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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莲丢下孩子走了， 临走时撂下的那句话

就像梅林河滩里的一堆石头， 堵在齐乐年的心

里让他喘不过气来 ：“你不去我去 ， 我去找罩

子。 ”栓柱喊着：“娘，娘。 ”他跌跌撞撞追出屋

门，来到院子里，喊着：“娘，娘。 ”翠莲回过头来

说：“去，找你爹，找你爷爷，找你奶奶，以后别再

喊娘。”她把头发一甩，快步走出了院子。栓柱绊

了一跤，爬起来又追到院门口，依然喊着：“娘，

娘。 ”翠莲一咬牙，奔跑而去。 齐乐年走过去抱

起栓柱，绝望地“哎呀”一声说 ：“栓柱 ，你娘走

了，找罩子去了。 ”栓柱哇地哭了，哭声亮亮的

像一道射穿云雾的光。

罩子官名叫田光罩，是上渡口的人，跟翠莲

的娘家门望着门———沿梅林河往上走几百米，

过了梅林桥，再回走到翠莲娘家对面，上了台地

就是。 罩子跟翠莲同岁，一起长一起玩，有那么

一点青梅竹马的意思， 但上到小学三年级基本

就不来往了。 翠莲是认真读书的好学生， 没有

机会跟一个天天逃学的调皮蛋搅和到一起，再

说三年级下学期重新分班后已不再是同班，天

天不照面也就渐渐生疏了。 来往较多的变成了

同班的齐乐年。 齐乐年语文好，翠莲数学好，放

了学两个人就在教室里做作业，她抄他的语文，

他抄她的数学，完了各回各的家，冬季天气短，

离校时差不多就要黑了， 他就先把她送过梅林

桥，然后再回家，从上渡口到下渡口，三里半的

路，一口气就跑到了。 初中是在梅林镇上的，两

个人依然是同班， 后来又都没有考上县里的高

中，待在家里过了几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两个人都惦记着对方，自然就走到了一起。照齐

乐年的说法，他跟翠莲谁也没有高攀谁，是正儿

八经的门当户对，这样的家，安生。 但谁能想到

不安生的因素还是杂草一样悄悄地疯长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梅林渡， 踏上了进城打工的

路。好日子和孬日子是比出来的，好心情和孬心

情也是比出来的。终于有一天，翠莲说：“你也出

去闯闯吧？”齐乐年说：“你跟他们比什么？”翠莲

说：“人活着，能不比？ 狗都会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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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乐年不想离开梅林渡， 他胆子小， 眼界

窄，恋乡恋土没多少额外的想法，总觉得有地种

有饭吃就可以了， 人嘛， 不能站在这山望那山

高，山外还有山，一座比一座高，不如原地待着，

命里头是啥日子就过啥日子，有钱是一辈子，没

钱也是一辈子， 不能说罩子就会比他多活两辈

子。劝了许多次而他仍然无动于衷后，翠莲生气

了：“没出息货，你就是人堆里剩下的，自己命贱

不说还要连累我，我算是倒了霉了，全梅林渡这

么多人，怎么就你不想往好里过？你甘心我不甘

心，沟洼里的泥鳅，翻个身都得看人家脸色。 罩

子是人，你也是人，你比他少了啥？腿还是胳膊？

有点志气好不好？ 再说文化， 你差一点考上高

中，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

一提到罩子，齐乐年就蔫头耷脑的。罩子小

学五年级弃学进城，那时只有十三岁，十八岁那

年衣锦还乡， 显眼地在自家庄基地上盖起一间

新瓦房，没住几年，就又不要了，带着一个外乡

人，开来一辆卡车，弃了地，锁了院房，带着爹娘

告别了家乡父老。据他自己说，他在青岛盖了房

子，如今已是城里人了。

除了翠莲说的没有志气，自甘命贱，齐乐年

还给自己找了一个不想背井离乡的理由， 就是

他娘的眼睛不好使，而爹又是个糊里糊涂的人，

再加上孩子，加上自家的十几亩承包地，全丢给

翠莲他不放心。如今翠莲走了，有多少理由也没

处去说了，他靠在厨房门口，望着在黑黝黝的灶

台上摸来摸去做饭的娘，伤感地说：“娘，我要走

了。”娘不说话，只把眼泪往锅里洒。她知道他要

走了，翠莲一走，他不能不走了。 爹坐在厨房门

外的柳条筐子旁， 搓着去年的干玉米棒子说：

“你见了翠莲好好给她下话，她不答应回家你就

跪下别起来，看她怎么办。 ”爹是在贫困中懦弱

惯了的人， 有求于人时跪下说许多软话是他常

用的也是最后的办法，总觉得只要这样，目的就

容易达到些，即便达不到，也不至于带来灾难。

他的糊涂就在于永远不知道别人想干什么，以

为自己想的就应该是别人想的。

（《最后的农民工》杨志军 /著，作家出版社
2021 年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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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工这个群体在文学作品中却常常被轻忽。 作家杨
志军潜心多年几经打磨出版的这部现实主义转型作品，倾情讲述了这个庞大群体在挺
进城市之役中的沉浮悲欢 ，表现了他们的坚韧与机敏 、自尊与偏狭 、淳朴与贪婪 、良善
与驳杂……

