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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脊梁》：挺拔精神形象的雕刻
!

丁晓原

姚正安的长篇报告文学《不屈的脊

梁》，以企业家张椿年的人生故事为叙

事对象。报告文学为人诟病的重要一

点，就是有一些以企业或企业家为题材

的作品沦为“广告文学”。企业或企业家

报告差不多成了“广告文学”的名词。这

似乎有点绝对化。但不争的事实是，不

少写企业、企业家的作品，作者和所写

对象合谋，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驱动

下，无视报告文学非虚构的文体特性，

弄虚作假，拔高人物；有的作品价值失

范，以拜物逐利为取向，以财富暴发和

资本权力等炫耀，背离了报告文学应有

的理性精神。姚正安的《不屈的脊梁》却

是一部不一样的企业家报告文学，作者

一反过往一些报告文学书写企业家的

广告化模式，将作品的叙事聚焦由对人

物作过度的“物质性”叙事，调整为以对

人物作“精神性”叙事为主。“有人誉你

为企业管理的长春树，有人赞你为集体

企业的一面旗帜。而我拂去撒在你身上

的光粉，直接地感受，你是一位真正的

企业家，恪守着企业家的本分。”这里所

说的“本分”，正是作品主人公不屈前行

的精神本真。姚正安通过对企业家张椿

年人生故事富有意味的讲说，给读者呈

现了人物主体最为本质的挺立的精神

形象。

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不屈的脊

梁”之类有点滥用俗套了。但用在叙写

张椿年的这部作品中，却是恰如其人，

贴切形象，并且具有特殊的表现力。生

理上的张椿年是“屈”的，二十来岁就患

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腰呈弓形弯曲，

浑身疼痛，行走艰难”；年纪大后，“他的

脊椎骨已经钙化，虽然疼痛减轻，但转

身需要整体转动，睡觉也只能侧着”。而

“不屈的脊梁”，则是张椿年的精神写

照。他“不屈服于命运”，“不屈服于贫

弱”，“不屈服于诱惑”。“张椿年以‘三个

不屈服’诠释了‘不屈的脊梁’”。《不屈

的脊梁》以人物生理与精神之间特殊反

差的对比，极富张力和感染力地再现了

一个真实而充满生命正能量的人物形

象。“不屈服于命运”，是张椿年少年、青

年时代人生故事的主题；“不屈服于贫

弱”，是人物不懈于创业的精神原动力；

而“不屈服于诱惑”，则写出张椿年在物

化世界里的精神守正。作品设置了“命

运悲歌”、“咬定青山”、“勇立潮头”等五

章内容，以“三个不屈服”作为贯串人物

人生行旅的精神线索，建构了一个内容

厚实主题凝聚的纪传体叙事文本。

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叙事方式，

自然应以具有对象自身的独特性的故

事作为它的基本要素。其中的故事性以

及蕴含故事中的意义，是作品文学性、

可读性和思想价值生成的关键。报告文

学的写作如同雕刻，在选择和去除之间

呈现对象富有特质的形象。这就特别需

要作者独具慧眼地发现；基于有价值的

发现，对写作对象进行深入的采访，其

间细化深化已有的的发现并选择最有

意义的故事加以叙说，由此达成对于形

神兼备人物形象的真实再现。张椿年是

一个有故事的人，其“不屈的脊梁”精神

就蕴含在他的人生故事之中。高考成绩

优异，却因家庭成分的问题名落孙山。

“选择逃离”，远走东北，在工厂落脚。冬

季征兵，被住在工厂的接兵领导看中应

招入伍。染上风寒，因类风湿性关节炎

退伍回乡。被安置在服装厂“做裁剪

工”，“于服装一窍不通，而且裁剪必须

站立工作，这对于脊椎有病、时而疼痛

的张椿年无疑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作品正是在这样烙有时代印记、独具个

人命运特点的具体讲述中，坐实了张椿

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身躯弯曲，但意

志不屈，精神不屈”的可感形象，“两行

深深浅浅的足印成就了一个方方正正

的人字”。

在张椿年“三个不屈服”中，最令人

感佩的是他的“不屈服于诱惑”。这是他

超拔于一般企业家最具精神价值的所

在。论物质财富的创造，张椿年没有进

入过福布斯之类的排行榜，但他是精神

的创造者、富有者。“张椿年执掌企业三

