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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渠群英谱

“70后”“80后”青年作家：
用更诚恳的精神回馈传统和时代

“70后”北京作家石一枫，以中
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获奖。该
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北漂”女孩的奋
斗、挣扎、追求以及梦想幻灭的故事。

在石一枫看来，在诸多写作传统
之中，他更希望自己有能力去继承
的，是发祥于100余年前，被称为“新
文学”的那个传统。他认为，当代中
国的变化改造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使
得文学写作有可能成为一项与每个
人息息相关的工作。“我深感自己必
须拿出更真挚的态度、更诚恳的精
神，才能回馈我们的传统与时代。”石
一枫说。

与来自大城市的石一枫不同，
“80后”马金莲来自遥远的西海固，
那里曾被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
地区之一”。18岁开始“发自真心喜
欢”写作的她，凭借短篇小说《1987
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奖。小说以两种
家常食物的制作和分享，晕染了生活
之美。

马金莲说，十几年的写作生涯
里，她坚持用最朴素的文字表达着西
部乡村最底层广大普通人群的生存
和生活图景，构建诗意栖居的乡村生
活画面。“书写是一种幸福，我希望自
己的一生是和文学始终相伴的一
生。”她动情地说。

文坛“常青树”“熟面孔”：
对文学创作常存敬畏之心

冯骥才，久负盛名的文坛“常青

树”；阿来，文学界熟悉和认可的“熟
面孔”。这些作家们，虽然成名已久，
但仍用雄健的笔力，探索着文学创作
的种种可能。

冯骥才的获奖作品 《俗世奇
人》（足本），是首部赢得鲁迅文学
奖的小小说作品。该作品回到传奇
志异的小说传统，回到地方性知识
和风俗，于奇人异事中见出意趣情
怀，标志出小小说创作的“绝句”
境界。

冯骥才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投身濒危的
文化遗产抢救中，渐渐放下了一己的
文学写作，直到2013年年过七十，才
又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我对文学和文字始终是敬畏
的，它不能亵渎，不能戏弄，它是一种
苦苦的追求与探索。”这位老作家在
谈到文学时，满是发自内心的执着和
认真。

曾获得过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
作家阿来，这次以中篇小说《蘑菇圈》
获奖。小说讲述了阿妈斯烱珍藏、守
护着她的蘑菇圈，召唤着人们与世界
相亲相敬的故事。

“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
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
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就像我的
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
圈。”阿来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获奖的作家既
有文坛的“常青树”“熟面孔”，又有

“70后”“80后”青年作家，这样的获
奖结构，显示出当下文学队伍的不断
壮大，也体现出文学创作代代相继的
良好态势。

诗歌国度的吟唱者们：
张开敏锐机警的语言触角

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里，有一
类文学体裁因其历史悠久而著称，那
就是诗歌。它所传承的，正是我们这
个古老的诗歌国度生生不息的语言
传统。

来自安徽的诗人陈先发，以其诗
集《九章》而获奖。这本诗集具有结
构上的整体性，在浓郁的现代感性中
融合了格物致知的古典眼光，带给读
者思辨之力、遨游之感。

在陈先发看来，无论是在相对隔
绝的农耕时代，还是在信息过度堆积
的今天，无论是哪一种体裁的写作，
保持一颗游于万物的心真正地醒着，
都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忠实真诚
的写作勇气才会到来，敏锐机警的语
言触角才会张开。”他说。

女诗人杜涯，以作品《落日与朝
霞》获得诗歌奖。在这部作品里，她
探索了心灵与自然、生命与万物之间
的微妙关联所构成的广袤的“生活的
银河系”。

她说，30多年来，诗歌在心情低
沉时给她温暖和力量，在生命灰暗时
让她看到光明和希望。“诗歌必须是
纯正、向上的，必须是高贵、高尚的，
这乃是诗歌的本原。”杜涯说。

“让澎湃的现实生活、让昂扬
的时代精神、让丰盛的经验和情感
在作家笔下提炼造型。”中国作协主
席铁凝表示，在这伟大的新时代，
文学海阔天空的可能性正在我们眼
前展开。

（新华社）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者面面观

他们，有的是“70后”“80后”作
家，有的是文坛“常青树”“熟面孔”，
还有仍在承继我们这个诗歌王国古
老传统的当代诗人们。在9月20
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

在这个时间已变得碎片化的时
代，是否还能静下心来写作？在这
个喧嚣的社会里，怎样聆听内心深
处的声音？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
一起走近这些获奖者们，看看在当
代，文学何为？

文必达，1907年出生于渠县岩峰
镇山花村文家山，8岁入私塾，后转入
国民小学，1921年考入县立中学就读。

求学中，见军阀混战不休，豪绅巨贾
巧取豪夺，家乡父老身受涂炭之苦，文必
达痛心疾首，愤愤不平。1926年夏，文
必达考入成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
经济专业，刻苦用功，立志报国。他与中
共党员王道文、晏云阶等探索国家命运、
民族前途，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龚堪慎
引导下，阅读《唯物史观浅释》《共产主义
ABC》《中国青年》和《响导》等革命书
刊。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刘
文辉三军联合办事处在成都制造了震
惊全川的“二一六”血案，王道文等14
人惨遭杀害。文必达义愤填膺，怒不
可遏，在揭露“二一六”惨案真相大会

