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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真的老了，老得让我有些害怕，有些陌生，甚至于
不敢直视他们的表情和面孔。

随着儿女的成长，那个年轻的父亲不见了。我有些害
怕和不安，当父亲把年轻一点点移植到我身上，他还能剩
下什么？

从生命周期规律来讲，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和刚出生的
前几年是非常相似的——都需要呵护、需要照顾、需要安
抚，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智力逐渐低下，无理取闹，走不稳
路，经常生病……

几年前，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呕吐不
止。接到电话以后，我急忙赶回家，背着父亲从家里出来打
车去医院。这也是我这一生第一次背起父亲，感觉很轻很
轻，有些骨瘦如柴的感觉，我感到有些意外。小时候，他背
了我无数次，直到把我养大成人，可我还是第一次背他，并
且只背了一小段路程，他却一直在问我：“背得动吗？背不
动就放下来。”好在经过医生检查，只是颈椎压迫神经的问
题，没有太大危险，属于正常的老年病，经过10来天的住院
治疗就康复了。现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也没有复发。

每个人都把孩子看作自己的希望，希望他们能替自己
完成未了的心愿，因为孩子的未来或前途不可估量，而老
人已经大势所去，人生已定，甚至于成为一些人的“负担”，
所以民间才有“宁欺白须公，不欺鼻涕童”的说法。就是怕
欺负了“鼻涕童”，等孩子长大后被报复，而欺负了“白须
公”，这些老人却对他们无可奈何。当然，这种“欺老怕幼”
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也真实地反应了社会现实和一些人的
心理。

据说，在个别贫困落后、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历史上
有遗弃老人的习俗，就是把一些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得了绝
症的老人，背到山上的洞穴或无人居住的破窑洞里，让这
些老人自生自灭。这样做一来可以腾出房子供给子孙居
住，二来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这些人以为自己手上没有沾
染鲜血就没有杀人。而那时的人们对这些极不人道的做
法都习以为常了，人与人之间也不会互相谴责，被遗弃的
老人也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没有任何抗争的能力。这些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最后却被子女当做废物一样遗弃，这
不能不说是以前人类社会的悲哀。

每每看到幼儿园、小学校门口成群的接送孩子的家
长，我都会为之动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敬老院门口
的人总是寥寥无几。小时候父母在幼儿园门口等你，现在
又在敬老院门口盼你……而我们呢？总是一个“忙”字就
逃避了自己所有的责任。

有人说：父母在，人生还有来处，父母不在了，人生只
剩下归途。也有人说：父母在，兄弟姐妹是一家人，父母不
在了，兄弟姐妹就只是亲戚了。的确是这样，父母在，我再
老都只是个孩子，都会有人疼爱，父母健康长寿是子女的
福分。

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敬、不感恩，何谈“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更何谈仁者爱人。古人说的“一屋不扫，何
以扫天下”也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人，舍近求远地去四处
捐款、求功德，却忘记了家中无依无靠的父母，这种人不管
做成多少事，都不能算是功成名就，他的慈善不可能被世
人所认可。

人生有期，往往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要从小事做
起，行孝当及时，珍惜我们的亲情，善待我们的亲人！

面对陌生而又熟悉的父母
●汤云明

住在上游的姑娘住在上游的姑娘
◆◆诺尔布诺尔布

这个夜晚这个夜晚 我在婆娑里盘膝我在婆娑里盘膝
光线从老屋的小窗里爬进来光线从老屋的小窗里爬进来
尘埃尘埃 长者呼出的气长者呼出的气
滚动在斜斜的投影里滚动在斜斜的投影里

莲花莲花
移栽到你的深秋移栽到你的深秋
姑娘姑娘
她住在我的上游她住在我的上游

白色的海螺洒在江滩白色的海螺洒在江滩
江滩积累着她的温柔江滩积累着她的温柔
香柏枝叶煨起的桑烟香柏枝叶煨起的桑烟
桑烟飘来像她的衣袖桑烟飘来像她的衣袖

每每路过你住的村庄每每路过你住的村庄
我都忍不住四下张望我都忍不住四下张望
原野原野 场院场院 小窗小窗
都是你的面庞都是你的面庞

7月入伏，非洲猪瘟也随之而来，落寂与无助开始
包围着这里的人。猪瘟把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隔离
成一座座孤岛，在风雨中四散飘零。

