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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流动的风景，家是凝固的艺术，
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座城市无
论大小、也无论新旧，都离不开“家”作为
主体的重要元素。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得
有一个家。我最早的家是母亲营造的，两
进竹篱笆茅屋，宛如流浪狗似的，蹲守在
县城十字街北门老菜市对面，建筑面积不
到 60平方米，一家七口人蜗牛样挤在一
起，居然熬了二十多年。现如今，这类大煞
风景的篱笆茅屋早已绝迹，即使乡村的牛
棚也比它高级美观。但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别说农村，即便在县城也是常见的“风
景”，一如老河埂南门桥附近的草屋街
……直到 1973年我参加工作，母亲才下
决心鼓动我们三兄弟拆除茅屋，我们一家
人才住上了能够遮风避雨的平瓦房。

后来我娶妻结婚，曾经的家已容纳不
了我们，不得已搬到工作单位简陋居室将
就着住了几年，后来转运，乔迁到临河而
建的职工宿舍，对面就是一河之隔的老河
埂。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集体企业能盖
起一大溜新崭崭的职工宿舍（有楼房也有
平房，我们12户职工住的是平房，总建筑
面积不到 800平方米），是令人向往和羡
慕的。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几十年过去了，
社会在发展，经济在腾飞，城市建设步伐
在加快，曾经令人称羡的职工宿舍早已

“人老珠黄”，变成丑小鸭似的棚户区了。
不用说，我和家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早
日改变居住环境，拥有一个宽敞明亮、舒

适宜居的家。这一天终于给盼来了！2016
年末我拿到了青山新城南区的新房钥匙。

2014年 10月，商业广场主体工程封
顶之际，我站在四面凌空的楼顶俯瞰青阳
蓉城，极目之处，九华山莲花峰巍峨雄壮、
云雾缭绕，青通河像一条玉带由南而北穿
城而过，眼前呈现的是空旷、大气、坦荡、
铺展的壮丽景象。视觉在奔放中不断延
伸，一幢幢大楼，一块块小区，色彩斑斓，
错落有致，像成千上万块积木，被一双神
奇的手巧妙地安放在青阳蓉城阔大的怀
抱里，让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当时，位
于南部新城区核心地段的人工湖（如今的
芙蓉湖）正在紧张开挖，只见九子大道车
轮滚滚，风尘仆仆，运输土方的大货车风
驰电掣，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那会儿我做
梦也不曾想到，两年后，南部新城区竟然
有了我和家人的安身之所——在总建筑
面积四万多平方米的青山新城南区，我的
小家也在其中。

透过我家的窗口，我每天都能惬意地
眺望春笋般拔节生长的楼盘，看着它们随
着时光的推移，宛如一群充满阳光和活力
的孩子，在母亲的哺育下一天天长大。

每当我想起半个世纪前我家的篱笆
茅屋，还有老河埂上曾经的草屋街，再放
眼当下日新月异、花园似的南部新城区，
我就感到特别暖心。我爱我的小家，更爱
青阳蓉城乃至城乡各地蓬勃兴起的千千
万万的家！

家在城南
 苏诚林

1933年，出于缅怀为革命献身的“左
联”五烈士的目的，鲁迅写下了著名的杂
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文末充满预见性的

“将来总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一
句，放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恰好能成为对
黄梅戏《凌霄花开》创作初衷最贴切的注
解。

由国家一级编剧王训怀、陈耀进编
创，池州市贵池区黄梅戏剧团有限公司排
演的大型原创现代黄梅戏《凌霄花开》，作
为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新
创优秀剧目展演活动的入选作品，于今年
7月 3日在合肥成功展演。该剧是以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党组织
被迫由公开转为地下开展革命活动为叙
事背景，以池州首位中共党员凌霄烈士的
事迹为脚本，加以创排的新编现代戏。再
现了凌霄在中国革命初创期，奉命回乡建
立党组织、发展革命武装，终因叛徒出卖
而英勇就义的革命生平。

