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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 老屋。 昏黄的灯。 水汽
氤氲。 一只老木盆。 浸泡在木盆里
的两双脚， 一双男人结实的大脚，

一双女人缠过的小脚。两个被灯光
拉长的身影，默默相对。 这样的场
景像被摄在了记忆的胶片上，许多
年来无数次在梦中播放，质朴而浪
漫的情调，几乎成了那个遥远年代
的一种象征。

那两双脚的主人，是我早已离
世的祖父母。

想来，泡脚应该是中国人的发
明。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脚除了用
来站立与行走， 就是用来浸泡的；

前者是付出，后者是回报。 一世坎
坷，几多负累 ，常常靠一双脚在承
受。脚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对默默无
闻、任劳任怨的奉献者 ，只有浸泡
在热气腾腾的水盆里，它们才拥有
了享受人生的短暂时光。

相对于白天的鞋袜包裹， 一双
赤脚无疑是对人性本真的回归。在温
热的水反复抚摸下，奔波的辛劳渐渐
消退， 随之而去的还有心中的块垒。

而与最亲的人在一个盆里泡脚，那是
一种不露声色却沉甸甸的情感。我不
知道祖父母当年从那只老木盆里感
受到的是什么，但我相信，泡脚于二
老而言，绝对是一天中重要的生活内
容，消磨在老木盆里的光阴，也肯定
是他们最快意的人生章节。

上世纪七十年代，城里普通百
姓的日子过得也紧巴，全然没有泡
脚养生的概念。因而年幼的我不明
白，为何爷爷奶奶洗个脚要一两个

小时，边洗还边有一句没一搭地聊
着天。 木盆边放着热水壶，水凉了，

就再加点热的 ， 接着洗 ， 继续聊
……那时煤是定量供应的，平时做
饭， 奶奶总是想方设法节约用煤，

用两大壶热水泡脚，也许是他俩于
清苦的日子里最奢侈的享受了。

爷爷的这双脚，年少时在田里
劳作 ，抗战爆发后 ，跟着新四军转
战南北，冲锋陷阵，从没掉过队。 念
过几年私塾的爷爷是部队里少有
的秀才，顺理成章成了连队里的文
书，一只装着文件档案的挎包整日
不离身 ，在他看来 ，那比自己的命
还重要。 就是这只宝贝挎包，在一
次与日寇的激战中竟奇迹般地救
了爷爷一命。 当时，他们的部队遭
遇日军猛烈的炮击，只能隐蔽在一
片乱坟之中。 突然，一发炮弹打中
了爷爷，他晕了过去。 醒来后爷爷
以为自己受了伤 ， 却发现毫发未
损，而背上的挎包却被打碎了。 他
为此深深自责。

这次死里逃生让爷爷落下了
剧烈头疼的毛病，部队看他行军打
仗很困难，便在一次途经爷爷家乡
时，把他留下养病了。 病愈后，爷爷
成了一名苏北解放区的税务干部。

1949 年， 爷爷随军南下， 来到宜
兴，为了保障这座江南古城的粮食
安全与供应，他的这双脚又几乎踏
遍了阳羡的山山水水。

奶奶的一双小脚因为放得早，

比三寸金莲要大些，但蜷进脚底的
趾头依然让剪趾甲成为十分苦恼

的事。 但就是这双小脚，在战争年
代稳稳地撑起了一个没有男人的
家。 奶奶生了 6 个孩子，据说至少
有 3 个是她自己接生的。这双小脚
还常常要蹚过屋后的小河，再走上
五六里路，到对岸种地刈麦。 在那
个缺医少药的年月，我的两个叔叔
先后夭折了。 我实在想象不出，当
年 ， 这一双小脚如何能迈得动步
子，去安葬自己难以割舍的骨肉。

爷爷在宜兴工作了几年后，奶
奶的这双小脚也从苏北平原走到
了这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接着，

小叔和小姑相继出生， 不足 70 平
方米的两间平房变得拥挤起来。 但
奶奶一点也不觉得拥挤，一双小脚
天天乐此不疲地走在这个狭小的
空间里 ， 仿佛在自留地上精耕细
作，培育着一种名为幸福的庄稼。

