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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史铁生，我们大多视他为励志作家，身残志坚，这种印象是相当表
层的。

残疾对于史铁生精神世界的建构，的确起了关键作用。史铁生对此也
有自我确认：“就我，从根本上说，残疾是写作的原因。”残疾，是肉体的受
困；而写作，是史铁生重返公共社会的重要途径。除了解决生计的经济原
因，它还代表着认可、尊严和自我价值的确立。

在名作《我与地坛》里，史铁生说自己是为写作而活下去的。这篇发表
于1991年的散文，是大多数人认识史铁生的开始。史铁生把“我”与“地坛”
（世界）的对话，“我”与“史铁生”（自我与本我）的对话，把自己的精神世界
坦然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经蹒跚跌撞、磕磕绊绊地
独自走过了很长的路。

《想念地坛》是史铁生的文集，收入了《我与地坛》《我二十一岁那年》
《病隙碎笔》等散文名篇，也收入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中短
篇小说代表作，还收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节选。阅读这本书，可理解
全面的、立体的、更真实的史铁生。

《我二十一岁那年》，是得病之初，治愈的希望渐渐落空，被迫着学会接
纳与从前不一样、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自己。在这篇散文里，史铁生提到了
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因为调皮而摔断了脊骨，那孩子因为年幼尚且不知道
自己未来的命运。史铁生写道：“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
是只能犯一次的……”史铁生还说，“事实上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
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史铁生在那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命运”。就像他在《我与地
坛》里所写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是“命运”给予史铁生的最大启
示吧。史铁生认了命，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自己从痛苦的境遇中抽离
出来；史铁生不认命，努力在这种不堪的命运中寻找转机，重新发现“我”的
存在意义。

评论家张新颖说史铁生具有一颗平常心，实现了物我合一的自适状
态。谢有顺说，“在”或“存在”，是史铁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他的写作与他
的生命完全构在了一起”。周国平说，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最具有自发的哲
学气质的小说家，他一直在追问生命的意义，对终极的发问构成了他与世
界的根本关系，也构成了他写作的发源和方向。

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及了史铁生及其作品的哲思气质。优秀的作
家、哲学家都在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史铁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所面
对的是生命自身的问题，他是在不断审视自我的过程中去理解外界，他从

“我”的身上剥离出了另一个“史铁生”，以“我”观物，以“我”观我，对宇宙、
自然、人生、死亡、病痛、爱情、愉悦、宗教、文学艺术等问题发起不懈的追
问，他受困于自己的存在处境而又超脱了这种处境，他远远要比大多数人
来得更加诚实、更加遵循自己的内心，在他的所思所想背后，始终站着一个
人，那就是史铁生自己。

也因此，史铁生的写作维度是“零度的写作”。史铁生把借用于罗兰·
巴特的这一术语当作了自己写作的出发点，他说：“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
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作家的世
界观往往是碎片化的，不同阶段对事物的看法会发生变更，而史铁生作品
的稳定程度是不同寻常的。这部集子前半部分是散文，后半部分是小说，
这两部分是如此的和谐统一，它们是相互印证的，形成一个思想整体。不
管写实还是虚构，史铁生的写作，都是一种有“我”的写作，写实是史铁生个
人经验的直接运用，而虚构则是他的所思所想的化用与对更多相同处境或
更多可能性的想象。

在所有的作品里，“我”都是轴心，都是零度，都是出发点也是最后的皈
依。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没有道理好
讲。幸好，有那么一些人，有史铁生那样的人，让命运在“我”面前低下了
头。

《想念地坛》：史铁生/著 天地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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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我们无法绕过的炙热温柔，是我们心底里最柔
软的两个字。当我读到梁晓声先生的新书《母亲》时，感动
地流下眼泪，不禁回想起自己的母亲，与书中的“母亲”一
样，都是平凡而伟大的。

在梁晓声《母亲》里，作者对母亲的描写可亲可感。为
了不让孩子们挨饿，母亲每天早上舍不得坐公交车，徒步去
很远的工厂，拖着单薄的身躯，用廉价的劳动力来换取食
物。

在本书中，母亲那小小的身躯，竟承受了如此多的生活
琐事，于我们的爱犹如大海里的一座堡垒，将我们紧紧环
绕。在那个年代，翻砂这种过于繁重的体力活，即使是壮年
男性，也不愿意整日劳作，而母亲却愿意，甚至冒着生命危
险——这正是天底下所有母亲的缩影。

梁晓声说：“母亲对子女的爱是不嫌弃、不放弃……她
也只顾奉献一切，无私无怨无悔。”母亲的伟大不言而喻，无
论用多么华丽的语言也无法道出天底下母亲的圣洁和那份
比天大、比海深的恩情。

当我再一次读起这本书时，我的眼睛不禁模糊起来。
这不仅是作者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更是亿万人的母亲
啊！作为成年人的我，看到这本书，就更加想念自己的母
亲，心生愧疚。我的母亲辛辛苦苦把我们子女养大成人之
后，孩子们一个个远走高飞，定居他乡，她心里除了牵挂就
是祝福，每次回去看她，或者打电话，母亲总是说什么也不
需要，她很好，不要担心……在母亲眼里，孩子们就是她的
一切，为了我们，再大的委屈、困苦也能吞下。所以世界上
只有一种爱，是只管付出，不求回报的，那就是母爱。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让我们珍惜并铭
记母爱的光辉，这份恩情，一生都无法弥补。趁母亲安在，
多回家看看，吃她一顿饭，帮她梳一次头发，去巷子里走走，
那些留下母亲印记的地方，依旧温暖。