7月底从香格里拉回金江老家，由于猪瘟的关系，
回家的路变得艰辛，一路上经历了10多个消毒关卡，
终于回到家中。还没进家门就看到门前相隔不远，分
别设置了两个消毒区，我走进消毒区，认真消毒了鞋子
才走进家门。由于家里养了80多头猪，所以知道附近
有猪瘟发作的第一时间，父母就买了大量消毒药品和
预防药品，一方面每天对猪圈各个角落进行消毒，一方
面隔三差五在猪食里加点预防药，谨慎地做着他们认
为可以预防猪瘟的一切，甚至喂猪前也换上特定的消
过毒的衣服和鞋子，但在9月底，我家还是没能逃过猪
瘟的折磨……

刚进家门就听到母亲说：“你表婶家遭了猪瘟，大
母猪和其他几头猪都被杀了，你表婶也半个月没出门
了。”在父母的对话中，我得知，这个表婶家里养的1头
即将下崽的母猪病死了，她向镇防疫站上报后，检疫结
果显示是猪瘟，所以她家里没生病的几头猪也被一并
捕杀了。

这个表婶的丈夫在去年下半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了，两个孩子在香格里拉打工，她一人在家，除了种田、
养猪外，没有过多的经济收入。母亲说：“这次你表婶
受的打击不小。”母亲和表婶是多年的好友，平日交往
甚密，谁家里有事都是第一时间去帮忙的。但这次，母
亲也犯了难。由于猪瘟的特殊性，母亲不敢去看望和
帮助表婶，只得时不时打电话问候。“你表婶家是我们
小组里第一家遭猪瘟的，她担心出门后把病毒传染给
其他家的猪而受别人指责，所以就选择了闭门不出。”
母亲也替表婶感到惋惜，“她家的那几头猪是留着做年
猪和年前卖的，这下什么都没了。”

表婶家遭了猪瘟，谁都不敢靠近她家，难过与孤寂
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到9月中旬再回家时，父亲说，整个小组已经有8
户人家遭了猪瘟，甚至我家隔壁就有两家，把我家团团
围住，我家变成了一座孤岛……

这时，家里有几头小猪陆续有腹泻的症状，父亲除
了在猪食里加入治疗的药物以外，还会给病症稍重的
猪进行注射治疗，但这些猪的病却时好时坏。此外，父
亲还去跟兽医朋友请教腹泻治疗方法，还投入了不少
钱购买猪药。而此时，我们不知道，腹泻是猪瘟的症状
之一，父亲却做着他能做的所有努力。

在父亲的多方搜寻下，他找到了一种止泻药。刚开

始，这种药的效果很好，喂了几天就见效了。为了巩固药
效，父亲又多喂了几天，结果猪又便秘了，于是父亲又开
始四处求药……每天都给猪喂不同的药，给猪注射不同
的药剂，甚至手臂都被猪撞得青一块紫一块。

由于忧思过度，加之猪疼得夜夜叫唤，父母连续几
个晚上都睡不着，父亲一直精神不好，被母亲督促着去
医院输了几天液。

29日晚，离国庆假期还有1天，父亲打来电话说，
猪终于还是治不好了，一天就死了4头，他和母亲商量
过后，决定上报镇防疫站，下午已经来人拿了检测样本
去检测，第二天结果出来，确定是猪瘟的话，其他80多
头猪也得全部捕杀……我听了心里一颤，这时才知道
父母被猪瘟折磨得生了病。父亲又说：“听到要把猪全
杀了，我的心反而轻松了些，之前太紧张，你妈我俩整
夜睡不着，杀了虽然可惜，但可以睡个好觉了……”听
着父亲有气无力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了电话那头，父母
脸上的无助与无奈，但对于这一结果，我也无可奈何。
在灾难面前，我们是那么渺小。

