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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歌怀川·出彩焦作”焦作市第三届“百姓文化节”昨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歌悠扬、舞翩
跹，豫剧铿锵、唢呐嘹亮……3月 30日
下午，“放歌怀川·出彩焦作”焦作市第
三届“百姓文化节”启动仪式在焦作市
东方红广场舞台正式拉开帷幕。本次
活动通过“焦作百姓文化超市”平台进
行现场直播，12.31 万人“云端”共赏精
彩节目。

启动现场发布了《焦作市第三届“百
姓文化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方案》，包

括：“中原舞蹁跹”焦作市第十届艺术广
场舞大赛，“唱响新时代”焦作市群众合
唱大赛，乡村文化合作社“四季村晚”暨

“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河南
省“群星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大赛
焦作市选拔赛，“新时代、新农村”焦作市
农村摄影展，焦作市民间艺术大赛，“翰
墨丹青绘怀川”焦作市群众美术书法作
品展，焦作市少儿艺术大赛，焦作市传统
武术文化展演，“文润怀川 书香焦作”

2023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等10余项群众
展演展示活动。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以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焦作百姓文化超
市”数字平台，对各项活动进行集中展
示，打响“放歌怀川·出彩焦作”和“文润
怀川·书香焦作”两大文化品牌，打造“周
末舞台”“月末晚会”“年度大赛”等系列群
众文化活动，用百场展演、千场阅读、万场
活动点亮焦作城市文化名片。

图① 启动仪式现场。
图② 舞蹈表演《盛世桃花》。
图③ 戏曲表演《春满梨园》。

图④ 舞蹈表演《锦绣乐章》。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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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们的日子》是有着浓郁生活气息即“烟
火味”的一部作品。

一是演出了生活的本来面貌。也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环境的本来面貌。生活在一个工厂里的三个家
庭，由于这三个家庭的三个女人，住在医院的同一个产
室。这样的人生际遇，是上天安排的也好，是生活的巧
合也罢，从此他们这三家，包括后来从上海来的严肃、
严冰父女俩的加入，剧情基本围绕着这四个家庭展
开。还有“小叔”王宪安、杨思宇的亲生父亲林俊生等
人物的副线纳入，使得剧情纷繁复杂、跌宕起伏、难解
难分，又内在有序。显示出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浸泡和絮叨，是鸡毛蒜皮样的普通和平常。这部剧没
有宏大的叙事场景，也没有非常人物的派生，有的只是
城市的底层角色，固守家庭的情分和往来穿梭社会的
义理。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引起观者的共鸣，或者说
同频共振，就在于普通百姓对剧中生活的似曾相识和
感同身受。这就是它的真实色彩，即“烟火味”的艺术
感染力。

二是演出了生活的本真味道。这三个同年同月不
同日生的孩子，即王雪花、东方宏、杨思宇，构成了这一
代人的生活平台。还有后来介入的严冰，这四个孩子
各有家庭的具体环境和背景，又有各自的独特个性。
尤其是王雪花那心底善良和行侠仗义的“假小子”个
性，她为受欺负的伙伴遮风挡雨、义无反顾。再说长辈
们，生活的境遇不一，秉性不一，组成的家庭环境也不
一，但希望生活向好的愿望是一样的。但生活的常态，
有阴晴，有圆缺，有阳光明媚、荷池盈盈，又有风雨施
加、不尽如人意，有山重水复，又有柳暗花明。是恒常
有序，又是世事无常，这是生活本身的况味，也是人物
的性格使然。王宪平和刘淑霞这对夫妻，东方玉树和
傅莹这对夫妻，照“姥姥”的话说，在性格上是“互补”型
的组合。母亲淑霞因生闷气把奶水给憋回去了，雪花
没奶吃，所以才被抱去请傅莹奶孩子，故雪花认东方玉
树和傅莹为干爹、干妈。也因此，这两家才有割舍不断
的感情，并现实地缠绕和纠葛。更重要的是，雪花那心
灵世界的洁白无瑕、仗义勇为，看不得以强凌弱、以大
欺小的行径，这种品格是难能可贵的。剧情显示，不管
大人们的情势如何变化，孩子们的世界始终纯净，而由
雪花提议组建的“小红花”组合，越发把他们四人凝聚
在一起。

三是演出了生活的本色底蕴。这个本色，是由观
众鉴定和评判的。如同邻居是一杆秤的说法一样，那
么，面对同一部电视剧，值不值得看，观众就是一杆
秤。不可轻视和低估大众的欣赏能力和新时代背景下
人们的鉴赏水平。文艺理论有一条著名的法则，叫文
学作品，要想打动人，首先得打动自己。这部作品的本
色底蕴就是宏扬正能量，倡导社会风清气正。我以为，
反映现实、回味现实的题材，须按照常情常理、合情合
理、入情入理的原则去描写与刻画。一部作品的创作
风格，是现实多于浪漫，还是浪漫多于现实，也就是界
定作品是浪漫主义风格还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标识。这
部作品，显然是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作品。反之，就不
能得到大众的呼应和共鸣。当然，艺术来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这是常识。仰望星空，是人们孜孜以求的那
个方向和目标。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淳朴清新，教化社会，感染
世人，是一部具有筋道意味的剧目，是描写城市底层工
厂生活的一部力作。

小姨家的房子重新装修，装修垃
圾堆得到处都是。小姨请了一个师傅
清理垃圾，断断续续干了两天都没有
清理干净，严重影响接下来的工期。
见小姨着急，表哥打了几个电话，说让
人介绍了一位清理垃圾的“大神”，一
会儿就到。