相较于抽象的文字表达，以舞台视觉
手段重塑上世纪初在池州真实发生的革
命历史事件和那一群熠熠生辉的早期革
命者形象，让今天的观众能理解他们为理
想信仰而奋斗，甚至无惧牺牲的原因所
在，是革命历史题材黄梅戏《凌霄花开》要
用艺术的手法去解答的问题。

多层人物关系建构下的主人公塑造

革命人物题材的戏剧是以主题人物
为核心，展开相关的人物关系。这种以点
带面的人物关系呈现方式，既有助于确立
主题人物的中心地位，又方便剧作者从多
层面展现主题人物的性格、品行。黄梅戏

《凌霄花开》中，围绕着主人公凌霄展开了
多层人物关系书写，尤其是对夫妻情、母
子情的着力表现，以生活化的方式去完成
对革命者凌霄形象的多面立体塑造。

剧作以凌霄妻子洪雪英的唱段开场，
寥寥数句就尽显对丈夫的思念与牵挂。但
显然剧作者的用意并不止步于简单地对
夫妻情感深厚的表现。通观全剧，前后共
设置了三幕夫妻聚散场面的特写：第一场
中凌霄受命返乡，二人匆匆一聚；第四场

夫妻二人互诉衷肠；第八场凌霄就义前与
妻子狱中诀别。通过三个同类化场面的前
后对比，逐步累聚叠加戏剧情感，让凌霄
用行动和抉择，完成了对自身革命者身份
的彰显和人物形象的深度挖掘。

剧作者一直在努力塑造革命者崇高
形象之外的普通人的、有情感牵挂的凌
霄，夫妻关系上如此，母子关系亦是，且更
纯粹。执行任务中途，凌霄冒险返家为母
亲祝寿。狱中昏迷时，剧中以隔空对话的
方式，将凌霄内心的眷念与不舍外化：“多
想做一个贤孝子，侍奉我的慈母娘安度晚
年。”而之所以选择“舍家舍眷、舍亲舍情”
的原因，剧中也经凌霄之口给出了最终答
复——“似看见，神州大地红旗插遍，新中
国，百花吐艳气象万千”。剧中对凌霄形象
的生活化处理，非但没有弱化其革命性的
主基调，反而令人物更加柔软而有温度，
借助儿子、丈夫、父亲等多个生活化的身
份转换，为革命者凌霄注入更具人情味的
灵魂。革命者不只有热血奋战、慷慨激昂
的人生，更是活在一粒一粟、一血一泪当
中。

虚实结合中展现的“革命者”群像

事实上，《凌霄花开》不只是想展现凌
霄一个人的革命经历，更是对同时代万千
仁人志士的革命征程的纪念。凌霄更像是
一个引子，串联起当时的一批仁人志士为
拯救民族于危亡、人民于水火而付诸的热
血乃至生命。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作品，该剧
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
以历史真实人物和虚构角色相结合的方
式，立体还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

革命早期的图景：凌霄及其妻儿、母亲，与
方铁匠、汪根娣等虚构人物一道，将观众
带回那个动荡不安却又热血激昂的年代。
革命志士有爱国之心，贩夫走卒如方铁
匠、汪根娣等辈也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获
得身份觉醒，献身革命事业。全剧围绕凌
霄的生平踪迹所延展开来的剧情，从与之
有过交集的数位人物入手，利用出身不同
阶层，身处不同群体的多样性，来完成对

“革命者”群像的描摹。
值得一提的是，剧作者没有回避历史

真实，对我党在初创期，极少数“革命者”
的革命初心不纯粹，信仰不坚定的问题也
有正面涉及，这集中在对剧中的叛变者周
文俊的角色塑造上。周文俊投身革命的目
的一开始就存有利己成分，借铁匠的话
说：他“心中只有玉瑶，救出玉瑶就万事大
吉”，基于此，革命也被其用作解决个人恩
怨的复仇手段，试图借革命武装之力一举
消灭尚乃琦，一劳永逸。这样的剧情设计，
为周文俊之后的黑化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更重要的是，剧作者有意启发观众去探究
的，对于革命者的初心及其重要性等问
题，通过人物各自的后续行为选择，最终
也有了不辩自明的答案。

