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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明珠
我与
名家

紫琅
诗会

魏巍的军人风度

喜迎十九大

□ 张锋
魏巍在我创办《绿洲》刊物时为我们题过刊
名，也为我们的活动题过词。 有一年我去北京，
便让在北京的陈舰平老师找一辆车， 到西山去
拜访魏巍。
到了西山，北京军区司令部大门，大门是军
人双哨。我们同魏巍家里通过电话确定预约后，
作登记，然后开车进入。沿着盘山公路开了不到
两公里路，即到魏巍所居住的独家将军小院。院
子里搭着绿色的葡萄藤架，有小块菜畦，还有一
些绿植，环境幽雅。
魏巍家中，有一个秘书，还有一位警卫员，
都是军人。客厅较大，西墙的墙上与北面墙上悬
挂着毛泽东词与鲁迅诗的名家书法，家具简洁，
使用了有数十年了。
魏巍长眉如雪，目光炯炯，精神矍铄，说话
带着浓重的河南新郑口音，咬字有力，有一种金
属的穿透力。他的耳有些背，因此听话时带着一
只白颜色的助听器。
由于耳背，在以前与魏巍通电话时，便曾出
现过这样的对话，“
喂， 你是哪里？ ”“我是通州
（的）。 ”“
啊，你是苏州？ ”“我是通州。 ”
“
啊，你是
非洲？ ”不过在当面交流时，只要我们说话大声
些，他都会听得清楚。
当舰平老师拿出一幅送给他的书法时，他
看着书法，连连说：
“
嗯，好，好，这个有意思。 ”书
法写的是魏巍当年写的名诗《蝈蝈，你喊起他们
吧》 中的一个场景：“树影在你的军衣上绣起了
花朵，大红枣跳到子弹带上你也不知道。 螳螂，
你这个勇敢美丽的昆虫，也站在战士的脚上，触
须轻轻舞动。 你可是在偷看他们的梦?”舰平老
师写的是隶体，竖排，分上下两排排列，魏巍坐
在沙发里，仰着头推远了看，看了好一会儿。
放下舰平老师给他的书法， 魏巍回忆起写
那首诗的情景， 回忆往事，“
那时我在抗大毕业
出来，参加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雁宿崖那
一仗，魏老你是在战斗关键时刻，也是拿着步枪
上去拼刺刀。”对魏巍生平作过了解的舰平老师
说道，魏巍点头，“是啊，跟日本鬼子拼刺刀，你
死我活……战场上，刺刀见红，生死搏斗，谁坚
持到最后，谁就胜利！”魏巍与我们交谈，他话锋
颇健，声音洪亮，看得出，他精神很好。
谈话结束，魏巍拿起撂在沙发边上的手杖，
站起来要送我们，我们请他留步，他说，顺带送
你们，我每天上午都要出去散步的，权当散步。
魏巍陪着我们出了院子，他步伐矫健，军便服的
风纪扣紧扣，军人的风度俨然，腰挺得很直，身
姿像一杆擎着旗帜的旗杆。
见过魏巍之后，舰平老师赞叹，魏巍与张爱
萍将军是他看到过的最具军人风度的老一辈军
人，这是只有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与长期军事
生涯的人才具有的风度与气质。 张爱萍将军我
没有见过，但魏巍我见到了，他是将军，一位真
正让人感到是将军的将军。 这是一种说不清楚
的感觉。
出生于1920年1月的魏巍原名魏鸿杰，除了
大家熟悉的魏巍笔名外，还用过笔名红杨树。抗
战爆发，他17岁参加八路军，上过抗大，毕业后
到老一团当营文化干事， 后任冀中军区军分区
宣传科长、报社编辑，解放战争中为三纵教育科
长，后曾任一个改编自国民党军的骑兵团政委。
建国后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
作， 三次冒着生命危险赴朝去采访报道志愿军
战斗生活，出版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散文集，
最可爱的人”也因此成为志愿军的代名词。
“
魏巍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解放军总
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
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
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第一、二、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 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期间魏巍以
写诗著名，著有长诗《黎明风景》、诗集《两年》
等。从1959年到1978年，魏巍用二十年时间写出
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
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 后又写
出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的路标”
奖与人民文学奖。
记得当时交谈中谈到魏巍老的笔名红杨
树，魏巍说，“我这一辈子就认定了红色，别看我
现在眉毛白了，头发也白如雪，但我从里到外都
是红色的！ ”
2008年8月24日，惊闻魏巍老逝世，我与舰
平老师遥望北天，寄托我们的思念之情，舰平老
师还特意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发在博客， 虽然文
短，其中情却浓。我们都忘不了当年魏巍老白发
微扬，直直地挺着腰，一步步矫健地拄着、扬着
文明杖，送我们沿山路走下来的情形，那情形，
仿佛还在眼前。

□ 周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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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摆：农民工的人生轨迹