来人是一位大叔，年纪大概50
岁，身材倒是挺壮实的，但佝偻着腰，
似乎总是直不起来。在我们怀疑的目
光中，大叔拿出了自己带来的工具，一
把大铁铲和一辆小推车。大铁铲是普
通的两倍大小，小推车也比别人的更
深一些。不到5分钟，大叔已经装满
一辆小推车，拉着小推车出了门。仅
仅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大叔就将所有
的装修垃圾清理干净了。在拿工钱的
时候，大叔仍精力满满，看不出一点疲
惫的样子。

大叔说，他年纪大了，也没有一技
之长，好在有力气，就干起了装卸的活
计。大叔不仅肯下力气，还时常琢磨
怎样能干得更快，不耽误业主的时
间。时间长了，大叔凭借麻利的手脚
和超高的效率“脱颖而出”。别人一个
小时才能干完的活，大叔半个小时甚
至20多分钟就能干完。别小看这省
下来的时间，能替业主加快工程进度，
在卫生检查的时候，更是起到很大的
作用呢。因此，大叔的生意很不错，收
入自然也不低。

如果不是看到这位大叔干活，我
还真不知道竟然有清理垃圾的“大
神”。表哥笑着说，装修行业有很多

“大神”呢，就算是最辛苦的活计，只要
做得认真、出色，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活
干，有很稳定的收入。他认识一对中
年夫妻，两个人是贴地砖的，丈夫负责
贴砖，妻子干一些搅拌水泥、递砖等辅
助工作。他们干活负责又细致，口碑
很好，手头的活计大多是业主互相介
绍的，上一家的活还没有干完，就已经
有三四家提前预约了。两口子累是累
了点，但月收入都能过万。

工地上有很多专门干苦力的工
人，砸墙、铲灰、拆护栏、清运垃圾等，
这些活很小，半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就
能完成，但因为活小，一些大工程队
嫌耽误时间都不肯干，就留给了这些

“游击队”。他们干活实在，价格也公
道，再加上长期干同一种活，总结出
了经验，干起活来游刃有余，又快又
好。

术业有专攻，用到这里真的很恰
当。不管在什么行业，从事什么工作，
只要踏实认真，都会得到相应的回
报。这个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付
出的人。

看着阳台上长出花剑的兰花，我陷于深深的沉思
之中。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二哥、姐和我回家扫
墓，打开锁着的院门，满地落叶，一片萧瑟，我的心情像
当时的天气一样阴沉。

寒冬里，父亲与天堂里的母亲相聚，从此小院空无
一人。才几个月的时间，小院就变得如此这般，内心的
酸楚向鼻腔和眼眶直涌。

父亲在世时，每次回去，小院整理得井井有条、干
净利落。如今，小院凄凉，似枯藤老树，我的心也像小
院一样悲凉。

这就是童年给我无限欢乐的小院吗？这就是父母
生活过的地方吗？如今，被落叶和灰尘覆盖，锈迹斑斑
的铁锁守着堂屋门，我的心情像涨潮时的海水一样波
浪翻滚。

父母往日的身影，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父母都
非常坚强，从不向困难低头，非常勤奋，为了这个家，像
陀螺一样忙碌，支撑这个家运转着。

此刻，难言的心痛。“没有父母的老屋，我只是个过
客”如针刺着我的心。曾经为父母和我们遮风挡雨的
老屋，如今成为一座废弃的房子。看着老屋，脑海里全
是父母的身影和儿时的影像，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敲
打着我伤感的心。

小院虽然零落，却弥漫着芳香，幽幽的清香入
髓。闻香而去，一株兰草花，鲜艳脱俗。长长的如韭
菜似的叶子，翠绿向上，如果没有清幽的花香，似一
棵草。一小串花朵，并不起眼，却芳香四溢，沁人心
脾，使陈旧的小院香气袭人，多少给人一丝安慰。

这是父母生前栽种的兰花，还有蜡梅花、天竺和其
他一些花草。蜡梅花已经枯萎，闻上去还有暗暗的清
香。栽种的几棵香椿树，香椿叶翠绿稚嫩，红红的叶
尖，让小院焕发生机。

邻居看到我们回来，聊天时建议把香椿叶摘下，做
个香椿炒鸡蛋，没有打药，绿色产品，让我们尝尝。

“不！让它陪着老屋吧！这样小院不显得那么凄凉。”
我说。

进入堂屋，父母的相片在相框里嵌着，灰尘沾满了
镜面，模糊的镜面中，昔日最亲的面孔，如今成了永恒
的思念。轻轻地擦拭灰尘，心潮起伏，悲情难抑，我的
眼睛也随着镜面模糊了。

痴痴地看着父母的相片，昔日疼爱我们的父母，
如今阴阳两隔，使人五味杂陈，心一阵一阵地痛。儿
时的港湾，如今满目萧条，熟悉的老屋，浮沉满地，
人去屋空，此情此景，伤感怎能不涌上心头？我闭上
双眼，任凭思绪尽情地展现，去追忆父母的温情瞬
间。

返程时，我把兰花带了回来，留个纪念。十来年
了，我精心地伺候着，已分秧出几盆。春天，它有时开
花，有时不开花。开花时，花香满屋，闻着幽幽的清香，
我会呆立很久；不开花时，看着绿绿的叶子，我闭上眼
默默地沉思着。

看着这普通平凡、暗暗幽香的兰花，不就是我的父
母吗？不就是普天下所有人的父母吗？

□□罗远福罗远福

不辜负
每一个付出的人

□乔凯凯

生活的“烟火味”
——评38集电视剧《我们

的日子》
□杨清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