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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3 点的城市

作家与故乡韩韩浩浩月月

66 月月 88 日日，，一一部部名名为为《《文文学学的的故故乡乡》》纪纪录录
片片将将要要播播出出，，这这部部由由北北京京师师范范大大学学纪纪录录片片中中
心心拍拍摄摄的的作作品品，，把把镜镜头头对对准准了了莫莫言言、、贾贾平平凹凹、、
刘刘震震云云、、阿阿来来、、迟迟子子建建、、毕毕飞飞宇宇。。听听作作家家讲讲述述他他
们们的的故故乡乡故故事事，，是是一一件件有有意意思思也也有有意意义义的的事事
情情，，如如果果这这些些作作家家能能够够做做到到脱脱离离赞赞美美的的层层面面，，
以以更更深深沉沉、、真真实实的的口口吻吻来来谈谈论论故故乡乡，，那那就就再再好好
不不过过了了。。

贾贾平平凹凹的的新新书书《《山山本本》》是是写写故故乡乡秦秦岭岭山山区区的的
故故事事，，迟迟子子建建的的新新书书《《候候鸟鸟的的勇勇敢敢》》写写的的也也是是
发发生生在在她她的的家家乡乡那那片片东东北北黑黑土土地地的的故故事事…………在在
他他们们这这一一代代作作家家中中，，故故乡乡是是当当之之无无愧愧的的第第一一主主
题题，，没没有有故故乡乡的的土土壤壤，，中中国国的的主主流流作作家家很很大大一一
部部分分会会无无故故事事可可写写。。一一生生只只能能写写故故乡乡主主题题的的作作
家家，，存存在在两两种种可可能能，，一一是是成成为为福福克克纳纳那那样样一一辈辈
子子绝绝大大部部分分时时间间都都在在““邮邮票票般般大大小小的的故故乡乡””生生
活活的的作作家家，，二二是是成成为为逃逃离离故故乡乡定定居居繁繁华华都都市市一一
辈辈子子在在书书房房里里依依赖赖故故乡乡记记忆忆写写作作的的作作家家。。中中国国
的的作作家家，，大大多多数数是是后后者者。。

比比如如贾贾平平凹凹，，成成名名之之后后住住进进了了西西安安，，成成
了了作作协协的的领领导导，，但但他他与与故故乡乡的的关关系系，，代代表表了了

诸诸多多中中国国作作家家与与故故乡乡的的纠纠结结关关系系。。一一方方面面，，
作作家家为为故故乡乡带带去去了了知知名名度度，，成成为为老老家家人人的的骄骄
傲傲，，另另一一方方面面，，作作家家又又没没法法摆摆脱脱旧旧有有的的家家乡乡秩秩
序序与与评评价价体体系系，，会会被被一一些些家家乡乡人人当当成成““故故乡乡
的的逆逆子子””。。

一一些些作作家家在在处处理理与与故故乡乡之之间间的的关关系系时时，，使使
用用了了更更加加巧巧妙妙一一些些的的文文学学手手段段，，在在情情节节转转化化与与
人人物物升升华华上上，，尽尽可可能能做做到到掩掩盖盖掉掉真真实实痕痕迹迹，，让让
文文学学形形象象出出面面代代替替写写作作者者说说话话。。但但有有一一点点是是不不
可可否否认认的的，，单单单单写写故故乡乡美美好好景景物物与与风风土土人人情情，，
是是没没法法让让一一位位作作家家真真正正深深刻刻起起来来的的，，作作家家一一旦旦
开开始始用用““美美图图秀秀秀秀””式式的的写写作作方方式式来来写写故故乡乡主主
题题，，通通常常也也就就到到了了江江郎郎才才尽尽的的时时候候。。

海海明明威威说说过过，，辛辛酸酸的的童童年年是是对对一一个个作作家家最最
好好的的历历练练。。而而童童年年的的痛痛苦苦记记忆忆，，往往往往与与故故乡乡又又
有有着着紧紧密密的的联联系系。。像像舍舍伍伍德德··安安德德森森、、弗弗兰兰纳纳
里里··奥奥康康纳纳，，他他们们的的绝绝大大多多数数作作品品，，都都是是在在舔舔
舐舐着着童童年年与与故故乡乡的的痛痛苦苦写写作作而而成成的的。。能能否否正正视视
并并超超越越这这痛痛苦苦，，成成为为对对作作家家们们的的一一种种考考验验，，莫莫言言

