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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

屐痕处处

彪炳青史的回响

消失的古镇

——观看原创话剧《星期日工程师》

■ 谭宁杰

■ 王士斐
由奉贤委宣传部、文广局、青村镇党委政
府联合出品、上海锦辉传播制作的原创话剧
《星期日工程师》作为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展演剧目，
日前在上海成功演出。
该剧生动地描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奉贤钱桥公社为了解决企业缺乏技术人才的
问题，聘请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到
钱桥橡塑厂当顾问。他攻克了生产微型轴承必
须的橡胶密封圈的技术难关，填补了国内的技
术空白，同时也救活了濒临倒闭的厂子。但就
此韩琨接受了 3400 元的奖励、工资和车费报
销的钱，被人举报，检察院认定其受贿，立案起
诉，并抄家……在错与对、罪与非罪的大是大
非问题面前，钱桥人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坚信党的正确领导。他们对检察院、橡
胶所一些人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教条主义的
思维方式，不负责任的行事态度，他们敢于担
当立场坚定，不怕风险予以抵制。公社党委书
记刘正贤拍案而起：韩琨为社队企业作出这样
大的贡献，他拿的是我们党委政府批准的应得
的报酬，如果判他刑，我去坐班房！刘正贤不
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
法官杜经奉深入钱桥了解案情，秉公执
法，向检察院提起抗诉；
《光明日报》记者谢军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该报头版头条发
表《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的消息，随
之该报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时两个月的
讨论。最后，惊动了中南海，中央政法委一锤
定音：韩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类似韩琨的人
一律释放。
《星期日工程师》不仅歌颂了正面人物的
精气神，赞美了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人们的雄
伟胆魄，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期的矛盾
冲突，诠释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
济基础；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作为上层建筑
的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必须及时地改革调整，
从而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
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
放”，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化。在“三
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广大干部都积极主动
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无商不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为当时农村
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现实的情况是乡镇企业
要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而陈旧的
体制机制又束缚着他们的手脚。这好比一列

诗以言志

黄昏是太阳不甘离去的身影
早知，
就不该这么急速
还捎带上了我
石阶边玉兰花，
仅存一朵
这是它迟开的好处
那时左一朵右一朵
无所谓

火车的轮子，一边想提速前进，而另一边则不
愿提速。矛盾就此出现了。
首先是管理体制的矛盾。
当时的管理部门对科技人员实行“单位所
有”
“ 部门所有”，使科技人员成为一些单位和
部门的“私有财产”，被积压浪费。
“船已走，而
剑不行”，刻舟求剑的教训难道不正是对我们
的科技管理体制的有力讥讽吗？
其次，
分配机制的矛盾。
长期以来，社会的分配是平均主义“大锅
饭”。韩琨之所以被人举报，就是因为他得了
一笔大家没有得到的那笔收入。设想，如果韩
琨把这笔钱拿到单位大家平分了，那也就没有
问题了。当时社会上不是流行“红眼病”吗？
吃惯了大锅饭的人是容不得“多劳多得”
的。
“三中”全会之后，农村的改革正如火如荼
地发展，整个社会鼓励农民富裕起来，
“先富先
光荣”，敢于“冒尖先富”，但是在城市，在韩琨
这样的研究单位即使付出了劳动，取得了成

浓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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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感悟
■ 张伟东

仲夏时开，
多有意义
还会有一朵开在秋季吗
明年你还可以慢一点
别急如闪电、
流星雨
我不催你
你也别催我
你每年开一次
我每年要老一岁

轨交五号线通车礼赞

果，也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整个单位死气沉沉，
死水一潭，根本无法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
配”
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其三，
对知识、对知识分子不同认识。
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被称为“臭
老九”，其地位与“地富反坏右”相近。而知识，
被污蔑为“知识越多越反动”，韩琨事件的发生
与文革遗毒不无关联！一些人宁“左”勿右的
思维方式时不时地在发酵作祟。
科技人员的劳动是复杂劳动，理应受到高
额的薪金。
但在当时，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界
限并不清楚，
有些人甚至认为简单劳动是劳动，
知识分子的工作还不是劳动，知识分子甚至不
能作为劳动阶级，
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一份子。
在
这种观念下，
韩琨的劳动报酬自然不该那么高，
他接受这样的报酬自然就成了
“受贿”
！
《星期日工程师》深刻地回顾了改革开放
的历史，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必然趋势，
意义深远，
令人回味不尽。