保留传统的叙事方式再创新

《凌霄花开》是通过撷取池州首位共
产党员凌霄在 1928—1935年间的一系列
革命活动，进行的艺术创作，剧中涉及凌
霄奉命回乡建立党组织，领导地方工农运
动、创建皖南红军独立团，直至最后英勇
就义等一系列真实革命历史事件。

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类型和主人公
作为革命开拓者的特殊身份，需要剧作者

适当放弃常用的偏于细腻、抒情性的黄梅
戏叙事习惯，而引入相对宏大的历史叙事
方式来呈现。在保留黄梅戏传统的抒情性
叙事方式的同时，又实现了该剧作为“革
命历史黄梅戏”的定位。从结果看，在《凌
霄花开》中，抒情与叙事达到了较为完美
的配比。

此外，剧作者做了很多的艺术处理，
来增强该剧的艺术特质。整场戏里，凌霄
牺牲前的狱中独白一幕是全剧的情感高
潮。这一幕中，凌霄与母亲、妻子三人虽不
在同一情境，却在舞台上同空间。三人之
间饱含深情的隔空对唱，展现出凌霄与亲
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他高尚的革命气
节与信念。

为了让观众更能直观地感受到舞台
氛围、人物内心，感知凌霄的精神力量，剧
中的场面设计、灯光、舞美等方面也都在
配合故事的讲述。第六场，尚乃琦以贾玉
耀相要挟，周文俊最后的心理防线被击
碎，最终投敌叛变。导演在处理这一情节
转折时，使用的黑衣人群体，配以夸张的
肢体、灰暗的舞台色调将人物内心的撕
裂、逼迫、紧张外化。

再如，第八场凌霄慷慨陈词的场面，
舞台后方岿然屹立的战士群像，在红色背
景的映衬下瞬间营造出的肃穆、庄严氛
围，让整个场景有了更为强烈的感染力，
这些艺术效果正是《凌霄花开》在故事讲
述上所积极追求的。

《凌霄花开》历经两年多的打磨，其间
数易其稿，在创作团队的通力配合下，最
终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探索呈现出
一个独特的革命者形象。当然，对于一部
新戏，它依然有进一步精致化、艺术化的
空间，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革命历史题材作为一种特殊的题材
类型，它的审美意义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戏
剧作品，额外肩负着弘扬爱国主义、革命
精神的价值观传递功能。《凌霄花开》作为
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黄梅戏扛起了这份
责任。它用艺术的方式还原了那段距今近
百年的历史，告诫我们不能忘却，那些为
了民族大义与国家兴亡义无反顾的革命
者们值得我们永远缅怀与纪念。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原创现代黄梅戏《凌霄花开》

 黄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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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东边山坳里的太阳刚露出红红
的脸蛋，乡村木匠就早早地跨上自行车上
工去，沿路的乡亲们和他亲热地打着招
呼，他不停地用铃铛回应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好木匠在村
子里是很风光的。那时，村子里谁家想盖
房子，谁家的孩子要结婚了，都离不了乡
村木匠帮忙。盖房造屋摆在眼前的大事就
有：做梁檩橼柱、门框窗棂，还有其他的小
物件；结婚时数得着的大件就有：桌椅橱
柜，喜床梳妆台、三盆四桶等。办得体面
些，木匠活就更多了。村子里有名气的木
匠好几个，就数我姐夫手艺精。姐夫姓金
名白露，长得高高大大的，相貌周正，国字
脸，一头浓密的乌发，因有个好手艺，长年
日不晒雨不淋，所以生得白白净净的。姐
姐能看上他估计也是图这些。姐姐大我十
几岁，当年她谈婚论嫁我还是懵懂的娃
儿。姐姐在生产队是妇女队长，农村冬闲
时经常带领姑娘小伙到公社水利兴修工
地“大会战”，也是一方人物。“姐姐可能有
对象了。好像是公社‘大会战’阳山水库工
地上认识的一个小木匠师傅。”和她形同
姐妹的上海“上山下乡”女知青回家和妈
妈说，惹得父母很生气她的自作主张。后
来还是姐姐厉害，“坚持就是胜利”。说到
这，我突然想起儿时的一件事：奶奶叫我
和弟弟到水泥厂供销社买煤油、火柴之类