《母亲》：梁晓声/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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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读梁晓声新著《母亲》

林钊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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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记者日前从乐山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获悉，“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
会开幕式将于8月 8日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举
行。为确保省运会开幕式顺利进行和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有序，该支队制定了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
作方案，将实施“分区管控、分类组织、分责管理、分
步实施”的交通组织管理措施，确保开幕式交通安保
工作万无一失。

据了解，根据开幕式现场及城区城市功能布局、
道路网络体系、开幕式现场和城市交通状况，以乐山
市奥林匹克中心为核心，向外辐射分为五级管控区
域，即：一级核心封闭区、二级近端管控区、三级中端
疏导区、四级远端分流区、五级外围截流区，将分区
开展交通组织管理。

其中，针对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周边核心片区，
分别对场馆核心区域、场馆周边区域、场馆外围区域
采取不同的交通管控措施，确保场馆及其周边区域

交通秩序有序良好，避免发生严重交通拥堵。同时，
在峨眉、夹江、井研、沙湾、五通桥等来向设置分流绕
行点，根据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区域交通流量和拥
堵情况，对各方向车流进行分流劝返或临时性交通
管制。此外，交警部门还将做好乐山市奥林匹克中
心周边停车管理，人员进、散场组织等，维护好交通
秩序。

另据了解，为了让车辆更便捷地到达会场，同时
减轻长青路、乐峨路交通压力，交警部门将使用指示
标识等引导区县观众车辆在乐山北站（辜李坝）下高
速；同时对该高速路口重中型货车适时管制截流。
为有力保障驾驶非机动车行经高速公路乐山北收费
站的群众安全，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积极协调相
关部门，从今年7月起，在高速乐山北收费站开通了
非机动车专用车道，进行机非隔离。届时，民警将在
这里现场引导摩托车、电动车等进入专用车道行驶。

五级管控
确保省运会开幕式道路畅通

心在嘉州泊岸 梦在省运启航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 摄影报道）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乐山国投杯”沙滩排球比赛在乐山嘉
祥外国语学校正式开赛，来自成都、资
阳、攀枝花、乐山等12个市州的177
人参加比赛。比赛分为甲乙两个组
别，每组均有三十支队伍。比赛将产
生4枚金牌。

随着第一场比赛的开始，运动员
发球、接球、扣球、拖球，一系列精彩的
绝杀让人目不暇接，引来阵阵喝彩。

按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比赛全程
闭环管理。

沙滩排球赛
正式开赛

本报讯（记者 刘晓立 摄影报道）
昨（4）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
四届运动会“峨旅投杯”艺术体操多个
比赛项目在乐山市体育中心精彩呈
现，乐山艺术体操代表队凭借实力斩
获两金两银。

各参赛队员经过激烈比拼，甲组
（二级组）个人团体总分奖，乐山队获
得冠军，成都队获得亚军，泸州队获得
季军；集体全能赛奖项，成都队获得冠
军，乐山队获得亚军；个人项目团体总
分奖，乐山队获得冠军，成都队获得亚
军，自贡队获得季军。在乙组（三级
组）个人团体总分奖项，乐山队获得银
牌。

艺术体操赛
乐山斩获两金

本报讯（记者曾梦园摄影报道）为进一步提高开
幕式“小海棠”骨干志愿者的服务技能和水平，推动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志愿服
务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有序地开展，根据省运会志愿
服务部关于开幕式志愿服务工作需要，近日，共青团
乐山市委组织开展了开幕式骨干志愿者培训工作。

据了解，本次开幕式志愿者分为入场引导员、观
众区普通志愿者、政务志愿者和应急志愿者。经过几
天的培训，志愿者们8月3日终于迎来第一次彩排。

“大家好，我是‘小海棠’志愿者，请市中区的观
众跟着我走，进场后请大家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序落
座。”大门口，负责接待的引导员志愿者们举着“市中
区”指示牌正在按照要求，带领观众来到观众席，每
一张座椅上，都放着一瓶矿泉水供观众饮用。记者
在现场看到，志愿者们站在各自的点位，为有需要帮
助的观众们提供服务。

“作为一名退役的游泳运动员，我曾参加过两届
省运会，并取得优异成绩。本届省运会在自己家乡
召开，在体育精神的感召下，我又以志愿者的身份参
与其中，感到无比自豪。我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服务中，也预祝运动健儿们能在
赛场上赛出成绩！”志愿者江佳韵说。

在为数不多的政务志愿者里，就职于乐山高新
区嘉祥外国语学校的邹思佳老师告诉记者，作为一
名乐山人，希望可以为省运会贡献一份力量。作为
一名教师，也希望可以充实假期生活。

据悉，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共青团乐山市委共招
募250余名志愿者。烈日下彩排、找点位，同一个动
作反复训练。号角已吹响，“小海棠”志愿者们蓄势
待发，等候省运会的盛大开幕。

服务省运会开幕式 志愿者加紧训练

省运会开幕式交通安保工作，乐山交警准备好了 市交警支队供图

比赛现场

志愿者加紧训练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