■ 袁新良

轨交五号线通车啦
萧塘站就是我老家
郊区融入大都市
百万市民乐开了花

九宫格里看天下
东方美谷产业大
全球化妆巨头来容纳
财税活水哗啦啦

正月海湾赏梅花
三月庄行油菜花
八月饕餮伏羊节
十月赛马在金沙

我心回到一十八
晨钟裤腿裹泥巴
暮鼓剧院舞裙衩
啊，
新时代笑声飞天涯。

■ 丁 玮

江南盛产水乡古镇。这一片沃土孕育
出一座座令人难以忘怀的古镇。
只要有河道，
就会有鱼米之乡，
再运气
好些，离湖泊近些，便犹如“天上人间般富
饶”。河道周边常有砖石建成的大院，
屹立
数百年不倒。从那些大院延伸出去，便是
古镇。
上海离古镇都不远，但身为土生土长
的上海人，我却是很久没有再去了。不只
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难以接受人山人
海。
提及周庄，我总会想起陈逸飞先生。
周庄之美为人所知，我以为大半功劳都得
记在他身上。每当我看到关于水乡的画，
总会觉得这是逸飞先生的作品吧。周庄成
就了逸飞先生对美的追求，逸飞先生的笔
下也保留了周庄没有外人打搅时的宁静，
或者说，
水乡之美。
去年暑假，
我随父亲去周庄公干，
因事
耽搁，
于是自掏腰包买票进镇溜达一圈，
深
感失望。周庄的水不再清澈，虽然没有异
味，
可水面上漂浮着白色的污渍，
一缕一缕
的，
很是醒目。
“清水浮舟慢橹摇，
一日看遍
桥复桥。”这样诗情画意的景色，也许只能
在画册中见到了。
这也难怪，
明初的周庄只有上千居民，
清康熙年间也只有数千居民。周庄古镇的
容积，
“螺蛳壳中做道场”罢了。而现在周
末的数千人、节假日的数万人，
根本就不是
它所能承受的。如此多的游客来到此处，
也是难为了周庄历世数百年的苍老身躯。
同样让我不解的还有“万三蹄”和臭豆
腐。我相信沈万三这位元末明初的江南首
富对蹄髈情有独钟，但请他来现在的周庄
一游，怕是也得傻眼。如果他再有选择恐
惧症就更糟了，从上百家“正宗”万三蹄中
找出自己爱吃的，可是要花上一番功夫
的。而臭豆腐更是件趣事。家家挂着老店
的名号，
卖的却是口味、做法差不多的油炸
臭豆腐。
不只是周庄，乌镇受的伤，可能更深
重。数年前的一次到访，我就惊讶于门口
那座空置的仿古建筑。至于同里……或许
只是同一幕剧一而再地上演。
水乡古镇，一美于静，二灵于水，三润
于人。而今逸飞先生走了，成千上万的游
客来了。美、灵与润还剩多少呢？我祈祷
古镇生命长存，
保留更多的传统、古朴。

读书，遇见更好的自己

父辈们那个年代，图书馆很少
见，走几里的路，不吃不喝窝在书
店 一 整 天 ，才 能 读 到 心 仪 已 久 的
书。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一代，网上
书店、阅读 APP、各类电子书，应有
尽有，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宝贵的精
神食粮。
关 于 读 书 ，曾 有 人 这 么 说 过
——花几十块钱去得到别人一辈
子的心血，这无疑是天底下最有价
值的交易。我从小就与书结下了
不 解 之 缘 ，一 本 本 泛 着 油 墨 香 的
书，无声地陪伴我度过每一个春夏
秋冬、每一个开心抑或是苦闷的日
子，
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
小时候，
父母工作忙，
书便成了
我最亲切的玩伴。从花花绿绿的儿
童画册，到每晚睡前必读的格林童
话，
再到后来的文学名著，
一路成长，
每一阶段都有我最喜欢的书。一本
好书，
吸引我的不仅仅是故事情节，
更是它传递的一种思想、
价值观或者
人生态度。读书绝不是简单地为了

消遣，
而是通过阅读升华个人思想境
界，
进而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
书，常读常新。毕淑敏老师曾
讲 述 过 她 读《海 的 女 儿》的 故 事 。
这篇很简单的童话故事，她在不同
的年龄段去读，感受到的是不一样
的智慧——8 岁时，读出了人鱼公
主的惨痛；18 岁时，理解了这是一
篇写爱情的童话；28 岁时，读出了
这篇童话中蕴含的母爱……不同
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人生阅
历。因此，就算是同一本书，也会
萌生不一样的思考。
初中时，
我读了路遥先生的《平
凡的世界》。厚厚的书本，
捧在手里
沉甸甸的，内容离我们生活的时代
很遥远。初次看，
总觉得乏味，
便浅
尝辄止。高中经老师推荐后重新阅
读，竟然被深深地吸引。故事背景
看似遥远，但主人公的精神在当今
社会依旧弥足珍贵。纵然生活艰
辛、打击重重，但孙少平、孙少安以
及广大的劳动者，他们对生活却始

■ 罗钦予

终抱有美好的期望，
执着追求，
不懈
奋斗。他们处于社会底层，但却有
伟大的理想。每每读到动情处，我
总会热泪盈眶：是何等的坚韧与顽
强，
才能支撑他们不向命运低头！
一本好书的作者会用他的生
活阅历，引导你走好人生道路；用
他 们 的 经 验 教 训 ，引 导 你 积 极 向
善；用他们曾经走出困境的方法，
治愈你受伤的心灵……曾经有一
段时间，我陷入极度的苦闷和自我
怀疑之中，甚至觉得生活突然之间
失去了色彩。我很庆幸在那段艰
难的时期里，读到了史铁生、迟子
建、莫言等几位作家的书。现在想
来，竟觉得是命运的安排。在走不
出的黑暗迷宫里，竟然有一双手一
直轻轻牵引着我，解开我心中的一
个个死结，
鼓舞我勇往直前。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方能知人
世深浅，体悟自身渺小。古人说得
很透彻：开卷有益。如若不能行万
里路，
那就先从读两三卷书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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