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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五十二年前，或
许更早一些？

那时候，我还在家乡
一所小学里读书。那是一
座小城市。城虽小，却是
有些历史渊源的。这里有
满城的荷花，有一板一板
走的木桥，有明代的“文
峰塔”，且还是古时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
方。当年，就连我读书的
那所小学，名字也是有些
雅 意 的 ， 叫 “ 古 槐 街 小
学”。

时光荏苒，许多事情
记不得了。可那年秋天，
一个少年背着书包，踽踽
独 行 ， 走 在 夕 阳 里 的 情
景，却一直烙在我心底里。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当年，父亲作为国营工
厂的工人，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母亲原也是
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了一名在街道上打零工
的家庭妇女。父亲的四十二块月工资不仅要养活
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还不时要接济乡下的姥姥、
姑姑等亲戚们，委实就十分吃力了。

那时候，为了养家，母亲整夜在一架缝纫机
上给人轧鞋垫，轧一双鞋垫一分钱，母亲整夜要
轧上一百双鞋垫，才能挣上一块钱。那时，夜半
醒来，缝纫机的“咔咔”声每每在耳畔响着。昏
暗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身影印在墙上，灰嗒嗒
的，就像是一头老牛。

当时的一块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十分
当紧的。经过了一晚的劳作之后，我的母亲，白
日里还要站在街头给建筑工地织草苫子，织一个
一米五长、七十厘米宽的草苫子，可挣五分钱。
这样的活计时有时无，好的时候，一天可挣七角
五分钱。可以想见，那年月，母亲把全身的细胞
都当手来用，四下里扒叉，才勉强护住了一家老
小的生计。

在这样一个秋天，我家乡的城市要在十月一
日举办一个国庆庆典，要在本市广场组织十万人
规模的庆祝大会，规定参加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裤
子，白衬衣。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正装”。

我们都觉得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学校在
临近国庆一月前，就开始训练了，队列走不好要
刷下来的，个头太低也要刷下来。在操场上训练
时，我已连过两关了，步伐走得很标准，昂昂
的，个头也不低。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难题——
没有“正装”。

那年秋天，天很蓝，我心里却很苦。
整整一个月时间，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

都是在沮丧中度过的。上哪弄这么一件白衬衣
呢？那年月，我们兄弟姊妹就像一支“蓝色小
队”，上下都是一身蓝，是母亲自己做的蓝上衣、
蓝裤子，做时还要大上一号，这是为了让正在成
长的我们多穿一些日子。裤子虽皱巴些，还是有
的。这白衬衣就不好办了。

现 在 想 来 ， 那 时 家 里 有 一 群 嗷 嗷 待 哺 的
“嘴”，吃饭都成问题，要无端添置一件白衬衣，
这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了。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
年，能参加这么一个光荣的活动，是多么……于
是，我与母亲整整对抗了一个月，甚至绝食，执
拗地要求她给我买一件白衬衣。我记得，那时
候，买一件标准的、商店里卖的白衬衣，需要
六、七元钱和相应的布票。于是，在我跟母亲

“斗争”了一个月后，在那年的9月29日早上，我
含辛茹苦的母亲，经过一夜的劳作，终于把一件
白衬衣放在了我的床头上。

家里实在拿不出这六元钱，也找不来布票
……这件白衬衣是她用一夜的时间，用一块白布
料自己做的。这件白衬衣不是制式的、商店里卖
的那种，袖子没有缩口，是农民常穿的那种“一
敞当”。

我哭了……
五十二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日子比那时好太多了，母亲却已走
了。心里有些话，该对谁说呢？

现在的少年，决不会再为一件白衬衣发愁
了。我还听说，有些年轻人网购成瘾，有一屋子
衣服。当然了，如今我的衣柜里，也有各种各样
穿不完的衬衣。可那时候，一个少年的孟浪，直
至今天，还是让我羞愧不已。

（作者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
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
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
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
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
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
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劳者有其食，吃
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
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
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
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

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
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

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
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野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
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
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
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
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

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
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
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
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
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
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
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
开工了。

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
事。爱臭美的姑娘小伙子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
布景边。姑娘要戴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
掩饰隆重与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地聊天，聊着
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

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
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
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
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 《我爱北京
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
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
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
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
布景呢？

“国庆节啊。”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
“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

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
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拍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
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

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
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
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
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贴紧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
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
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
安门前了嘛。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
来。

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作者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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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
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
在海拔 4200 米的当雄兵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
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
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

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
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
衣，就像欠了妻子百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

这位营长织毛衣织出的花样，许多女士也比不上。
“他妻子跟他离婚了。”营教导员告诉我。
“为什么？”我问。
教导员很平静，他说在这里遭遇离婚很平常。
接着我从交谈中得知，在这风雪青藏线上，不是没有