早早早早就就提提出出了了““超超越越故故乡乡””的的观观点点，，““对对故故乡乡的的
超超越越首首先先是是思思想想的的超超越越，，或或者者说说是是哲哲学学的的超超
越越。。””如如此此，，作作家家才才能能真真正正摆摆脱脱成成为为““故故乡乡的的
逆逆子子””的的精精神神压压力力，，成成为为一一名名不不再再被被故故乡乡戴戴上上
纸纸枷枷锁锁的的写写作作者者。。

有有一一部部阿阿根根廷廷电电影影叫叫《《杰杰出出公公民民》》，，讲讲的的
是是获获得得了了诺诺贝贝尔尔文文学学奖奖的的作作家家丹丹尼尼尔尔应应邀邀返返乡乡
参参加加一一项项评评奖奖活活动动，，在在拿拿到到故故乡乡颁颁发发给给他他的的
““杰杰出出公公民民””勋勋章章，，并并在在选选美美皇皇后后的的陪陪伴伴下下完完
成成全全镇镇巡巡街街的的待待遇遇后后，，丹丹尼尼尔尔意意识识到到自自己己正正在在
坠坠入入一一个个圈圈套套：：评评奖奖活活动动希希望望借借助助他他把把大大奖奖评评
给给一一个个作作品品拙拙劣劣、、脾脾气气暴暴躁躁的的作作者者，，一一个个父父亲亲
带带着着他他残残疾疾的的儿儿子子找找到到旅旅馆馆希希望望他他赞赞助助一一辆辆高高
级级轮轮椅椅，，旧旧情情人人的的女女儿儿““爱爱””上上了了他他制制造造一一场场
空空前前紧紧张张的的暴暴力力游游戏戏…………只只不不过过几几天天时时间间，，丹丹
尼尼尔尔从从衣衣锦锦还还乡乡到到成成为为全全镇镇的的敌敌人人。。电电影影结结
尾尾，，不不愿愿接接受受家家乡乡人人绑绑架架的的丹丹尼尼尔尔趁趁夜夜色色落落荒荒
而而逃逃，，被被旧旧情情人人的的丈丈夫夫和和他他女女婿婿追追杀杀到到荒荒野野，，
一一声声枪枪响响之之后后，，电电影影开开始始出出片片尾尾字字幕幕，，诺诺奖奖作作

家家生生死死未未卜卜，，留留下下一一个个荒荒诞诞的的、、极极具具讽讽刺刺意意
味味的的结结局局。。

丹丹尼尼尔尔毫毫无无疑疑问问是是““故故乡乡的的逆逆子子””，，他他回回到到
故故乡乡后后，，其其实实可可以以完完全全放放弃弃自自己己在在外外面面树树立立
的的那那些些信信念念与与坚坚持持的的原原则则，，成成为为一一名名讨讨家家乡乡
人人欢欢心心的的老老好好人人，，但但环环境境已已经经彻彻底底改改变变了了一一
个个人人，，不不止止丹丹尼尼尔尔做做不不到到，，相相信信那那些些逃逃离离家家乡乡
的的作作家家们们当当中中，，也也有有许许多多无无法法做做到到违违背背自自己己
的的意意愿愿。。

在在作作家家与与故故乡乡的的关关系系中中，，掌掌握握主主动动权权的的
是是作作家家，，因因为为作作家家具具备备重重新新为为故故乡乡赋赋义义的的能能
力力，，这这种种能能力力又又来来自自于于作作家家所所站站的的高高度度与与开开
阔阔的的视视野野。。而而被被动动的的故故乡乡，，想想要要与与出出走走的的作作家家
建建立立““亲亲密密””的的联联系系，，只只能能动动用用熟熟悉悉的的方方法法与与模模
式式，，包包括括用用一一些些陈陈旧旧的的观观念念与与落落伍伍的的表表达达，，试试
图图把把作作家家拉拉进进旧旧秩秩序序里里，，于于是是，，故故乡乡与与作作家家之之
间间，，就就有有了了撕撕裂裂般般的的疼疼痛痛关关系系，，这这疼疼痛痛，，关关乎乎
情情感感与与血血缘缘，，也也关关乎乎价价值值观观，，非非常常复复杂杂，，难难以以
阐阐释释。。