祖父母仍然十分恩爱，老了也
有说不完的话。 每个黄昏，等奶奶
收拾完灶台， 把孙女哄睡熟了，爷
爷也打好了泡脚的水，于是光阴在
温热的水中寂寂地流淌着，化作暖
心的话语，蒸腾着。

孩子们总是最中心的议题。 聊
聊两个孙女又长了什么本事， 大叔
叔在乡镇当邮递员每天得走多少里
路，小叔在部队军事训练成绩如何，

小姑在插队的农村干活有多累……

几多牵挂、几多欣慰，都沉浸在一盆
水中，从一双脚传递到另一双脚。

泡脚的时光里也有严肃的话
题。 爷爷尽量用奶奶能听懂的语言
说说当前的形势， 工作中的见闻。

每到此刻，不识字的奶奶就像个小
学生 ，专注地听着 ，听不懂的再请
教。 接下来，奶奶也会将从居会委
和邻里们那里听来的消息向爷爷
汇报，爷爷总是边听边不失时机地
进行 “正确引导 ”，于是 ，一次官方
与民间家庭式的交流便在一个脚
盆里完成了。

最轻松快乐的时段莫过于聊
到身边趣闻的时候。 经常是，一个
眉飞色舞地说着，另一个急急地追
问着 ， 尔后两人一起放声大笑起
来。 笑声是那样的爽朗，像孩子般
无邪，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耳畔。

乡愁总会在提起老家的亲人、

熟识的苏北老乡和爷爷的老战友时
悄然光临，往事一点点爬上心头，思
绪不由得飞到那片广袤的原野上，

飞到那个仍然贫困的小村庄。 奶奶
对爷爷说，给老家写封信吧，问问今
年的收成怎么样， 还有你爷的腰腿
痛好些了没， 再寄些钱和粮票给二
弟和三弟他们。 爷爷对奶奶说，我也
寄些红糖、点心什么的给你弟弟吧。

很快， 一封家书就在泡脚盆里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酝酿而成， 接济老家
的计划也同时拟定。 第二天，爷爷定
会出现在邮局里， 将一份对老家的
牵挂邮递出去。

一只普通的老木盆，一盆热热
的泡脚水，里面却有着祖父母历尽
半生坎坷后的安详从容，几十年不
离不弃的深情厚意，有从清贫岁月
里咀嚼出的甜蜜滋味，有对生活本
义最朴实的求解。

大时代的微表情
丛治辰

河出图，洛出书。 图和书究竟是什么，

众说纷纭， 大概总不过是一种符号或符号

体系。 符号体系也是一种思维体系，不但可

以表征，也可以推演，足以化成万物，记述

古今。 后来的图和书也是这样，天地如万物

逆旅，光阴如百代过客，而人生其中，何等

微渺。 但微渺的人们总不甘心，想要记取些

什么，就有了不懈的摹绘与书写。 到现代影

像技术成熟， 人们终于找到一种新的技术

与法则可以与时间对抗， 让伟大的时代不

再随风飘散，让微渺的人生不再身如转萍，

让瞬间有可能成为永恒。 就此而言，山东画

报出版社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出版的

《中国时刻：40年 400个难忘的瞬间》 大型

图文书，正是今日的河图洛书。

我们因此可以清楚看到一个伟大的时

代是怎样徐徐展开的。书中第 1 张照片，山

西的农民们驾驶着拖拉机， 列队而行，打

出“三中全会好”的标语诉说心声；第 380

张照片，一位老人正在阅读关于“十九大”

的消息，在他身后的窗外，隐隐可以看到

街面上停放着四十年前闻所未闻想都想

不出的各种车辆。 第 8 张照片，1979 年 3

月 1 日，很多人在驻足观看中美建交的海

报，海报是手写的，贴在一面普普通通的

砖墙上，大概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黑白

照片里的人们穿着厚重的衣服，颜色想必

是灰色、黑色和蓝色；第 391 张照片里青

岛上合峰会的召开让这座海滨城市夜如

白昼，第 392 张照片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开幕了，第 396 张照片里一群巴西人