的，恰逢一个在供销社做商品陈列柜的年
轻木匠师傅。他见到我们非常热情，为我
俩跑前忙后的，还另外买了糕点、糖果揣
在我们兜里和手上，不要都不行。我和弟
弟一路吃到家，凑巧第一个遇见的就是姐
姐，弟弟嘴快马上报告，姐姐一听立马用
手捂住弟弟嘴巴，轻声说：“吃吧，就别告
诉家里人了，否则父母要你还回去。”我们
都觉得姐姐真疼爱我们，这件事从小到大
一直都没敢和任何人说起过。直到姐姐嫁
给姐夫多年后的一次新春宴席上，我想起
来了就笑着和姐夫耳语，引起姐夫哈哈大
笑。可见当年的乡村木匠是何等的吃香，
好的木匠师傅还能赢得美好的爱情。

姐夫的爱情成功秘诀应该还有一个
原因：当年父母最后没有坚决反对除了姐
姐的坚持和专一，我的姑夫应该功不可
没。姑夫也是家乡的一个好木匠，只不过
姑夫年纪大些，就相对保守些，手上出的
活也就老样式，但很耐用。如果真要比较
的话，姑夫擅长大木工活，姐夫大木工、小

木工活兼之。姑夫是父亲唯一的亲妹婿，
是那种“除了栎柴无好火”的关系。后来姐
夫一直喊姑夫为师傅，敬重有加，两人也
是好酒友，给东家上梁一起喊、收工路上
一起吹的忘年交。姑夫年老离世前还念念
着把一些木匠家伙传承给姐夫，可见师徒
情深。

都说“酒品如人品”，姐夫也不能免
俗，和他的为人一样，吃百家饭的，大气、
敞亮。也许是乡亲们好酒好菜敬重匠人的
缘故，年轻时姐夫喝七、八两烧酒没问题。
我工作之余经常到姐姐家去与其对吹，经
常喝得我走路不稳当。我们郎舅俩特别投
缘，亲如手足。

乡亲们常夸姐夫的敬业精神和聪明
劲儿。那年头姐夫读书很少，办事却很精
明，木匠活做得很精细。当年常见他和徒
弟拉大锯，不时地训斥“跑偏了”，挺严格
的。有时见他眯缝着眼睛打量木材、轻弹
墨斗线，拿着刨子推来推去的，如同做学
问一般。做好了家具，摆放一旁，引来串门

邻居的啧啧称赞。姐夫平时爱琢磨，悟性
高，看到什么木器新样式，一学就会，照着
葫芦画瓢就做出来了。有时别人看到什么
新式家具，只要跟他一比划，他立马在脑
子里就有了轮廓，很快就会做出来。经他
手做出来的家具既美观又大方，像东家娶
的新媳妇一样。后来，改革开放了，姐夫应
徒弟之邀到天津做过木工活。干了没几
年，他就带回许多做木工活的新方法，也
做出了许多的新样式。姐夫在村子里更有
名气了，这让固守在村子里的大小木匠们
自愧弗如。姐夫感到心里更有了底气，接
二连三地有好几名青年登门拜师学艺。都
是乡里乡亲的，就一一收下，姐夫于是当
起了培训师傅。严师出高徒。在他的言传
身教下，徒弟们都干得有模有样，没给师
傅丢脸。如今，姐夫已年近七十了，他的徒
弟们行走在城乡搞房屋装修、制作家具
等，也都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木匠，仿佛
就是师傅的影子。

现在的乡村木匠大都进城了，有的还
走出了国门，只有极少仍留乡下一边做着
木工活，一边耕种些自己的土地，两不误。
生活在农村或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
知道，乡村匠人于我们生活有多重要，更
了解他们曾经的作用和贡献。透过乡村木
匠的背影，我仿佛看见沉淀在乡村深处的
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乡村木匠
 汪国彪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问奶奶多少岁，奶奶告诉我说，
她和新中国同岁。于是，每当国庆节来临，我便会立即想
起奶奶的年龄了！