30日下午，家里来了10多个年轻小伙，他们是来
杀猪的。

他们启动发电机，一人手里拿着电棍，便走向猪
圈。父母不忍看到猪被电死的场景，便躲在厨房前的
小院里叹息着。这些猪是 5、6 月份买来就养到现在
的，看着自己一点点养大的猪活生生被电死，实在是一
种折磨，用父亲的话来说“这亏的不止是钱，还有我们
的付出和感情”。是啊，从二三十斤的小猪养到100多
斤的育肥猪，父母把期待和感情都倾注在了这一头头
猪身上。

只10来分钟，80多头猪就躺倒在猪圈里。杀猪的
人还不忘跟父母说一句：“你家猪个个都是白白胖胖的，
我们杀了这么多猪，从没见过像你家这样好的猪，没生
病的这些杀了可惜了。”父母听了也只能无奈地摇头叹
息。他们关了发电机，开始搬运死猪。面对100多斤的
猪，即使4个人一起搬运，也是要费不少力气的。经过
一番折腾，他们终于把所有死猪都堆放在了一起，堆了
有直径10来米的3堆。然后他们叫父亲去跟那些死猪
合影，留下个痕迹资料，方便以后兑现补助资金时做证
明。父亲看着一堆堆死猪，只剩下说不尽的心酸难过。

经过一下午的折腾，80多头猪终于还是处理干净
了。

30日下午下班以后，我就着急忙慌往家赶，生怕
父母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而病倒。由于出发得比较
晚，又路途遥远，天快黑了我还没到家，这时父亲打来

电话问我到哪了，此时听着父亲说话的语气好像恢复
了往日的欢快，还在电话里跟我开玩笑，我悬着的心才
稍微放松了一些。

到家时，下午到家里帮杀猪的人折返我家来找他
落下的工具，他又对我家那些被电死的猪表示了些许
惋惜，还说他家里也养了不少猪，自从7月份四处处理
病猪开始，他就没回过家，也不敢回家，只能住在镇上
的酒店里，生怕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家里的猪或者隔
壁邻居家的猪。“或许我现在出现在村子里，都会有人
在心里骂我、害怕我。”他脸上写满了无奈，“现在已经
农忙了，但我只能让老母亲和媳妇两个人到地里忙活，
只能辛苦他们，我没办法回去，这种日子不知道还要持
续多久。”

由于父母忧思多天的缘故，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太
好，第二天我便带他们又去了趟医院，我也不敢提起杀
猪一事，倒是父亲的言行又恢复了往日那欢快的模样，
时不时开个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但我深知父亲心里的
苦，他撑着是担心母亲会多想，也怕我担心。

10月2日，吃过早饭，一家人便开始清扫猪圈。猪
圈里遍地都是父亲前两天洒的消毒药粉，我和母亲一
遍遍用刷子刷洗猪圈，用清水冲洗着地上的污垢，但地
上和墙上飞溅着的一滩滩血迹仿佛在提醒我们，猪被
电死时有多惨烈。猪粪的味道加上浓烈的消毒药水的
味道，熏得我们头晕目眩，但猪圈还是要按照防疫站工
作人员交待的步骤消杀，不能有丝毫马虎，不然以后要
养猪就会变得十分困难。父亲说，清扫干净晾干水分
后，还要用液化气火焰喷枪把地面和墙壁彻底喷烧几
遍，还要不断用消毒药水消杀，才能把病毒杀灭。

我家的猪被杀了以后，父亲时不时会玩笑说：“即
使现在有大量现金放在家里，也没人敢来我家偷吧！”
没错，在我家的猪被捕杀以后，住在隔壁的小姨一家虽
然替我家感到心疼，但也不敢贸然来我家串门，因为她
家也养着十几头猪。所有的后续清理工作都只能由身
心俱疲的父母一力承担。妹妹和妹夫想回家来帮忙，
也被父亲拒绝了，“我们遭殃没事，不能让你们也跟着
遭罪，就让我们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吧，你们不必担心，
等过些日子你们再来吧。”