上，登台控诉，义正词严，支持国立成
都大学师生向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发出
质问信，参与挽留张澜校长复职的请
愿活动。为此，他被成都当局列入黑
名单，被迫偕妻返回故里。

回乡后，文必达到岩峰女子小学
和男校任教，教育学生循循善诱，启发
勤思，对违规逾矩者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备受师生敬仰。文必达等共产党
员集于岩峰男、女小学，组织“革命行
动社”，设阅览室，指导青年阅读《共产
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达尔文》等书
刊，开展读书会、故事会、谈话会等活
动，使一些进步青年参加红军及党的
组织，投入革命斗争。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创
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岩峰特支决定
组织一营武装，命名为“营渠工农大同
盟”。文必达参与组建武装，并任第一连
连长，配合红军行动。1934年1月，红
军撤离渠县，川军二十军第四混成旅旅

长杨汉域率部复据渠县。军匪官吏、土
豪劣绅大肆反攻倒算，还乡团悬赏通缉
文必达，抄其家产房屋。大兴团总石照
初率民团一个班缉拿文必达夫妇。

文必达身陷囹圄20余日，首次被
审，他抢先质问：“我妻非娼非盗，何罪
之有？”当局无言以对，只好当堂放
人。他叮嘱妻：“定要教育好孩子，要
有骨气。我为革命流血，死而无怨。”

1934年1月26日清晨，狱卒献上
酒饭。文必达见了说：“腥臭酒饭不能
玷污我的清白。”刽子手剥光文必达上
衣，将其五花大绑，押解岩峰场火亭子
操场，绑于木桩上，他大义凛然，面不
改色。文必达就义时年仅27岁。

开江五金厂曾创造了历史的
辉煌，其生产的羊角锤等五金产
品远销国外，让开江人引以为傲。

开江五金的发展，要追溯到
上世纪20年代。当时，城普一带
小作坊生产的刀具、刨、凿、镰刀、
剪刀等小型用具，因质量好、价格
低，远销湖北的房县及万县、梁
平，黎家老菜刀更是远近闻名。
抗战中，城普小作坊开始仿制“七
七”纺纱机，木滚筒铁皮脚踏弹花
机，机械生产的雏形开始形成。

开江解放后，小作坊主响应
党的号召，先后成立了铁器加工
组、农具生产小组、五金社等。当
时的五金社，拥有三大烘炉，采用
原始的拉风箱办法，生产菜刀和
剪刀。尽管方法陈旧，但三个技
艺精湛的老铁匠黎永苏、李锐生、
文辉信，还是将沉寂多年的老牌
子——黎家老菜刀，锻造得风生
水起。

到上世纪60年代，县上开始
组建国营五金厂，扩大生产规模，
先后招进五六十名学徒，其中包
括女学徒。这些女学徒的主要工
作是拉风箱，因为活路轻，人们都
戏称她们为“箱干部”。尽管拉风
箱活路轻，看似很随意，其实来不
得半点疏忽，风箱拉轻拉重，直接
关系到火力的大小，关系到菜刀
的成色。因而，女学徒们拉得小
心又专注。此时，五金厂依然以
生产菜刀、剪刀为主。

“文革”结束后，县上抽调年
轻力壮的蔡祖富、孙仁青等进入
五金厂。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
为五金厂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他
们已不满足于打菜刀打剪刀，开
始谋求更大的发展，试着用手工
生产羊角锤。只是计划经济时
代，国家批给他们的钢材少得可
怜，厂里每天只能生产几把羊角
锤，然后拿到县五金公司售卖，但
销路却出奇好，大家竞相购买。
厂里的领导看到了希望，他们寻
思着扩大产量和销量。此时，四
川还没有进出口岸，一个远在广
州工作的老乡帮了大忙，他把开
江的羊角锤介绍到广交会。于
是，五金厂的领导远赴广东、上
海，联系广东机械进出口公司、上
海机械进出口公司，甚至中国进
出口机械总公司。由此，以羊角
锤为主的五金产品，开始出口到
东南亚等地，羊角锤等也因此成
为四川省第一批跨出国门的产
品。

开江的羊角锤，质量过硬。
厂里生产羊角锤，从来都是按标
准执行，从不偷工减料。他们选
用的钢材必须是45号钢，锤头
则根据外国人的体重设计；即使
手柄也毫不含糊，全用青 木
制作。那时为了制作手柄，他们
曾多次找到林业局、农业局要指
标。由此，即使高空作业，羊角
锤不幸掉下来，它的角不折，把
子不断。同时，羊角锤用途广，
既可扎钉子、拔钉子，还可用来
敲打等，因而广受东南亚国家的
青睐。