灯下
漫笔

——
—读《返乡农民工研究：一个生命历程的视角》
□ 葛志华
所谓农民工是指拥有农村户籍却在城镇非
农部门就业的农民。
20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
乡镇企业的勃兴， 我国出现了离土不离乡的农
民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政策的
调整、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伴着“孔雀
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代旋律，农民
工人数由少到多，雪球越滚越大，掀起了一波又
一波“民工潮”。新世纪以来，一代
“民工潮”尚未
退潮，二代
“民工潮”又接踵而至。城镇既有扛着
编织袋进城的一代农民工， 又有拖着拉杆箱进
城的新生代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
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已高达1.26亿人。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种特殊性表
现在称谓与作用两个方面。从称谓上说，农民工
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 有身份与职业的双重
含义。 其中，
“农民”是指身份，专指现行社会管
理制度中的农村户口，有自家宅基地与承包地，
具有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成员资格，
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
“工”则是指职业，就
是在非农岗位就业。这种不伦不类的称谓表明：
农民工既不是地道的农民，又不是纯粹的市民，
而是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特殊人群。 与农民
相比， 农民工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农民中分化出
来，不再或主要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而是
在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或在工业流水线上作业，
或在服务业岗位劳作， 职业上已成为社会学意
义上的工人，成为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使
中国的城镇化率快速上升到50%以上， 用中央
文件的定义，就是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与
市民相比， 农民工既没有城镇户口以及附加的
种种权利， 又不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
障，更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既难以真正融入
城市社会，又有割不断的乡情。 这群人，说是农
民，又不种地；说不是农民，又有自己的责任田
与宅基地；说是市民，又没有城镇户口；说不是
市民，又在城市工作生活，处于一种由农村向城
镇、由农民向市民、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的过
渡状况。往前一步，就可完成身份与职业的双重
转换，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往后一步，又可重回
农民行列，仍在农家小院、熟人社会、蓝天白云
下过“温饱有余”的生活。 这种实际职业与制度
性身份的分离与错位现象， 成为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一大特点。
除了称谓特殊外， 农民工的作用也非常特
殊，可以说是一石三鸟。离土的农民工为低成本
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为快速的
城镇化准备了后备人口， 大大加快了现代化进
程。 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支前民工用小车
推出来的，那么，当代中国现代化大厦则是农民
工用汗水浇灌的。离开了农民工，工业化与城镇
化就失去了动力。 外出的农民工又为贫穷或相
对贫穷的农民家庭增加了工资性收入， 有效地
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使工资性收入上升为
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与有力支撑。 如果没有工
资性收入，广大农民仍在贫困线上挣扎，全面小
康的目标就会落空。 离土的农民工还缓和了人
地矛盾，加快了农村的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为
“让更少的人耕种更多的土地” 创造了条件，促
进了农业现代化与
“四化同步”。
农民工是城乡流动的结果， 是城乡与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对农民工来说，无
论是熟悉的乡村，还是陌生的城镇，都有无形的
推力与拉力。 这种推力与拉力又造就了农民工
钟摆式的人生。
乡”是钟摆的两端。 从乡这一端来
“城”与“
说，乡村是农民工的人生起点与成长摇篮，那里

有自家的宅基地与承包田， 有难以割舍的亲情与
乡情，有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有剪不断、理还乱
的乡愁。农民工虽然远离家乡，但亲缘与地缘关系
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比在家时更加浓厚，所谓故国
乔木，时时入梦。 因此，乡村也就成为多数农民工
的人生归宿。 但农村又缺少非农就业岗位与挣钱
机会， 有限的农业收入难以平衡家庭支出， 守着
“一亩三分地”，生活就很拮据。 不外出打工，什么
人情往来、日常开支、老人医药费、子女教育费就
没有来源，更不用说起房造屋、婚丧娶嫁了。 因此
外出打工就成为农村人的不二选择， 成为人生的
成年礼。
从城这一端来说，“
城”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
有众多的非农就业岗位与挣钱机会， 有新生活的
诱惑。 不进城，就感受不到现代文明，更难以找到
就业岗位，抓到挣钱机会，进城就成了农村人的追
求与向往。 但城市有较高的生活成本、有“
经济性
接纳、社会性排斥”的体制惯性，加之归属感的缺
失，又使农民工难以真正在城市立足。除少数农民
工外，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返乡就成为一种
必然与人生退路。
乡村的推力与城镇的拉力让农民工离乡进
城， 而乡村的拉力与城市的推力又让农民工离城
返乡。农民工就成为人格化的钟摆，往返于乡村与
城镇之间。这里，既有以年为周期的候鸟式往返于
城乡的农民工， 又有以农业季节为周期的流动于
城乡的农民工，还有以事件（如婚丧、建房）为周期
的来往于城乡的农民工， 更有经历了一段打工生
涯返乡的农民工。 这些农民工往往带着乡愁与期
盼外出，捧着微薄的工资与疲劳回家。经历了几个
轮回，农民工的人生就进入了中老年阶段，到了儿
孙绕膝的年龄，进入了代际传承的阶段。返乡中老
年农民工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并照顾家庭， 新生代
农民工外出打拼。 这种过渡状态与人生轨迹使得
农民工成为农民与市民、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
部地区之间的一个焦点，承载着城乡差别、地区差
别与工农差别， 扮演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沉
重的矛盾角色。
农民工的这种特殊性得到了党政部门的高度
重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社会科学
的一大热点，形成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成果。这些
成果大多把农民工置于宏大的现代化大背景中进
行论述， 把农民工纳入工业化与城镇化历史趋势
中进行研究。相比而言，缺少对农民工作为具体人
的生活情境的关注， 缺乏对农民工作为鲜活生命
的研究。 张世勇的《返乡农民工研究：一个生命历
程的视角》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该书通过对湖南省沅江镇80多位返乡农民工
长达四个月的观察与访谈， 运用生命历程理论来
研究与分析农民工，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既丰
富了农民工理论研究成果，又对制订农民工政策、
加快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生命历程理论来自芝加哥学派对移民的研
究，是国际上正在兴起的一种跨学科理论，被誉为
人类发展的三大基本模型之一。 该理论侧重于研
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多重影
响， 将个体生命历程看做是更大的社会力量与社
会结构的产物，从宏观与微观、社会背景与个体生
命的结合上更好地观察与研究社会与人生。 该书
把农民工个体生命历程镶嵌于社会设置之中，把
农民工生命历程纳入特定的时空结构中， 将农民
工打工过程分为外出打工、打工过程、返乡三个阶
段， 从宏观事件和社会结构特征中分析农民工生
活史的起承转合和生命历程的演变过程， 为广大
读者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精神大餐， 引发了读者的
思考。