新新生生代代的的写写作作者者，，是是没没有有故故乡乡的的人人，，所所以以
年年轻轻作作家家更更喜喜欢欢写写科科幻幻、、玄玄幻幻、、穿穿越越、、都都市市等等
题题材材的的作作品品，，故故乡乡正正在在写写作作群群体体的的笔笔下下逐逐渐渐
模模糊糊，，坚坚持持写写作作故故乡乡主主题题的的主主流流作作家家们们，，笔笔下下
的的故故乡乡也也变变得得不不像像以以前前那那样样有有味味道道了了，，这这个个
时时候候，，更更期期待待有有““逆逆子子型型””的的作作家家，，去去勇勇敢敢触触碰碰
故故乡乡的的隐隐秘秘与与疼疼痛痛，，写写出出震震撼撼的的、、可可以以成成为为经经
典典的的文文学学作作品品。。

（上接 9 版）于是，2005 年 12 月 29 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废止 1958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2006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

业税赋走进历史博物馆。
2004 年 3 月说“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

标，不到两年即成现实！
中国邮政特发“取消农业税”邮票以示纪

念。

告别田赋鼎：告知后人永世不忘

“税”字本来就是为农业税而造——— 禾字
旁。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国，原本没有其他产业可
征，征税就征农业税。从公元前 594 年鲁国“初
税亩”算起到当代，正式的农业税征收历史是
2600 多年；从夏代“夏后氏五十(亩)而贡”算起
的话，则农业税赋史长达 4000 多年。数千年的
农业税赋，几乎无不为一个“黄宗羲定律”所囊
括：并税——— 加税——— 再并税——— 再加税，最终
都压到农民头上，农业税赋越来越重。要跳出
“黄宗羲定律”，就必须对农民减税和免征税，但
这又需具备相当的条件。

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经济大发展和税
源大拓展。1950 年，农业税占当时国家财政收
入的 39%(一说 40%)。2004 年，农业税占各项
税收的比例仅有 1%。到 2005 年，全国没有全
免农业税的地方都加起来，农业税额也仅 15 亿
元，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 3 万亿元的 0 . 05%，
即使没有这项收入，也对财力影响不大。这是全

部取消农业税的物质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历程是，在工业化初

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工业
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据有关资料，从
1 9 4 9 年到 2 0 0 3 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
3945 . 66 亿元；从 1953 年开始到上世纪 80 年
代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农民通过工农产品“剪刀
差”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 6000 亿元。所以，取消
农业税，并通过投资、补贴反哺“三农”，是工业
化达到一定阶段后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需
要。

农民负担从来就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
一个政治问题。按有关学者研究，农业税既不是
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也不是营业税(不区
分生产营利性)，更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
的私产)，纯粹就因为你是“农村户口”而缴的
“身份性贡赋”。它在社会的某个阶段，具有历史
继承性和存在的理由。但经济发达后，就有悖于
现代社会关于税制公平的基本原则，对农民极
不公平。所以，取消农业税是农民权利和尊严的
恢复。

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能一
时并不全部了解取消农业税的原因和意义，但

压在他们肩头的重负 2006 年后一扫而光，因收
取税费而频繁发生的恶性案件 2005 年后烟消
云散，这对惯讲实惠的农民来说，不啻天大福
分。他们喜上眉梢，奔走相告，不知道用什么方
式表达内心的激动。