五金厂抓住契机，扩大生产
规模，除将已有的羊角锤等五金
产品出口到东南亚等地，还根据
对方需要，生产六四型的羊角

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五金厂的五
金出口达到高峰，为国家赚取了
不少外汇。机电部为了鼓励他们
出口，对羊角锤等五金产品出口
后，返还一定额度的钢材，这种
做法，极大地缓解了五金厂原材
料的欠缺，也促进了羊角锤的生
产与出口。只是那时的开江人没
有商标意识，一直没有注册，后
来虽然注册了一个“川宁”商
标，可惜五金厂已开始走向了末
路。

由于五金人的努力，开江小
五金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曾经，
五金厂年产羊角锤180万件、台
虎钳及桌虎钳40万台、锯架50
万台、旋具200万支……五金产
品达26个品种，225个规格，其
中，“双虎”羊角锤、“七八0五0”、

“七八0六五”桌虎钳，获部优称
号，圆锥形羊角锤等9个产品获
省优产品。它们曾远销欧美、中
东、东南亚、港澳台等30多个国
家和地区。

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创了自
力更生、勇闯市场、团结奋进的

“五金人精神”。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

了打开羊角锤等五金产品的销售
市场，五金厂的许多销售员成天
奔跑在全国各地，一个月几乎要
走烂一双鞋子。曾经有一个推销
员，因为偷偷将一箱羊角锤背上
火车，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结
果被乘务员发现，要称秤，居然有
120斤。曾经经常跑采购的帅师
敏告诉笔者，他那时在外地搞推
销，一年365天，出差竟然高达
316天。常常他一回来包还没放
好，厂里又通知他外出。他甚至
来不及在家吃上一口热饭，又背
着包挎着箱，出门赶汽车火车去
了。

至于后来，他们徒手搬运压
力机，更是传为佳话。五金厂为
了提高生产效率，购买了一台
400吨的压力机。压力机运回到
厂门口，没有吊车，没有其它大型
搬运工具，如何将它安放到生产
线成了难题。五金人没有退缩，
蔡祖富当即组织青年突击队，八
十多个年轻小伙子就像八十多只
蚂蚁，密密麻麻地布满压力机，他
们推的推、拉的拉，凭着蚂蚁啃骨
头的精神，将压力机拉了近50
米，然后安放到位。后来，棉织厂
购买大型机器设备，拉回来后，都
找五金厂的青年突击队搬运，他
们不讲价钱，却干得热火朝天。

也许正是五金人自力更生团
结奋进的精神，才开创了开江五
金厂过去的辉煌。

时移世易，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和江浙小五金的兴起，加上
五金厂没能及时注入新鲜血液，
缺人才、缺技术，加之后来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曾经显
赫一时的五金厂，终于走向了没
落。

杨吉林出生于1921年10月，是万
源市太平镇北马鞍山人。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经“宣
达战役”解放万源，12岁的杨吉林参加
了红军，在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二
连当勤务员。他爱蹦爱跳，表演能力
强，1934年调任三十六团政治处剧团
文工团员，参加万源保卫战，与团员一
道前往大面山战场慰问演出。1935年
调任十师政治部剧团文工团员、特务
员，为接应中央红军长征，随红四方面
军西渡嘉陵江，进军川西北。8月，杨吉
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大型
文艺演出，热烈欢迎红一方面军。接
着，随军征战川南，与全军将士一起，在

百丈关演出、战斗七天七夜。
1936年，杨吉林到中国抗日红军大

学任警卫员，表现诚实、机灵，颇得领导
赏识，后任通讯班长。1938年2月，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杨吉林酷爱学习，
1940年调三旅为教导队学员，同年任三
旅政治部支部书记。1941年至1942
年，先后任政工连、工兵连、骑兵连指导
员。因工作出色，1942年调任鲁西军区
机要科机要员，鲁西军区与冀南军区合
并为冀鲁豫军区后为机要科核心组营级
机要员。1944年至1946年初，提任军
区第三科科长。抗战期间，先后历经青
甫湾、平汉、鲁西南等重大战役战斗。

1950年杨吉林调任二野司令部机
要处协理员，接着，部队入藏，任司令部机
要处处长，参与解放西藏的工作和斗争。

1952年调川南军区任副处长、处长。不
久，四川四个军区合并为四川省军区，任
省军区机要处处长。同年入朝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任志愿军三兵团机要处处长、
兵团直属机关党委委员，1954年调任志
愿军总部机要处副处长。战争胜利后，荣
获抗美援朝纪念章。1958年调任南京军
区机要处任副处长、处长、军区司令部党
委委员、军区直属队党委委员。1961年，
改任南京军区机要局局长。1970年，调
任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其间，曾当选
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1981年任军区顾问，2011
年3月在杭州病逝。在军事生涯中，他在
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
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
红星功勋荣誉章。

□本报记者 罗天琪/整理

文必达：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杨吉林：12岁参加红军

□本报记者 罗天琪/整理

开江五金工具
的 辉煌与没落

●羊角锤等曾是四川省第一批出
口产品

●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港澳台
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

□林佐成

工人包装铁锤

木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