在地球另一端的圣保罗舞着狮子庆祝中

国的元宵节，第 398 张照片里“华为”已经

超越了“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

造商。 第 7张照片是蛇口工业区开始动工

爆破的现场，在炸药腾起的惊天尘土背后，

低矮破败的平房与简陋的木桥向我们露出

了一个时代的背影；而第 400 张照片里，一

个安详的夜晚正沉落在粤港澳大湾区，当

年的小渔村如今高楼林立，灯火通明，比起

远景中的香港毫不逊色， 而横亘贯穿整个

画面的港珠澳大桥， 就像是一只伸向远方

和未来的手臂。 从丛书第一册的第一张照

片翻到第四册的最后一张， 黑白照片慢慢

变成了彩色， 胶卷的粗糙质感被数码相机

的清晰精致取代，街道越来越繁荣，服装越

来越靓丽，而建筑也越来越雄伟了。

但肉眼可见的伟大是不需要刻意发

现的，矗立在天地之间不可抹去的永恒也

不需要特别记录。 我以为这套图片集中最

精彩的，倒是在时光流逝中那些不易被察

觉和记忆的细节。 如果说这 400 张照片为

我们记录下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生动神

态，那么显然比起放声大笑，那嘴边微微

扬起的弧度和眼角浅浅露出的鱼尾纹，才

是真正动人的微表情。因此我更喜欢 1994

年的第 1 张照片，那张照片有一个开阔庄

严的结构布局，人民大会堂的屋顶线条笔

直强劲地从照片上端正中向右侧斜下去，

让照片右上角露出蓝色的天空，人民共和

国的国徽正好悬挂在整张照片的顶部中

央，而在国徽之下，一名工作人员正抱着

一张宣传海报健步走上大会堂的台阶。 我

们看不清楚他的脸，因为那张海报挡住了

他整个上半身，那是著名的希望工程公益

海报原照，近 24 年前的苏明娟手握铅笔，

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们。 这张照片有一栋足

够雄伟和永恒的建筑作为背景，但照片里

还有照片，构成真正的视觉核心，在这核

心的位置是一个小小的表情，正是这个表

情让雄伟的背景和庄严的照片充满了温

情。 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里，有多少人像那

个手持照片海报却被遮挡了面容的工作

人员一样，在默默努力着，而他们的努力

归根结底是为了那小小的表情，是一个个

苏明娟这样普通人的幸福构成了那个雄

伟和永恒的背景。

还有 1995 年的第 1 张照片， 那是即

将封顶的深圳地王大厦。 不，你看到的并

不是一座拔地而起睥睨群雄的摩天大楼。

摄影师是从楼顶俯拍的。 不，你看到的也

不是高楼林立、 壮阔辽远的深圳市景全

貌。 整张照片几乎都被一个矫健的身影占

据，他的右脚踏在照片的左下角，左脚迈

在照片的右侧，身体斜跨整张照片。 他没

有看镜头，因为他的脚下是近 400 米高的

悬空， 他正全神贯注盯着他手里的活儿，

完成这座当时亚洲第一高楼的最后封顶

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那个从小渔村

一声爆破绽放出来的深圳都在他的脚下，

很矮，很不体面。 但是我以为，这是最真实

也最深刻表现改革开放的照片之一。 全书

最后那张照片里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深

圳，正是由这样只为历史留下了一个侧影

的普通人来建成的； 我们的整个改革开

放，根本而言也是由一个个这样的普通人

来完成的。

在这部主要由图片构成的丛书里，每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每一栋宏伟的高楼，每

一位成功的巨人，每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都是由数以亿万计的普通人成就的。 如果

没有这些生动的微表情， 时代的面目将是

粗糙而简陋的。 所以在这些照片里最动人

的，永远是那些普通人的表情。 正是这些表

情在 400张照片里的穿梭隐现， 让这部大

书真正富有意义。 那些有意无意被记录下

来的普通人表情， 才构成真实的改革开放

历史，才让这部图片集值得长久观赏。 如果

这部图片集只是一些重要时刻历史图片的

汇集， 那么它的命运只会是被庄重地束之

高阁；但是你打开它，你追寻那些普通人的

表情，无尽的故事便呈现出来了。

河图，洛书，任何一种符号体系，不推

演不足以包罗万物；而推演之法，都是从

微末而至广阔。 任何伟大的记录归根结底

无非是留下那些微渺人生的面影，而这些

微渺的定格最终将构成整个时代。 就此而

言， 正是因为那些普通人的身影和故事，

那一个个伟大时代的微表情，真正成为了

改革开放的河图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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