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有一手
青铜铸造手艺。他实在抑制不住兴奋，立即着手
实施自己酝酿已久的想法——— 铸鼎，铸一尊大
鼎，“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燕赵晚报》记者刘勇峰、张雷报道说，
王三妮铸鼎的想法，萌生于 2004 年。那一年
起，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灵寿县，率
先免除了农业税。落实到王三妮家，不仅免除
了每人 76 元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全家
还能得到 216 元的国家补贴。就在他构思鼎的
造型和铭文过程中，听到了国家宣布 2006 年
全国取消农业税的消息。他兴奋地说：“这一
前一后、一收一补之间的变化，是一件空前的
大事。我要铸造‘告别田赋鼎’，让后代子孙永
远铭记。”

为了铸这“空前”大鼎，王三妮改造了自己
的小作坊；为了购买原料，大笔的现金花了出
去；为了把 560 字的铭文刻在蜡模上，王三妮握
着刻刀干了一个多月，手上增加了一层厚厚的

老茧……
铸模、刻铭、灌芯、铸造、切割、打磨、清

砂、抛光……一年多时光悄然流走，2006 年
9 月 29 日，通高 99 厘米、最大直径 82 厘米、
重 252 公斤的“告别田赋鼎”横空出世！

王三妮告诉记者：“鼎成那天，我搂着它，
怎么看都看不够。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
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
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不忘：农民不忘党恩！
不忘：党不忘初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国家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普照农村和
农民，大笔资金、转移支付投向“三农”和农
区的同时，又发起精准扶贫攻坚战。2018 年
伊始诞生的农业农村部，绝不仅仅是一个名
称的变化，它将在国家谱写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新篇章中扮演
重要角色。

不忘：我不忘刚跑农村报道时一位新华
社编辑的话。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到总社
国内部农村组，跟副组长曹绍平聊天。谈起我
某篇稿件能不能评个好稿时他说：“一个农村
记者，一年能为农民说一句话，比评上 10 篇
20 篇好稿的意义还大。”这话从此改变我对
新闻价值观的看法。评这评那随缘去，为农民
说话我所求。做好没做好不好说，几十年新闻
生涯里我尽力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话现在也
不过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利益多元
化社会中的农民，仍是弱势。即使在当今，在
今后相当长时期里。

马斗全

最近，因一件事，人们又纷纷议
论《傅山全书》书名被弄错的事，颇
令人多感。该书是三十年前我们辛
苦数载搜集整理而成，没想到出版
时有人换下我请书法家徐文达先生
题写的书名，而请另一人题写，不幸
照书法字典书写时照错了字，就成
了《傳山全书》。着实闹了个大笑话，
实在对不起傅山先生。

由此，使我想起当年在《晋阳学
刊》当编辑时的两件事。

本地一位大学中文系教师拿来
一篇稿子给我看，我看到他把一个
常用字写错了，就给他指出。他很吃
惊地问：错了？我告诉他应该怎样写
后，他说：我这样写了几十年，从来
没有人说是错的。若不是您指出，以
后还会一直错下去的。他已经很不
好意思了，我没有批评他，只是说：
你的语文老师应该对此负责。如果
你的小学、初中到高中语文老师中，
有一位提出批评与纠正，你就不会
错到现在了。后来还碰到一件更令
人惊奇的事。山东某师范大学中文
系一位副教授的来稿，五六千字，错
字竟然超过六十处，重复错者不计，
也错了二三十个字，而且多是常用字。当时对着他的稿
子，我颇多感慨，心想，这个作者上学时无疑是个马虎
学生，他的多位语文老师似乎也都不称职。