以往农忙时节，我家都会和关系不错的几家邻居
互相帮助着收获和播种，今年农忙，我家却变得孤立无
援，10几亩田地只能由父母独自收获和播种，父亲说：

“眼下这情景，出高价请人来帮忙也未必请得到人。”
一场猪瘟给一个家庭带来的不仅是金钱的损失，更

是身体和心理的折磨。真希望这猪瘟尽快消散殆尽……

孤 岛
王靖萍

报春红景天为多年生草本，生于海拔2500米—
4500米的山谷石上，分布于滇川横断山区，花期5月
—8月。模式标本采自云南大理。

（方震东 摄）

报春红景天

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导演，吴
京、易烊千玺、朱亚文、李晨、胡军、段奕
宏等出演的抗美援朝题材故事片《长津
湖》近日在全国上映。影片以史诗级的
手法，全景式展示了长津湖战役的全
貌，是向世界顶级战争题材影片看齐的
一部影片，更是一部向志愿军先烈们的
致敬之作。

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
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波
澜壮阔的历史：在极寒严酷环境下，志
愿军第9兵团赴朝作战，凭借超乎寻常
的战术设计与过人的意志，与武装到牙
齿的海陆空全方位美军展开殊死对决，
最终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该战役
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
整团的纪录，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
广大地区，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为停
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

看罢《长津湖》，个人觉得该片实现
了5大突破——

场面恢宏：艺术表现实现了新突破
影片中，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

知名导演以全景式、多维度的方式，深度再现了长津湖
战役的宏阔景观。无论是展现美军仁川登陆的海陆空
立体攻击宏大场面，还是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出国作战的钢铁洪流；无论是我军隐蔽于崇山峻
岭中的悄无声息，还是美军飞机集群轰炸我军阵地的
铺天盖地；无论是美军兵败如山倒、狼狈撤出兴南港，
还是我军从四面八方冲下山去，消灭美“北极熊团”的
神兵突降……交战双方将领轮番登场，两军阵仗尽展
无遗。美军装备之强大，我军斗志之昂扬，战斗场面之
惨烈，均通过这些宏大的场面呈现给观众，视野开阔恢
弘，主题深沉厚重。同时，志愿军经典的“三三制”战术
设计，利用地形分散兵力、夜战行军歼敌等独特打法，
也通过大场景展现出来。可以说，三位导演的联袂合
作，使得《长津湖》无论是在气势上、技术上和表现力
上，不但胜于好莱坞大片，而且还开创了国内战争影片
的宏阔表现之先河！

小口大题：叙事方式实现了新突破
电影全景式再现了抗美援朝中长津湖这一场惊

天动地、艰苦卓绝的战争，但该片表现手法却标新立
异：没有沿用以往大多数战争片的大场面为主、群像
式的表现战争手法，而以从伍家的“家长里短”作为
切口，来表现这场战争：伍千里带着哥哥的骨灰回
家，给父母磕头“认罪”——没有照顾好哥哥伍百里；
弟弟伍万里顽劣倔强，闹着要去当兵；伍千里和父母
一起谋划弃船上岸过“屋檐下有 5 个燕子窝”的安定
生活……接地气的场景和元素切入，使影片宏大的主
题有了“家国”的根基：家是最好的国，抗美援朝就是
保家卫国！同时，伍千里磕头时滴在船板上的大滴泪
水和憧憬中的伍氏新家，从影片一开始，就成为观众
的牵挂。

鲜活可亲：人物塑造实现了新突破
影片紧紧把握历史基调，以宏观的历史维度与丰

富的知识储备，将人物的刻画及情感表达发挥得淋漓
尽致。人物，是影片的灵魂，影片不仅全景展现了七连
这个英雄群体，还用精准的画面刻画了一个个呼之欲
出、鲜活生动的人物：骁勇善战的连长伍千里（吴京饰
演），从调皮蛋成长为老兵的伍万里（易烊千玺饰演），
敦厚老实的炮排排长雷公（胡军饰演），内心散发快乐
的火力排排长余从戎（李晨饰演），目光永远像瞄准的
七连神枪手平河（韩东君饰演）……他们平时嬉戏打
闹，但关键时刻却焕出钢铁般的信仰和意志——七连
老连长一句“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可
谓是志愿军群体的真实写照！炮排排长雷公是一位超
期服役的老兵，他把七连战士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扮演
着“老爹”的角色。当他开着吉普车载着燃烧弹，冒着
密集的炮弹冲进美军阵营时，瞬间便触疼了观众的泪
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
行！这一群性格各异的人物来自于百姓，因此便拥有
了鲜活可亲的特点：战场外他们是爱弟如子的哥哥，是
心念父母的儿子，是互相照应的兄弟；战场上则变成了
意志如钢、坚不可摧的战士，是打不垮的钢铁脊梁！同
时，这些人物的表现，也烘托了主题：这场战争我们是
怎么打的，是怎样胜的！

