瞬间，唇间口内
似触电般一麻，紧接着，海椒的香辣刺激得
舌头一颤，从头酥到脚，麻、辣、鲜、香，混合
的香味缠绕住舌尖，萦绕在口腔。”重庆美食
数不胜数：热烈的如火锅、串串、酸辣粉；清
淡的如糯米团、桃片、糍粑块……

小说中，处处是对“重庆之美”的描述，
作者怀着对重庆的满腔爱恋，饱蘸了深情
的浓墨，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重庆的大
美。读罢《重庆美人》，意犹未尽，于是我又
与李书霞作了以下交流——

笔者：为什么想去写这么一本书？
李书霞：我去过几次西安，那里的每个

人都自豪于陕西厚重的历史。出租车司机
生动地讲述玄武门的故事，肉夹馍店主深情
地描述十三朝古都的朝代更迭，白鹿原的导
游绘声绘色地形容田小娥的美艳……他们
都会说同一句话：小说里写的、电视里放的，
比我说的精彩多了。陕西的作家和编剧都
有一种文化自觉：着重表现陕西的民风民俗
和地方特色。多年深耕，陕西形成了识别度
极高的三秦面孔和极其鲜明的地域文化。
《白鹿原》《废都》《平凡的世界》《大秦帝国》
《那年花开月正圆》……一系列电视剧和小
说在全国大火，引发了人们对陕西的探究兴
趣，也推动了陕西的旅游发展。重庆同样极
富地方特色，有厚重的历史，作为一个文化
人，我也可以为宣传重庆做点贡献。这便是
我写作《重庆美人》的初衷。

笔者：写这本书遇到些什么困难？

李书霞：《重庆美人》是一部以“重庆大
轰炸”为背景的小说，难点在于通过点滴细
节重现老重庆的风貌。经过“湖广填四川”
等多次融合，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彼此杂
居，互相通婚，形成了融合度高、丰富多彩
的民风民俗。仅人物的称呼就有多样，比
如称呼父亲，有些叫“爸”，有些叫“爷”，有
些叫“爹”，有些叫“老汉儿”，有些按家中父
辈排行叫“三叔”“四叔”……我走访了部分
本地的土著居民，选取了“爷”这个称呼。

笔者：小说中对重庆美景美食作了很
多描写，好像忽视了重庆另一名片：美女？

李书霞：是的，我强化了重庆美景和美
食，但我没有过多渲染美女。你看，小说塑
造的人物群像：他们保家卫国，抵御外辱；
他们怀抱梦想、自强不息，在战后的土地上
重新建设家园，开启美好新生活。题目中
的“美人”，用来赞美重庆人民的高贵品质
恰如其分。

笔者：写作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李书霞：“重庆大轰炸”是一个沉重的

话题，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苦难，但民众
总体的精神状态是积极的。因此，小说中
不能少了歌声与欢笑。在选取与小说相配
合的歌曲时，我苦苦思索，却意外获得。6
月5日那天，重庆城内拉响防空警报，纪念

“六·五”重庆大轰炸惨案遇难同胞，本地媒
体制作纪念节目，公交车上反复播放着《知
识青年从军歌》：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这首歌粗犷昂扬，是血性男儿胸腔中发

出的怒吼，恰到好处地反映出重庆人民的抗
争和不屈，用在《重庆美人》中再好不过，我
赶紧掏出笔，把歌词和歌名记了下来。

（作者单位：重庆晚报）

一个重庆女性的大格局——

不写重庆美女要写重庆美人
廖伟

周末，老公请几位进城打工的老乡来
家聚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热情
好客的女主人欣欣然忙开。面对一桌好
菜、数瓶好酒、满屋乡音，来客们自然是边
吃边聊、大快朵颐。

餐毕，见桌上的垃圾“混沌”成小山，一
位来客便对女主人道：“你打理起来太麻烦，
我离开时用塑料口袋把这些垃圾装起带走，
顺便甩到楼下的垃圾桶去。”女主人闻言，立
马阻拦道：“谢谢你！我还是自己来分类打
理吧，不过举手之劳……”待来客走后，女主
人将桌上的垃圾仔细分类拣出、装好，亲自
提到底楼，分别甩入干、湿垃圾桶里。

这位随时随地、人前人后都自觉将垃
圾分类甩放的女主人,就是我家的钟点工
小董。

上海即将在全国率先实行垃圾分类之
时，我们有事返回老家重庆……待我们回
沪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已
在小区里铺开。尽管只有小学文化，但守
岗敬业的小董经过“拜师”、自学，俨然已成
垃圾分类“专家”。

在她的指点下，我家厨房以及各房间
桌下的垃圾桶一变二——大的盛干垃圾，
小的盛湿垃圾；当我们分不清干、湿垃圾
时，只需问一声：“小董，这是什么垃圾？”她
的应声回答立马叫人豁然开朗；刚开始时，
我还像原来那样把嗑过的瓜子壳倒入厕所
垃圾桶，她见状也不声言，径直用手将其掏
出分类，事后，还轻言细语地提醒我：“阿
姨，瓜子壳是湿垃圾，别混到干垃圾里去了
……”经过数次提醒，我最后终于记着将瓜