打那以后，我就更是怀念和感激我的几位语文老
师。

我们村是个小村，初小老师只有一个，四个年级的
所有课都由一人教，老师又换得勤，没有留下特别的印
象。上高小后，第一位语文老师是王福管老师，第二位
是周作升老师，都是水平较高教学很认真的老师，至少
每个同学的错字，是绝不会放过的。遇上这样的老师，
学生的语文成绩就会好些。庆幸高小时便遇上了这样
两位语文老师。王福管老师一次还给我的作文打了满
分，让我好高兴，更增加了语文学习的兴趣。不但语文
老师，就连教算术的相老师，也是容不得错字的。记得
他批评一个同学说：你算术题做不对，这个字也写不对
吗？后来还听说这样一件事，相老师看到儿子来信有一
个错字，便用红笔划了叉，旁边写上正字，原信寄回，要
儿子把那个字写一百遍寄来。二十大几已参加工作的
儿子，只好把那个字工工整整地写了一百遍寄来。我小
学时的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也是两位，先是孙劲秋老
师，后是陈志宏老师。孙老师很有水平，早年大学毕
业，原是新华社记者，后来回到故乡教书。孙老师平
时衣着整齐，不苟言笑，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
就是读书。对于学生的作文，孙老师不但认真批改，
而且批改后还要当面讲评，指出优劣和应该注意的
地方。说到当面讲评作文，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仍然
觉得好笑。那次孙老师讲完我的作文后，让我叫新芳
同学去。我们班只有两个女同学，我知道她俩的名
字，但还对不上号。我去她俩宿舍，一个同学在，我不
好意思问她是不是新芳，想了想觉得好像是，就说孙
老师叫你。我到教室放下作文本出来，那位女同学已
经从孙老师那里回来，说我：孙老师叫新芳，你怎么
叫我去？我好尴尬，不过这下把她俩分清了。还有一
次，谈完我的作文后，我借了孙老师几期《人民文学》
旧刊，回来翻看时，发现一本里面夹着三十元钱。我
去送钱，孙老师说记不得什么时候夹的了。当时给我
的印象是：孙老师很有钱。在全校教师中，孙老师工
资最高，买书最多。他的房间堆满了书，所以我多次
借他的书看。

陈老师，学问也很好，并且喜好文艺创作，已好
几次在省城的《火花》杂志发表诗作，这让同学们好
高兴，甚至感到自豪，说我们陈老师是诗人。陈老师
与孙老师不同，有点幽默，偶尔还同我们开点玩笑，
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他教学同样毫不含糊，绝不
会容忍哪个同学写错字。一次，我借得一本《中华活
页文选》合订本，喜欢柳宗元一篇游记，晚自习时间
在抄。陈老师进来了，经过身边我才发现。做作业时
间抄课外书显然不好，我准备收起，陈老师轻轻按
住，示意我继续抄，让人心里好温暖。

我初中还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没能上高中，
所以我的语文老师，只有上述四位。就是这四位老师，
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对这几位老师的感激之
情，可想而知。一次同外孙女谈到中学老师，我说：如果
我做中学语文老师，对我的学生来说，应该是件非常幸
运的事。此话虽然已无法验证，但不是瞎吹，我肯定会
像我的几位语文老师那样教好学生的。相信我的学生
以后到工作岗位，绝不会写错或念错常用字而丢我的
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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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丰丰

我很熟悉凌晨 3 点的城市。有那么几年，
我是夜班编辑，每天下班时间凌晨 1 点到 5 点
不等。凌晨 5 点下班，会有一种特别的期待，
再过半小时，报社附近的早点摊就开始营业
了，慢慢走过去，可以吃上也许是全市最早的
那根油条。

十几年前的某个春天，我第一次来到成
都，在报社实习。每天凌晨 1 点下班，然后步
行半小时走回宿舍。这个城市的夜晚让人着
迷，尤其是在三四月的时候，几乎每天夜里都
会下雨，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像什么都没有发
生一样，只是天气变得更加清新了。杜甫诗
云：“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写的就是春
天成都的雨夜。

凌晨 1 点走在街道上，经常碰到下雨，大多
数时候雨都很小，滴滴答答，时有时无，路人却
并不惊慌，也很少有人打伞。在一个路口等待红
绿灯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孩一边甩着呼啦圈一
边过马路，并没看清面容，但是这幅画面中的从
容不迫，却让我选择在这个城市留了下来。凌晨
1 点后，街道仍然充满生机，这里的生活大概是
值得期待的。

刚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几乎每个夜晚都会
和同事一起去一个叫小房子的酒吧。“小房子”
是朋友们对它的称呼，我似乎并没有看到招牌。
这个酒吧是文艺人士的聚集地，在凌晨 3 点，隔
壁一桌会突然朗诵起诗，或者大声合唱起来。更
有意思的是，会有陌生人端着酒杯过来敬酒，大
家互相碰杯送上祝福，等人走了，却发现根本就
不认识。

