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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书，你
关注的是什么？
是作者本身的经
历？是书中描绘
的一个一个鲜活
的人物形象？还
是这些故事背后
的“故事”呢？也
许，以上的林林总
总，你都有；也许，
你对于阅读就是

“读”，除此之外没
有其他。

说到这里，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哈
哈，是不是“你关注什么？你在意什么？”

告诉你，我关注的是作者，在意的是作者
描述的故事的来源。比如，我阅读了儿童文学
作家曾维惠老师的《你好，四面山》（长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出版）之后就是如此的“思考步骤”。

曾老师为什么要写《你好，四面山》？
我个人觉得因为她生活的环境影响到了作
品的取材：素材一定是来源于生活。

曾维惠，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
学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文学
院首届签约作家，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有人说，这有什么？这不就是对一个
作家的介绍吗？

这点很重要。《你好，四面山》写的是“四
面山”的故事，而这座山位于重庆江津区南

部。看出来了吧？作者写的就是家乡的故
事，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如果你还不相信，
那我以开篇一部分的内容读给你听一听吧！

“嗬着着，走起——”
“嗬着着，扭起。”
“嗬着起，爬——坡。”
“嗬着起，上——坎。”
“水口寺的坡啊——”
“陡得很的陡啊。”
“水口寺的景啊——”
“美死人的美啊。”
“水口寺的汉啊——”
“力气大得很啊——”
……
滑竿儿，就是二人抬的轿子，说得文雅一

些，叫二人小轿；抬滑竿儿的人，说得文雅一些，
叫轿夫。在两根结实的长竹竿中间，绑上用楠竹
片编成的躺椅，再配上脚踏板，就成了滑竿儿。

这浓浓的乡音及旅游景区特有的交通
工具抬滑竿的场景跃然纸上。试想，一个
没有亲身经历，一个没有见过、怀有家乡情
结的作者，能否写出那一句句的号子？能
否写出滑竿儿的点点滴滴模样呢？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只有深入生活，才有探寻与发现，才能
触摸到生活的真实。

《你好，四面山》看题似乎是写景，其实
是写情：男孩毛山、毛山爸、毛山爷爷三人没
有血缘关系的一家情，毛山与邻家女孩桂花
的孩子间的友情，毛山一家与“斤斤计较”的
桂花爸妈之间的真情。他们之间发生的冲
突、帮扶，都融汇了人世间最真的“情”。

作者以经历表真情，以朴实表真情，将
自己的情感融入到笔尖，努力使每个词、每
一句话都充满感情色彩，表达出内心真切
的感受。文章结尾这样写到——

四面山的夜，很静，很美。
毛山和桂花来到杉树林中，他们在小树

屋里添了一些食物：花生、玉米粒儿、麦粒儿
等。然后，毛山和桂花背靠背地坐在树下，
看着美丽的山林和夜空，不禁有些陶醉。

“四面山，你真美！”毛山说。
“我们爱你，四面山！”桂花说。
忽地一颗流星划过，发出耀眼的光芒。

“哇，流星！”桂花欢呼。
“赶紧许愿。”毛山说。

毛山和桂花都赶紧闭上眼睛，各自许了愿。
许完愿，毛山和桂花都没有问对方许

了什么愿，因为他们都相信一句话：如果把
许的愿说出来了，愿望就不灵了。

毛山和桂花的愿望，天上的星星知道，
四面山里的山岩知道、树林知道、花草知
道，瀑布也知道……

正所谓写到情深处，自有神来笔。只
有敞开自己的心扉，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
故事才能打动人，我们也才能爱不释手。

在辽阔的钟声里
七彩祥云
从心头冉冉升起
时间的川流
仿佛凝固在
世界的每一个夜晚
和过去告别吧
就像和曾经的恋人道别
你爱的，是你的一切
就如造虹的夏雨
或红焰般的秋荷
甚至街头的残雪
和穿透肢体的寒流
澎湃与宁静
如今在同一时空安放
哪怕钟声长逝
过往的背影
却在岁月的广袤里
化为永恒
如一尊沉默的雕像
向着未来凝望
让我们祝酒
交错的杯盏和眼神
激荡着友谊和诗歌的海洋
在生活的世界里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如果你是三月的风
我就是渐行渐远的春草
在天边生长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吧——
那即将到来的
是从不停歇的脚步
用时间的针脚
密织的梦想
是柳枝上的鹅黄，是绿，是希望
是美美与共的窈窕诗章

我捧起《长袜子皮皮》，这本书的主人公
是皮皮，我觉得她像星星一样发着光，因为
她有我喜欢的一个特点——坚强。皮皮虽
然才只有九岁，但她很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就
离开了她。她的爸爸是个船长，皮皮从小就
跟着他。但不幸的是，一次皮皮跟着爸爸在
海上航行时遇上了龙卷风，爸爸失踪了，她
相信爸爸飘到了一座岛上当了国王。虽然
皮皮一个人住在东倒西歪的破烂房子里，但
她用乐观看待不幸，特别坚强。