精雕细琢：细节呈现实现了新突破
古语云：“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影片既有宏大的

场面表现，又有细节的微观呈现。这些散落的细节，像
一粒粒珍珠将影片映衬得熠熠闪光。志愿军战士在飞
驰的火车上看见了巨龙般蜿蜒不绝的万里长城，这一
细节不仅表现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这一宏伟主题，也给奔赴异国他乡的志愿军

战士们包括亿万观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教
育课：泱泱中华，锦绣河山，是几千年来
中华儿女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伍千
里的小本子上写满了七连战士的名字和
编号，七连满编150人，伍万里却是第677
名——观众瞬间从这一细节中感悟到：
番号不灭，部队永续，军魂传承！雷公牺
牲后，连长伍千里用红笔去勾画本子上
编号17的“雷爹”时，相信所有观众的泪
水都会在这一刻夺眶而出！梅生帮已经
牺牲的雷公认真地系好鞋带这个小细
节，不仅表现了梅生细腻周全的个性，更
彰显了战友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
伍千里吹的哨子是江南渔民用的鱼鹰
哨，它既是七连独有的集结哨，更是代表
了家乡，这个细节很好地表现了“家与国
密不可分”的情结。冰冷的土豆在战士
们手中传来传去，这一细节的描画，再现
了志愿军战士之间的生死情谊和大无畏
的革命精神。当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到
国内后，毛主席一个人冒着风雪在庭院
里不停地走动。这个细节没有台词，但却
有千钧之力！影片中还刻画了众多战场

上真实的细节：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拿着空枪往前冲；
坦克下被碾压的战士让战友朝自己身边的炸药包开枪
……每个镜头、每处细节，都还原了长津湖战役的真实
惨烈，都产生了“一景千钧”的视觉震撼。

交融叠现：动作展现实现了新突破
影片在展现战争场面时，既有飞机、大炮、舰队、坦

克等战争元素组成的立体火力网，又融进了近距离的
枪战、肉搏战的特写。大场面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小场
面彰显了战士们的英勇。茅屋里的近身肉搏战，直接
把战场上的生死展现在观众面前，营造出的紧张感让
观众对志愿军将士保家卫国的情怀肃然起敬！冷石滩
的飞机扫射，伍万里脸上溅到的战友血肉；面对哥哥与
敌相搏，伍万里克服恐惧而最终扣动了扳机，都为缜密
的故事结构增添了浓墨重彩。美军无一败仗记录的

“王牌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面对着呈战斗队形
和姿势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们，美军指挥
官不由得向“冰雕连”敬了一个军礼！总之，影片中全
景与分景的交融叠现，不仅实现了动作电影的创新，更
让观众体验到了心灵的震撼和血肉的疼痛。

当然，《长津湖》也有一点点瑕疵，譬如人物的完整
性展现短缺，伍家的新家建成没有，伍万里成为“老兵”
的战场表现；“冰雕连”、杨根思的出镜略显突兀等。瑕
不掩瑜，《长津湖》仍不失为一部气势磅礴、厚重激情、
震撼人心、难得一见的大制作，它开启了抗美援朝题材
影片的新辉煌，成为中国战争片新的里程碑；它诠释了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是
强烈史诗性和高度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反映了当前中
国电影工业达到的最高水平，有大片气象和史诗品格，
是部书写正史、歌颂正义、高扬正气、传播正能量的战
争力作！

经典史诗巨制 全景致敬历史
——评电影《长津湖》

钱国宏

《长津湖》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