十月秋光胜似春，
神州大地尽欢腾。
闻鸡起舞老犹壮，
跃马扬鞭捷足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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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菊、太阳
花和梨花
□ 杨雪飞
初春时姐姐在爸妈家门前
的空地上栽种了好多波斯菊和
太阳花， 六月份的时候就生长
得枝繁叶茂， 纷纷开出各色的
花朵，而且花期很长，到九月份
时还盛开着，小院里姹紫嫣红，
看着赏心悦目。
我家的波斯菊茎高高的，
有1米左右，花朵直径七八厘米
左右，有粉色、玫红色、正红色、
橘黄色。 太阳花株高15厘米左
右，匍甸地面，花朵直径两厘米
左右，有粉红、大红、紫红、淡黄
色， 大大小小的花朵开得娇艳
动人， 每次回家我都盯着它们
细细观赏，闻着花香，从来舍不
得摘下一朵，风拂过脸庞，眼眶
悄悄湿润。
去年十月份爸爸查出罹患
肿瘤令我和家人痛彻心扉，姐
妹俩相对垂泪， 下定决心要陪
伴爸爸一起渡过难关。 姐姐请
假专心照顾爸爸， 我在医院为
爸爸的治疗方案东奔西走，好
在经过化疗和手术后爸爸康复
出院，一家人终于松了口气。
工作后我和姐姐各自成家，
各忙各的， 逢年过节才聚在一
起，这次爸爸患病让我和姐姐的
心靠得更近，也更珍惜一家人在
一起的时光。每次回家给爸爸妈
妈带些生活用品，陪他们坐着聊
聊天，一起做点吃的。
家门口一棵梨树有四十年
了，是爸爸妈妈种的，每到春天
梨花开了满树，纯白如雪，飘着
清香，引得路人驻足观赏，啧啧
称赞，真是“柳色黄金嫩，梨花
白雪香”。秋天结果子时我们开
心得一个一个数。爸爸生病后，
妈妈要把梨树砍掉， 说梨花有
离别之意， 直到现在爸爸妈妈
都没舍得， 因为梨树带给我们
太多的欢乐， 还因为短暂地离
别后相聚并不遥远。
花朵都有不同的花语，波
斯菊的花语是永远快乐， 太阳
花的花语是热情、阳光、乐观勇
敢，梨花的花语是纯真的爱，也
有谐音离别的意思。“
分别总是
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愁”，这
句歌词里的九月大概指开学季
吧， 九月送走去外地上大学的
儿子， 开始他向往憧憬的大学
生活。 然后回家看望日渐年迈
的父母， 和爸爸坐在梨树下聊
天， 树上大约结了二十几个梨
子， 爸爸闲不住拿出水龙头帮
我洗车，我赶紧抢过来：“爸爸，
我自己来啦！”我用水龙头冲水
时，他又拿出毛巾擦干，妈妈和
几个老姐妹下午约在家斗 地
主，时而传来欢声笑语。
春去秋来，花开花谢，相见
离别，院子里的波斯菊、太阳花
陪伴爸爸妈妈晚年生活， 让我
心安，离别变得不再伤感，感恩
有心的种花人， 该给姐姐打电
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