皮皮的坚强引起了我的共鸣。每个周六
下午，我都要去学小提琴。当到了小提琴老
师的楼下，我心里就直犯嘀咕。因为我一上

去老师就会考上周学的小提琴曲子。如果我
没有练好上周学的曲子，就会被老师发现和
批评。由于我没有每天坚持，估计达不到老
师的要求，想拖一下再上去。爸爸说，不能回
避，没有付出当然要是付出代价的。我只有
忐忑不安的上去了。结果一拉琴就现原形
了，老师知道我没有天天练，批评我不坚持不

认真。我垂头丧气的结束了这节课。
爸爸问我，是放弃还是坚持？我说当

然要坚持。但说起容易，做起难。每天放
学回来后做完作业就要练琴，玩耍的时间
就更少了，我经常犹豫是否放弃，又觉得放
弃了可惜。爸爸不时鼓励我，告诉我没有
痛苦就没有进步。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和犹豫，但是我还是坚强地去面对。通过
每天的坚持练琴，我的小提琴水平开始逐
渐提高。慢慢的，每周到小提琴老师那里
去练琴得到的批评少了，表扬多了。在上
个学期学校的小提琴兴趣班的测试中，我
顺利的通过测试。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
坚强可以战胜困难和挑战。

合上《长袜子皮皮》，我似乎已经融入
到故事里，和皮皮一起奔跑，一起调皮，一
起乐观，一起坚强。在生活中要坚强和乐
观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坚持才能进步。

（作者系重庆两江新区星光学校五年
级二班学生）

过去，将来，或许再没有哪一个年份会比
2020年更让人印象深刻。回顾一年，恰如重
温一本刚读完的开篇非同寻常、情节跌宕动
人、结尾意犹未尽的书。一页页重新打开，贯
穿的人物、故事甚至词句，如一帧帧电影画面，
定格于脑中清晰如昨。我把镜头往回拉。

去年二月上旬那几天，天气很好。妻子身
在基层单位，最为紧张的时间段里，每天需要
出去上班或全副武装去老旧社区值勤。我与
女儿严格遵守居家规定固守在家里，除了内心
隐隐不安，父女二人倒是自得其乐，因为我们
都是书虫。那几天我读的是断断续续好久的歌
德的《浮士德》与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
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我正背着阳台门坐在沙发
上沉浸在日本四国岛一处幽深的世界，忽然一
道柔和的光从身后的玻璃门照到手中翻开的书
页上。它暖暖的光彩让我及周边的物体一下子
跟着明亮起来，捧在手里的书，字字清晰又满是
温情。我瞬时陷入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中。转
过身面向房门外，原来几百米外一栋高高的楼
宇玻璃上，停留着红杮子般耀眼但不刺眼的太
阳轮廓，进入房间的光线正是反射自那里。我被
吸引住了，放下书，定定地关注着那太阳影子，初
始它看似停滞不动，细致观察发现实则在一点一
点自高向低移动，十几分钟后，随着位置与角度
的变化，它的色彩逐渐变白轮廓变得无形，最终
从玻璃上消失，暮色开始降临。连续几天天气都
很好，于是每日那个时间段，我便拿上书坐在之
前的位置，等待那栋楼宇反射的夕阳余晖，再目
送它消失不见。我感到那是一个满是诗意的过
程，很难描述那样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它似乎有
一万种情愫，包含着温馨，宁静，期待……我明
白，那样的短暂时光注定是一生中独一无二的体
验，即使今后还会有此景，却很难再有此情。它
属于唯一的2020年，它一定会长久地留在我的
身体里，一直存在于昨天。

二月中旬，回到单位。几天后某个下午，
又见到类似的景致，公寓房对面办公大楼大
块的玻璃幕墙上，光灿灿的夕阳明朗朗地折
射入我的居室，看过去，宛如墙面挂了一盏
巨大的探照灯，附近的楼房皆被镀上金色的

光辉。我知道，春天应该来临了。
整个二月，外加一月与三月的几日，近

四十天我是在室内度过的。饭来张口的生
活让我没有研究厨艺的机会，报纸、手机上
的新闻也无法切身感受武汉一线的艰辛，有
种有劲无处使的无奈。好在有网络，一大叠
书籍与乐观心态让我的独居不显得多难熬，
看看读读写写，一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
当，甚至还要占据睡眠时间。直到三月上旬
终于可以走到楼下，见到大门外树林中几株
树木果然已经繁花满身，细白的花瓣不着一
丝涂抹，素洁而典雅，与这个春天特别的安
静沉默的气氛十分相配。走出去，楼前屋后
随处均是姹紫嫣红，它们热烈而沉静，鲜活
又从容。面对活力无限的春天，你无法让心
情变得沉重。当然，让心情变得越来越畅快
的，除了春天怡人的气息，更是抗疫一线接
二连三令人兴奋的讯息。