奶奶还告诉我，在她出生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有建
立。她八个多月大时，新中国成立了！奶奶经常骄傲于她
见证了新、旧中国的更替，与新中国同岁，对于奶奶而言，
既是巧合，更是幸福。于是，国庆在我心中，永远都是一个
非常圣神而光荣的节日。

童年的时候，每到国庆节那一天，我总会早早起床，
穿上崭新的白衬衫和蓝色长裤，佩戴好红领巾，来到学校
的操场上，笔直地站立着，行少先队礼，庄严地仰望着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

升旗仪式后，学校会组织我们来到大街上，站在街两
旁拥挤的人群中，踮着脚跟，高高地昂着头，观看游行队
伍表演。当一辆辆彩车从我眼前缓缓驶过，东风牌大卡车
上，奶奶和她的姊妹们都化好了妆，穿着代表着各个民
族、各行各业的装束，有的拿着鲜花、有的拿着镰刀斧头、
有的拿着书、有的拿着榔头扳手……总之，造型各异，摆
着各种姿势，站在车上一动不动，大街两旁，欢声雷动，鼓
掌声、叫好声响彻天空。每当这个时候，我是相当骄傲的，
我不停地冲着身旁的同学使出浑身气力叫嚷着：“快看，
那个是我奶奶，那个是我奶奶！”

工作后，开始有了国庆节放假一天的概念和期待。而
在国庆节前的几天，厂大门两侧，高高悬挂着大红灯笼，
大门正上方“欢度国庆”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文艺演出、诗
歌朗诵、歌唱比赛、游园、烟火晚会悉数上阵，随时、随处
都弥漫着节日的热闹气氛。直到现在，家里摆放着的奖
状、证书，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我青春年代的无数个国庆节
获得的，每每看见，我便禁不住的会想起我曾经努力奋斗
的青春和度过的一个个美好的国庆。

再后来，国庆假期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加上周末调
休，七天“国庆黄金周”，而今已成为所有中国人在新年伊
始就开始筹划的最重要的假期之一。

“今年国庆去哪儿？”这句话，显然已经成为每年九
月，人们见面时最温馨的问候语了。细细回想，这些年来
的每一个国庆，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每年国庆节，一家
人自驾游玩时的照片，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QQ空间和微
信朋友圈。

有人说，是“国庆黄金周”改变了我们国人的生活方
式和品质，我想说的是，其实改变我们生活方式和品质
的，是我们飞速发展和进步的国家。作为每一个中国人，
我们都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
新时代，神舟飞天，蛟龙探海，世界第二经济体，一带一
路等等，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
族正在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如今，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高速公
路四通八达，动车、高铁畅通无阻，能源、网络、通讯、信息
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美好生活需求不断得
到满足……

国庆随想
 陈泽闻

酒旗隐忽映楼轩，嘉卉藏苞画满园。
白浦荷风香漫溢，梅洲晓雪韵长存。
唐茶庄里汤泉绿，五谷堂前黛耜喧。
若论江南何处美，首当一指杏花村。

杏花村
 周庆祥

嫩须无端上阳台，黄花随意傍篱开。
南瓜不分张和李，一根藤蔓过墙来。

红薯
无与山花争明媚，落地生根茎叶翠。
尝遍世间千百味，不忘红薯当时脆。

南瓜（外一首）

 张含澍

枫叶试妆羞怯怯，菊花出镜笑颜开。
满山吟到情深处，一阵秋风看过来。

拾栗
满目琳琅叶始黄，秋山微雨浴红裳。
同妻晨起寻哈栗，欲寄城中子女尝。

秋兴（外一首）

 金圣惜

横吹牧笛竖吹萧，斜跨黄牛过板桥。
片片晚云映夕照，微风落日彩云飘。

牧童晚归
 施晓琴

一
如日中天赤县龙，乡村尽显美姿容。
山清水秀莺歌舞，雨顺风调谷万钟！

二
九州崛起震苍穹，一路高歌百业隆。
飞抵月星寻秘宝，畅游宇宙显神功！

国庆感怀
 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