邮递员来传情，这儿的兵渴望信，更怕拆信。说不清有多
少姑娘的“吹灯”信，表达的意思都那样惊人的相似：海
拔太高，高攀不起。

火盆前，我看见这位营长不但文雅，简直是清秀。
“你这是给谁织毛衣？”我问这话时心里想，他是不是有了
新的恋人。

“他是给新战士织的。”教导员说。
我蓦然涌起一种感动……把织的毛衣穿到新兵身上，

这是关心新战士吧！这样的事，在这儿平凡到不算事。更
令人难忘的，我怎样向你叙述？这位营长并不隐瞒地告诉
了我他同妻子在一起的往事，我看到他讲述时的脸在火光
中还会羞愧似地发红，就像他在经历新婚之夜。

听吧，就像你也坐在这位军官面前，外面是风雪呼啸
的世界，我们守着一盆火，就像在一个呼啸山庄，听他讲
故乡的往事……

他说他只愿意记住妻子对他的爱，记得她的呼吸，她
的温暖，她的柔软。她还会百遍地出现在他的高原之夜，
他睡着醒着都还会爱她，在想念中梦境中温习往事，已经
离去的妻子是他有过深刻印象的唯一的女人，不爱她，怎
么办？

噢，你的妻子，听到了吗？
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

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握钢枪的手，
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
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
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
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
吗？

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七个多月，在昆仑
山与淘金者共炊，在黑帐篷前听藏女高歌。牛粪火燃出草
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
……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
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这条天路和近 70 年来在这条天

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
这次采访我行程三万里，最高走到海拔 6000 米，并

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我感觉自己已经不是在采
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
凝听能让官兵们感觉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凝
听着走下去吧……事实上我也无法向你详述那儿的故事，
即使在军队十分倡导和讴歌艰苦奋斗故事的环境中，我不
止一次遇到如下情况——官兵们给我说他们的故事，说着
说着突然打住：“你别记。你可不能写出去。”

“为什么？”我问。
“让我妈看见了咋办？”
报上常见“默默奉献”，听多了也不以为然。现在听

着士兵这话，咋想？
那次在高原我还听到一个沉默了多年的故事，青藏兵

站部汽车 76 团有个叫胡现国的汽车兵，在修车中千斤顶
失灵，汽车突然压下来，把他的下身完全压瘫痪了。格尔
木一位名叫彦丽的 18 岁姑娘在医院照顾过他，不知不觉
爱上了他，两年后同他结婚了。这件事按说是一个非常令
人感动的军嫂的故事，应该大力褒扬。但在高原军中，有
一种对女子异乎寻常的关怀心肠，他们担心某种“宣传”
会成为金色的链子，或成为一个光荣之茧，把如此美好的
彦丽拴住，困住。即使彦丽有一天离婚，也没有人会说她
不好，仍然会有许多兵在心里爱她。这是高原兵在风雪风
暴中摔打培育出的风度。但是，我访问他们夫妻时，他们
已经结婚十年。当我听到彦丽宁静地说，“他不能没有
我，我也不能没有他”，我的泪水忽然就滴在他们请我喝
的高原酒中。我相信我在这里理解到了，什么叫恩爱。回
来后我写了个中篇报告文学，题目就叫《姑娘与兵》。

当然不只这一个故事，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
鸣响着那片土地的声音。

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
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
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

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
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
共和国 70 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语。他们
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
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和爱。

（作者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
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
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
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
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
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
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
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

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
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
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
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

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
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

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
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
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
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

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
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
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
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
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

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
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
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汽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
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
本记不起来了，但肯定有县剧团演的“样板戏”，也
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
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
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
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
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
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了。

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
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

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
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

“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
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
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

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
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确实在脑子里只剩
下片段了。模糊，人影憧憧，到处都是人。实际
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
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
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
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
的青石板，高一脚底一脚地往前跑。

路灯昏黄，姑妈家的闼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
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
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
上方烟雾缭绕，像 《西游记》 里的妖云。我不声不
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

谁喊一声：乖乖 ，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
面，龙女跟过来了。

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
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

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
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
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
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
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我这个小
侄子绕了一段路。

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
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
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
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
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
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

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
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
日期，因为那是二十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作者系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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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书

长歌浩浩七十载，锦绣文章抒情志。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华文作品版特邀 4 位茅盾文学奖
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以“我的国庆记忆”为题，
讲述他们独一无二的国庆故事，并特邀马识途、高
洪波先生为本版题字。

一切过往，皆由个体经验的历史书写而成，在
不同作家笔下，国庆节这一天始终是他们人生中的
重要日子。那些闪光的记忆碎片是母亲为自己国庆
游行准备的白衬衫，是天安门布景前快门的一声咔
嚓，是雪域高原激荡心灵的万里采访，是童年亲情
的一次暖心重温……所有这些形成个体的家国记忆
和心灵感怀。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