酒吧的老板是一位女士，大家都喊她“杜
姐”。我们知道，杜姐有一个读大学的女儿，偶
尔会过来帮忙。杜姐的丈夫是谁，没有人过问，
大概已经离婚多年了。除了有花生米这样的小
吃外，杜姐还会煮非常好吃的面条。很多人在
夜晚来到酒吧，都会先叫一碗面吃。夜深的时
候，心和胃大概都是凉的，所以那一碗热面，就
成为很多人的慰藉。我后来怀疑，它可能并没
有那么好吃，只不过那个时刻，大家太需要这
一碗面的诚意了。有一次我来到酒吧，身上没
有一分钱，仍然要了一碗面，那是我此生仅有
的一次赊账。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我对城市有了更深的
观察。我小时候居住在农村，连电都没有。每天
晚饭后，都是早早睡觉，很少能玩到晚上 9 点。
有时候月光皎洁，就非常开心，拿出书本到院
子里，却发现再亮的月光下都无法看书。在城
市，即便是夜晚也会灯火灿烂，通常都意识不
到月亮和星星的存在。只有一次，我凌晨 5 点
醉醺醺地回到出租屋，刚刚躺下，就听到小区
里公鸡在打鸣。我很感动，想起小时候住在祖
母家里，总是被公鸡叫醒，祖母会问一句：现在
是几更天？

当然，凌晨的都市，并不只属于我们这种为
赋新词强说愁的家伙。我曾花整整一个晚上，从
晚上 6 点到第二天早上 7 点，沿着成都的三环
路走了一圈。成都的三环有 50 多公里，凌晨三
点，仍然能够看到有人骑自行车或者电瓶车赶
路，那一定是刚下班的市民。也有一对夫妇骑一
辆电瓶车的，他们一路有说有笑，大概是男的专
门去接晚归的妻子吧。这才是普通人的夜晚，即
便是在凌晨 3 点，他们的脚步仍然踏实，而不像

我们这些从酒吧走出的那样漂浮。
在一个路口，我看到一辆车停在路灯

下，开着车窗。走近发现驾驶位坐着一位男
子，他正在路灯下看书。不知道他为什么这
么晚还在这里，或许晚上的应酬让他厌倦了
自己，或许是家让他伤心。这个时候在路灯
下看书的人，一定是有故事的人。其实，每一
个在凌晨 3 点还在路上的，都有着自己的奋
斗故事。按照自然规律，人们应该日落而息，
但是在都市，谁又能睡那么早。太多的晚归，
太多的失眠，支撑着城市日常生活的下半
场。

这就是都市性。在人们统计一个城市
GDP 的时候，夜经济也在其中。夜晚更繁忙
的城市，商业总是更繁荣。如今，已经能够通
过大数据来观察人们在夜晚的行为，在哪里
聚集，又如何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真
正的都市，夜晚和白天的界限正在消失———
或许还留有一点缝隙，我在凌晨 5 点打车去
机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城市少有的宁静。路
过几个楼盘，没看到一户亮灯的，或许在这个
时候，城市完全静了下来。

我想起那 5点钟小区里的鸡鸣，或许它并
不是在呼喊人们起床，而是在庆祝一天中难得
的静谧。后来我见到了那只公鸡，个头很大，标
准的土公鸡，有着漂亮的羽毛和红色的大鸡
冠。它一定和我一样，来自农村，正在适应城市
的夜晚。

闵凡路

四十年时光悠悠，征路迢迢；四十年天地翻
覆，乾坤再造。

犹记当初，吾尚年少。大地冰融，神州春意
初萌；长天幕启，世界东方破晓。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公报，吹响改革号角，引领开放浪潮。其
功至伟，国史炳耀！

小岗举旗，开凿乡村致富先河；珠江扬帆，
架设沿海开放金桥。十三亿儿女，告别贫穷，圆
丰衣足食梦；奔赴小康，谱富民强国谣。

且看，珠三角，长三角，快马加鞭抢机遇；环
渤海，京津冀，弯道发力齐赶超。西气东输，源源
燃气通万户；南水北调，汩汩江水济青苗。三峡
送电，点亮江山半壁；“太湖超算”，稳居世界一号
(注 1)。高铁联网，千里归途瞬间至；神舟飞天，
五星红旗寰宇飘。粤港澳湾区，欣呈群星灿灿(注
2)；珠港澳大桥，俯瞰碧浪滔滔。玉门关外春风