子壳甩入桌下的湿垃圾桶。
小董不仅在工作时尽职尽责，业余时

间也时时记挂着垃圾分类。
前一段时间，她老公的朋友一家来沪

旅游。“老乡见老乡，心儿滚滚烫”，作为东
道主，她和老公便特请朋友到附近餐馆品
尝特色美食。餐毕，剩下不少便携的点心
和菜肴，出于“光盘”考虑，小董建议朋友打
包带走：“反正你们要外出游览，饭点时将
就着吃一点，既不耽误旅游，也不用再去找
餐馆……”想着朋友初来乍到，对上海的垃
圾分类不甚了解，于是，小董就将打包食物
餐毕的垃圾分类、以及公共场所垃圾桶的
分类甩放一一告诉朋友，并特地向餐馆服
务员要了几个塑料袋交给朋友，以便其在
路途中用来装分类垃圾。

桩桩件件、里里外外，都书写着小董的
诚信和觉悟。感动之余，我笑称小董是“垃
圾分类达人”，小董听了却谦虚地说：“我只
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一点小事……别的我不
懂，但我喜欢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垃圾分类达人小董
李北兰

我是一个普通的高校教师，如果说还
有一点成绩的话，不过是比别人起得早，睡
得晚，汗水多流些吧！

回忆自己走过的56年的人生道路，一
路荆棘，一路坎坷，每一步的脚印里留下我
充满艰辛的努力与汗水！

从小生活在长寿农村，住在土坯的瓦
房里，点煤油灯，读小学时每天走5里山路，
上中学每天单程走15里路，中午在学校食
堂吃点菜汤泡饭。

1979年9月我考上东北大学，改变了我
的人生，1983年7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上
班的时候是做外协加工，搞钢的热处理。父

亲是个小学老师。没有多少文化，讲不出大
道理，他对我讲“努力的人生才会美好”。

就是父亲这句话，督促我终于在1985
年9月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
学）的研究生。22岁的我，人生又有了一个
新的开始。

在北京脱产读书三年，1988年6月研
究生毕业，本可以留校任教或去其它冶金
系统的本科高校任教，可是家里弟妹多，父
母年纪大，最后选择了回到故乡的重庆钢
铁专科学校。有人认为我“傻”，说1988年
研究生毕业去了一所专科学校，预料我今
后很难有什么成就。

我想起了父亲的老话，“努力的人生才
会美好”。不管怎么样，既然选择回重庆，
只有努力，才可以改变自己。

当年作为学校分来的第一个研究生，
领导对我很重视，1992年1月入党，4月提
拔为学校教务处副处长。从事了9年的行
政管理，搞过学生工作，当过主持工作的系
主任，但自己的专业铁合金冶炼没有放弃，
一直在西部地区的冶金企业从事钡系复合
合金的研发与推广应用。2001年3月回到
教学岗位，重新当普通教师。

我的人生，应该说没有被命运与机遇特
别垂青过，但在关键的时刻，父亲的话告诉我
人生的方向，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今年是我大学入学40年，参加工作36
年。一路走来，尽管非常辛苦，但也感到欣
慰！先后著书7部，发表论文、文章187篇。
汗水没有白流，付出没有白费。

（作者系重庆科技学院二级教授）

努力的人生才会美好
吕俊杰

“终日错错碎梦间，忽闻春尽强登
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
闲。”这是唐代诗人李涉的《题鹤林寺
壁》。清人沈复大概也是特别喜欢“偷得
浮生半日闲”这句诗的意境，才给自己的
散文取名《浮生六记》。生活中虽有坎坷
颠沛，但他和妻子陈芸经历时间的洗礼
始终相濡以沫举案齐眉，他们的美好爱
情羡煞旁人。想起那句话，“若为儿择
妻，非淑姊不娶也。”或是当初的“心亦怦
怦作跳。”忘记是从哪里开始？赴一场生
命的旅行。那个眉似远山的女子，坐在
竹屋前烹茶。轻倚在窗边用一双巧手修
剪盆栽的枝条。走过一座城，便写一篇
故事。本以为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可天遂人愿。

我最喜欢的还是谭老板喝粥前的
那一段唱词，他本知道粥里有药可还是
喝了，为着清醒总是抵不过糊涂。

《浮生六记》于我便是这一碗清粥，
只是迷魂过后，醒来后却找不到我的那
座仙山。

打动人心的，也许是因为书中自始
至终都是回忆，它们掺杂着苦与甜。沈
复是回忆，喜儿是回忆，故事自始至终是
过去，而重新开始不过圆一出久梦。是
和沈复一样的记忆，看戏便也是回忆的
痴。两两相合，不过如此。

人生有千种不同，如果能自己找寻
到一条自己喜欢的路，将生活过成诗，把
柴米油盐谱成曲子，聊以慰藉寂寥的人
生，这就够了。

（作者学校：贵阳市第一实验中学）

《浮生六记》
有感

蒋涵宇

文 / 学 / 评 / 论

凡 / 人 / 素 / 描

风 / 过 / 耳

生 / 活 / 随 / 笔

▲《重庆美人》书封

▶李书霞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