十年，从最初穷得买不起车票，到后来

富得不差钱，一直恪守着为人的底线”，

“在多种多样的诱惑面前”，抱朴守正，

崇德律己，彰显着人之为人人性人格之

美，成为职工眼里的“心灵导师”。作者

对于张椿年的书写全无“高大上”的一

套，而是将他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穿

着海蓝色的工装，佩着胸卡。办公室空

间小，设施简单，“与老板无关”。上下班

“都是骑车或步行”，70多岁出差，“都

是买夜间机票，普通舱”。与客户谈业

务，人家住五星级宾馆，他“住的是几十

元一晚的街道招待所”。正是通过这些

一系列寻常事的素朴的叙述，一个不一

样的企业家精神形象就鲜活地立了起

来。有一段叙述让人难以忘怀：张椿年

女儿要到南京看眼疾，以为父亲会派车

接送。坐班车的女儿返程时因为堵车晚

点，“父亲一遍一遍地往家里打电话，问

回来没有，不知打了多少遍。最后，父亲

耐不住了”，“到车站等”着女儿。这里的

细节独具“这一个”的典型性，凸显了张

椿年公私分明的正大品格，激活了他为

父慈爱的感人情怀。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

记，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学

会副会长。）（此文原载2016年5月6

日《人民日报》）

夜走市河
!

濮颖

市河原来是一条地下河道，从城南

到城北，一路贯通。2013年政府兴建水利

工程，将地下河改为地上，并在沿河造

景，于是便有了现在的市河风光带。

昨晚上与几个好友相聚在市河北门

段边上一家叫做庆春的饭店，吃着家常汪豆腐、软脰长鱼、
雪菜肉丝、清蒸白丝，喝了一瓶精致五泉浆，便晕晕的了。

酒酣话多，一直谈到丰腴的老板娘坐在吧台上打盹，我们
才不好意思地离开。于是一起约定走一走市河，一来消食，

二来醒酒。

冬天的夜来得总是很早，夜色中的市河早已归于沉

寞，唯有河岸的霓虹灯与长廊里的红灯笼一起闪烁着寂美

的光。路面是青砖铺就，走上去能够感觉到历史的承载，心

便与脚步一样放慢了节奏。

通湖路头上的那家照相馆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在旧址

上留下了一爿墙，墙上挂着黑白的老照片，两尊铜像将摄

影的历史重现，我还记得在这个叫做“高邮”的照相馆里，

我曾经拍过结婚时的照片。

“福音堂”的红十字架在夜色里分外显眼，我的母亲就

是一位基督徒，感谢上帝，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是基督的

信念支撑了她，使得她才有了今天的喜乐。那段日子里，我

应母亲的要求替代一位生病的姊妹在教堂里教过十多首

赞美诗，那架雅马哈的电子琴音色非常好，是众教徒用自

己的捐赠所购，他们是要将最美的声音献给心中最慈爱的

父神。我记得自己在教唱其中一句“主啊，是你接走我肩头

的重担时”哭了，大家都流下了眼泪，我那是来自内心深处

的感动。

“福星面馆”早已关上了门，梅花窗

格里插了一盆富贵竹，青枝绿叶活得鲜

乏。面店的老板娘姓黄，长得特别俊俏，

下的面条就如她人一样，既漂亮又有味

道。我十分惦念她家的青菜面，几天不吃

便觉得少了点什么。阳春面、肉丝面、腰花面、手擀面、水煮

蛋、油炸蛋、涨蛋，林林总总，好吃得很。

不一会便是慈幼堂的遗址了，这一处地方是我最熟悉

不过的了。我的散文《旧屋的冬天》里的旧屋就在它的隔

壁，当年的慈幼堂里住着一个皮肤白晳、表情安详的老人，
我们都叫她李妈。我的长篇小说《落花》里的慈恩堂便是出

自此处，李妈便是李嬷嬷的原型，她终身未嫁，自愿守贞。

临终时微笑着，双手在胸前摆了一个十字。

说着话便到了水部楼，水部楼的城墙上挂着红灯笼，

全都低眉顺眼地立着，寂静无声。此时的夜色更加深沉，沿

河女墙的幽暗里逶迤着很多绿色的藤蔓，好多人家门前或

植樱萝，或植桑榆，与沿河的垂柳映衬着，一路绵延，像一

幅展开的画卷。此情此景，不由我不想起“小秦淮”。

到了极乐寺，便是南门。极乐寺不大，倒也精致齐全，

前面南水关的闸门正好对着极乐寺的山门，大水从南向北

滚滚而来，到了山门前转道并成细流汇入南石桥下，犹如

红尘一现，禅意颇深。

正欲前行，远处钟声响起，不觉已是凌晨。钟声里，市

河仿佛停滞了一般，任由满天星辰在水中挥洒，夜色又深

了一层。远处仿佛有鸡鸣，还有几声犬吠。再过几个时辰，

市河便会在黎明中醒来，心念浮动，不再如夜晚一样静谧。

起雾了，水云间一片朦胧。

前世的婺源
!