杨志军，1955 年生于青海

西宁，祖籍河南孟津，现定居青

岛。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藏

獒》《伏藏》《潮退无声》《无岸的

海》《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曾

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 奖、《当

代》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多次入

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向

青少年推荐的一百本优秀图

书”。 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

茅海建/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年 5 ?版
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

事件之一， 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
为、 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
体系的理论？ 他们的思想资源从
何而来， 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
样的关系？二十余年来，作者沉浸
于戊戌变法， 从点滴档案释证做
起，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实、鉴
注核心史料等多项工作， 进入到
戊戌变法的“深水区”，为戊戌变
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

《血缘：〈史记〉的世家》

陈正宏/著
中华书局
2021 年 4 ?版
读中国历史， 不可不读 《史

记》。本书以幽默的文风和读者喜
闻乐见的方式介绍了这本史书里
的三十篇“世家”，即先秦和西汉
时期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三
家分晋”有着怎样的前传？越王勾
践破吴的背后， 还有哪些不为人
知的故事？ 这些古代的贵族为何
有着如此奇幻的人生？ 中华民族
又走过了怎样的融合之路？ 本书
将带给我们启示。

广告

关于征集鲁迅文学奖颁奖博物馆展品的公告
尊敬的鲁迅文学奖得主：

经与中国作家协会协商， 绍兴市己正

式成为鲁迅文学奖（以下简称“鲁奖”）永久

颁奖地。 根据中国作协的要求，鲁奖永久颁

奖地应具备相对固定的颁奖模式、 永久颁

奖馆、专题博物馆 （展览馆 ）及工作室等软

硬件设施， 使其成为鲁迅故乡乃至中国的

人文地标。 2012 年，经绍兴市编制委员会

批准，鲁奖颁奖博物馆正式成立，为公益一

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绍兴市文联。 截

止目前， 博物馆已先后完成一期、 二期工

程，并正式对公众开放。 为进一步扩充、丰

富和完善博物馆内容， 我们再次真诚地向

您征集相关实物、图片和资料。 主要包括：

1.获奖作品手稿。

2.获奖作品的采访笔记、素材笔记等。

3.生活照及采风、采访、创研活动的图

片及音像资料。

4.与出版社、杂志社编辑就获奖作品

的来往书信。

5. 获奖作品或同名作品集研讨会资

料、图片。

6.获奖作品原发杂志、选载杂志样刊

或同名作品集样书。

7.您本人的生平介绍。

8.您本人与鲁奖的新闻 、轶事及相关

图片、音像资料。

9.您本人获茅盾文学奖及其它国内外

著名文学奖情况介绍 、相关图片 、实物 、音

像资料。

10.获奖证书、奖杯。

11. 参加鲁奖颁奖典礼的通知及相关

资料。

12.参加鲁奖颁奖典礼的随笔 、随感 、

散文等文字资料原稿或发表杂志（出版）的

样书样刊。

13.您的书法、美术、摄影等艺术作品。

14. 其它可供展示和有保存价值的资

料、物品。

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是中国文学界的

盛典， 鲁奖颁奖博物馆则是对中国文学足

迹的真诚拓印和典藏。 作为鲁迅文学奖的

获得者，您经历了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我们渴望得到您的慷慨捐赠， 以丰满中国

的文学记忆，永续您的文学生命。

我们承诺，将十分珍视你的捐赠品，并

妥善处置和保管，以焕发其应有的价值。 您

认为较贵重的物品， 我们可以以合适的价

格购买。

惠赐的赠品，请寄往“浙江省绍兴市越

城区龙珠里 15 号《野草》杂志社吴铭惠，邮

编 312000?。 可以办理对方付费。 不便邮寄

的赠品请联系我们，我们将专程前往领取。

联系人：吴铭惠，电话：13486587117；邮箱：

wmh1000@126.com。

此致

敬礼！

鲁迅文学奖颁奖博物馆

2016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