复工复产开始了，城市与树木同步开始
复苏，办公室窗下的城市干道重又变得喧闹起
来。能感受到每个人都像放置好久憋了一股
劲的机器，马达一起动，便“哒哒哒”欢快地运
转起来。停滞了的工作任务开始一个接一个
应接不暇。进入暮春，女儿终于又回到教室。
我去了一趟离重庆主城最远的巫山县当阳乡，
那是一个与浮华尘世离得远，与自然纯净离得
近的别样天地。乡村的环境与生活我一点也
不陌生，但需要时常走近走进。站在海拔一千
多米的红槽村高高的崖边，我看到巍巍大巴山
的春天还迟迟未离去，看到碧蓝如洗的天空和
悠闲得干脆把身躯搁放在山脉顶端的朵朵云
絮，新鲜的草木与泥土气息直入心脾。站在微
风拂面的田埂上，我同一位与父亲别无二致的
老农聊了好一会天。我始终记得他灿烂的笑
容让满脸的皱纹变成了花朵。夜宿山里小镇，
在潺潺的流水声下，身体似乎轻快许多。

夏天到秋天，还没听够蝉的嘶鸣，除了
时间、温度，还有各种事务，无缝衔接甚至叠
加的速度总是让人反应不及。重庆与西安
的往返，是每年必须的固定课目。七月底，
半年未曾见面的三岁小儿见到我还亲切依

然，心里自是欣慰不已。家人团聚、亲人相
聚，每个人精神面貌恢复如初。

十月，等待的秋高气爽一闪而过，秋意
不浓秋意凉。第三次秋行城口，行走过多次
的路线，车窗外的风景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引人侧目。穿行于巴山脚底，在一条透明见
底的小河旁，因前方修路占道限行，车辆不
得不停下来。伫立路旁，放眼群山，峰峦叠
嶂，青山绿水，触动着隐隐的乡愁。这乡愁，
是记忆，是对青春的留念。

即便再小的城，也得足够的时间去领
略。第三次到临，才算可以在脑子里把城口
这座山间小城画出基本的素描。次日清晨，
推开窗户，看到夜间下过雨，湿漉漉的路面，
湿漉漉的城市与空气。遥望高峻的山巅，云
雾笼罩着的浓密森林中，有一些黄色红色深
浅不一的树木点缀其间，它们用较小的比例
代表着一个季节的现实。我想到八年前的初
行城口。八年时间，我们像是未有改变，又实
实在在有了大改变。这座小城，与随后行程
中的开州、云阳与万州，无论体量还是繁荣程
度，皆不可比拟，倒是奇异的是，唯有城口会
触及到内心某一未知层面。

原定任务才完成一半，新的使命即飞马
来到。一个凌晨时分，与另两位先生赶赴江
城武汉。这一次，武汉的秋阳要比重庆的阴
天暖和得多，它似乎是带着无限的善意、感动
与热情，迎接着八方来客。受领的公务熟悉
且进展顺利，让三人有轻松的心情夜行东
湖。无需高度戒备全身装备，早已归于平常
的街道行人熙熙攘攘。我们一路行一路聊，
我就想，如此有山有江有湖的城市，莫不是上
天的眷顾，有什么能夺走它应有的幸福感呢！

好在我也生活在具有同样特点的城
市。我的幸福感在身体里一直占据着强势
地位，不杞人忧天，不怨天尤人，怀抱着简单
傻傻地活着。唯一不太满意的是，时光过得
太快了，快得一不留神就到了年终，快得年
初定下要读完的那几本书的计划终是没有
完成。一年的收获，除了一些记忆与感悟，
似乎再无重量与实质的东西。自我安慰，但
问耕耘不问收获。

得之坦然，失之淡然，追求必然，顺其自
然。此话据言乃佛家语，我不知出自哪位
佛，新的一年，如果有机会，与他喝个茶就好
了。 （作者供职于江北区人武部）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读曾维惠长篇小说《你好，四面山》有感 蒋岭

新/ 书/ 发/ 布

2020，时光回眸 杨智华

坚强的魅力
——读《长袜子皮皮》有感 陈泽语

新年钟声
玉露诗画

链接：
1月8日，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江津

区文联、四面山管委会、四面山旅游（集团）
公司主办的曾维惠长篇小说《你好，四面山》
出版座谈会在江津四面山举行。

长篇小说《你好，四面山》主要从男孩毛
山的视角讲述了生活在重庆四面山景区的
父辈们的生活、孩子们的生活。作品从毛山
和邻家女孩摆摊儿遇到雷雨开始，既写父辈
乃至祖辈为了更好的生活如何奉献和努力
着，也聚焦于山区孩子的成长教育，讲述了
面对父辈矛盾和生活的磨炼，两个孩子学会
成长，走向成熟。本书生活气息浓郁，细节
丰满，通过生动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展
现了生活的原生面貌，体现了亲情与友情的
可贵。尤其毛山与桂花乐观阳光的生活态
度、独立思考的优秀品质，深深感染小读者，
照亮小读者的成长之路。

《你好，四面山》2021年1月由长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