朱玲

在江西婺源学习7天，天天都是细

雨蒙蒙，如梦如幻。飞檐翘角的马头墙

嵌在碧绿丰腴的香樟树海中，远处黛山

含烟，近处姑娘打着花伞蹲在街边卖草

莓，一篮篮鲜艳的草莓艳红了简陋的街

道，整个城市看上去像笼罩着一层薄薄

的轻纱，美得让人窒息。

这样的美境怎能辜负？学习的间隙，我刻意买了把

油纸伞，打着伞彷徨彳亍于雨巷，希望遇到一个结着愁

怨的丁香一样的女孩。雨中曲折的小巷凄婉迷茫，粉墙

黛瓦的明清旧屋鳞次栉比，墙脚爬满米粒样的青苔，墙

身遍布斑驳的霉瘢，像印象派的画；屋檐滑落下一滴滴

泪样的水珠，溅在地上，开出一朵朵水花，像尘嚣中的

心，落一地的沧桑；脚下的青石板被踩得锃亮，霏霏细雨

侵淫得愈发油光可鉴。摇曳于小巷之中，感觉小巷宛若

天赖般纯净、空远，有一种破败之美，慰藉了我那带点相

思的孤旅心情。偶尔也夹杂着一两间改造过的轩堂敞

室，屋内亦有冰箱、彩电，倒显得有些突兀，但也提醒我

们此时并非穿越时空，而是走在二十一世纪的天空下。

巷内人家多半门前放一小凳，凳上置一些竹器、茶饼、笋

尖、青团等自家做的小特产。这些东西价格很便宜，主

人在屋内忙碌，若是你要买东西，只需丢下零钱，自取喜

爱之物，主人在屋内高声应答。大有路不拾遗之风。

在婺源期间，主人不断地说，来得真不巧，看不到油

菜花开，早一个月就好了。有点遗憾。我笑说，不遗憾，能

来婺源就是我的缘分，这水、这树、这空气、这老屋，哪一

样都让我贴心贴肺地痴迷，让我醉倒。我觉得，我和婺

源不是初遇，而是重逢。

我是比较喜欢下雨天的，特别是呜呜咽咽的小雨，

那是天在抽泣，人生哪有那么多乐不可支的事，保持一

点小忧愁，就像人体保持微碱性，能防病菌侵入。若有

可能，我愿一蓑烟雨任平生，多妖娆呀。婺源恰是如此，

雨季特别长，尤似江南。大街上行人的摩托车、自行车

都用塑料布蒙着，随时防雨。

婺源不仅雨多，水也多，河穿城而过，水包绕着城，

婺源好似一个美丽的少女，绿色的植物

是她迷人的秀发，清亮的河水是她动人

的眼波，朦胧的远山是她柔滑的腰肢。

学习的第5天，是摄影实习。我们

买了车票，去探访名闻遐迩的古村落。

那些古村落恰似藏在深闺中的小姐，躲

在深山密林里，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车，才到李坑。

雨中的李坑像是水中养着的一个村子，芳草鲜美，

绿意盈盈，仿佛世外桃源，这里听不到喧闹的汽笛噪响，

看不到耸云的高楼大厦，嗅不到浑浊的异体气味。家家

临水而居、筑水而立，木拱桥古拙沧桑，有少妇蹲在河边

浣洗，一只竹排悠然而过，荡起层层涟漪，眼波流转之

间，万般情愫一齐涌上心头。

富商的古屋、名人的祠堂是徽派文化的极致。繁复

轮回的木雕砖雕细说着古村的厚重和积淀。四水归堂的

天井蕴涵着徽商的期望。幽暗封闭的阁楼是旧式女人的

悲哀，怕没有比徽商女人更寂寞了吧。

这些老屋，不仅仅是让游人观瞻的，那徽商的后人

仍住在这里，游人挤了一屋子，他们并不怪异，自顾自地

做饭、看电视。我在一所老屋看到一位老妪，大约八九十

岁了，瞎了一只眼，一脸宁静地坐在小凳上仔细吃杨梅。

她可是徽商的妾？当年她可是穿了丝绸衣服弹着箜篌的

女子？今夕何昔？两世相托的人啊，我已是泪眼朦胧。我

想我的前世也许就是徽商的女人，每天在暗室中寂寞地

对着镜子贴花黄，哀怨地等着春闺梦里人归来，这里的

一切与我如此地丝丝入扣、谙熟暖心，我的前世在婺源，

只能是婺源。

雾色笼罩中的村子扑朔迷离，我一步一回头地别了

我的梦里老家。雨

已暂停，路边的青

草叶子上滚动着

水珠，风吹过，水

珠惊恐地跌落下

来，我的泪不觉又

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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