度，松江原中神臂摇。雄安雄起，与新纪有约；海
南张臂，同世界拥抱。网络购物何便利，移动支
付自逍遥。重科教，代代人才展鹏翼；图创新，累
累硕果跃前茅。五洲景区，华夏旅人络绎；海外
市场，“中国制造”畅销。城里城外，果蔬鱼肉充
盈；江南江北，稻麦油棉丰饶。中国崛起，巨龙腾
飞，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政治格局，历史航标！

立党为公，反腐利剑常惕；许身以国，爱民
初心永葆。沙场点兵，将士昂昂；航母出海，国
威浩浩！从北京到上海，杭州到博鳌，厦门到青
岛，世界首脑云集，合作蓝图共描。一带一路，
联通友邦之心；共建共享，远航梦想之棹。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想之光，全球普照。伟哉十九大！
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阔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康庄道。

呼伦贝尔牧场，布达拉宫神庙，乌苏里江船
歌，西双版纳舞蹈，见证多民族千年一宗亲，大
家庭万里同怀抱。农村扶贫小分队，街道治安流

动哨，边陲冬季运衣车，灾区军人集结号，昭示
社会文明花繁茂，手足情义价更高。传统文化弘
扬，革命精神施教；孤寡老人起居，下岗职工温
饱；灾民房舍，孩子书包；河道清理，厕所改造，
皆为政府关切，媒体聚焦。此所谓“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回首来时路，有鲜花荆棘，细雨狂飙。挺脊
梁，打破西方经济制裁；凭实力，抵御世界金融
风暴。同心戮力，斗汹汹非典；众志成城，平滚滚
洪涛。港澳回归，心聚华夏；两岸一家，情暖同
胞。多难汶川，感受八方兄弟真情意；温馨故土，
奔涌炎黄子孙爱国潮。

安邦长怀忧患，治世亦多烦恼：雾霾袭城，车辆
塞道，垃圾为患，伪劣充好。贪官成害群之马；骗子行
欺世之盗。台独分子滋事，敌对势力骚扰。一场场天
灾人祸，一声声洪钟警报，呼唤诚信、法制，呼唤廉
政、环保。为家园之绿水青山、蓝天芳草，为生命之安
宁尊严、健康美好，为社稷之长治久安、本固基牢，激

浊扬清，疾风暴雨；祛邪扶正，乱麻快刀！
四十载旌旗猎猎，战马萧萧；四十载奇

勋赫赫，伟业昭昭。历史必将铭记：设计者之
高明，施工者之精妙；开拓者之光荣，奋斗者
之骄傲。环顾天下，虽见风雨如晦，尚多险关
暗礁，信有新时代旗帜高扬，习近平思想前
导，我们志未酬，肩不歇，气正豪，向着两个
百年宏伟目标，将改革进行到底，让凯歌响
彻云霄！

(注 1)“太湖超算”，指我国自主研制的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 9 . 3
亿次的运算速度，连续在世界排名第一。

(注 2)粤港澳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
江门、惠州组成的城市群，是参与全球竞争
的世界级城市群，堪称群星灿烂。

2018 年 5 月 28 日作于北京

从“猪头税”到“告别田赋鼎”

我
的
语
文
老
师

捉错园
秦殿杰

(568)

“倚轻倚重不平衡”，
句中“倚”字错不通；
偏重偏轻有偏向，

正写是“畸轻畸重”。*
*“畸”，读 ji 。它的一个义项是偏。“畸轻畸重”

就是偏重偏轻，形容事物发展不平衡，或对人对事
的态度偏后一个方面。词典没有“倚轻倚重”的说
法。

(569)

“他真是我的铮友”，
“铮友”之“铮”是个错；

能够直言相规劝，
正写应当是“诤友”。*

*“诤”(zh è ng)直爽说出他人的过错。“铮”形
容金属撞击发出的声音，词典没有“铮友”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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