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
生活——倡导健康、卫生、文明
的用餐方式”。5月11日《商丘日
报》刊发了由中央文明办、人民
日报社全国平媒公益广告制作中
心发布的“公筷行动”公益广
告。一双筷子，一把勺子，一句
温馨的提醒，构成简洁大方的报
纸版面。此类公益广告宣传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生活
方式转变。

许多人读报、看报时，总爱把广告版面一翻而过。今年
以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报纸上的公益广告占据了一定的
版面，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道靓丽风景。公益广告是以倡导、
推介文明风尚及道德观念，规范社会行为为基本内容的宣传
形式。由于有鲜明的主题内容、生动的表达形式，在如今的
平面媒体传播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首先，公益广告唱响了时代主旋律。近年来，以弘扬和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公益广告占据了各大主流
媒体的版面。去年，中宣部宣教局、中国文明网联合发布的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儿童画系列公益
广告，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童心向党》《祖国颂》《怀
抱》《甜蜜》《多彩》《美好生活节节高》《绿水青山》《加油
中国》等作品，想象丰富，画面生动活泼，充满童心童真童
趣，突出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展现了新时代
少年儿童健康阳光、奋发向上的崭新风貌。今年春天，为了
鼓舞大家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各
大媒体相继推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公益广告。例如，今年 3
月《光明日报》推出的“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集结篇、赛
跑篇、聚力篇、希望篇等系列公益广告，多角度、大画面宣
传了抗击疫情一线人员的辛勤付出，歌颂了医护人员的奉献
精神。

其次，公益广告传播文明风尚，颂扬英雄模范。公益广
告积极宣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
国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向公众
推介“时代楷模”和在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来的先锋模范人
物，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如今年 3月份《京九晚报》推出
的“商丘好人”系列公益广告，先后宣传了商丘志愿者为一
线疫情防控人员提供爱心午餐、向战“疫”英雄致敬等暖心
行为，以精彩的画面宣传“战疫情、保生产，两手抓、两不误，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等内容，为“商
丘好人”文化周的宣传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气氛，提升了城市文
明形象，彰显了“商丘好人”品牌的带动效应。

再次，公益广告具有艺术性和亲民化的特点，拉近了报
纸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今天，人们不
会忘记一大批迎难而上的抗疫英雄，同时也会记住在报纸公
益广告版面出现的钟南山、李兰娟等“逆行者”的光辉形
象。许多艺术家把抗疫英雄们的事迹设计制作成公益广告，
赫然印在报刊的首页和封面。一些公益广告发布后，给人以
震撼的感觉。如 3月 11日《人民日报》第 8版，画面上的一
位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头戴面罩、身穿防护服，手上的白
手套还来不及脱掉，就依靠在楼梯下的门框上睡着了。旁边
一行红色的大字写道：“你靠着门框熟睡的样子，唤醒了无
数人心底的爱与责任。”看到医护人员辛苦的样子，怎能不
令人产生崇敬之情？是他们的辛苦，换来了大众的平安！是
他们的付出，赢得阻断病毒传播的宝贵时间。还有许多公益
广告让人过目难忘。

诚然，由于时间的仓促性和题材的限制，部分公益广告
的设计制作还有待于精细化，需要进一步提高艺术水平。但
从总体来看，现阶段的平面媒体公益广告制作已经跃上一个
新的台阶，给广大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和积极向上的力量。

我为何关注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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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亲 情

父亲是在三年前查出的病情：食道
癌，晚期。

拿到医院的诊断书，我们感觉像天塌
了一样。毕竟，父亲才64岁，辛苦了一辈
子，还没享上几天福。平静下来后，我和
弟弟商定：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好的治疗
方案，最大限度延长他的生命。

三年来，我和弟弟陪着父亲奔波于省
市医院，记不清纤细的针管在父亲身上扎
了多少针，也记不清风里雨里往医院跑了
多少趟，只看见，父亲被癌症折磨得精神
颓废、骨瘦嶙峋，一百五十多斤的体重，
现在只有八十多斤。

吃不下饭，每天一盒牛奶、一碗鸡蛋
茶，这就是父亲一天的营养。最近一段时
间以来，父亲自知时日不多，他不看电
视、不看手机，不主动与家人联系，像一
位将要接受审判的罪人，把自己封闭在一
个人的空间里，等待着命运的发落。

这次住院以来，怕我再耽误工作，母
亲执意要我去上班，她日夜守在父亲身
边。明天就放假了，我请了半天假提前到
医院接应母亲让她回去休息。输过液后，
我像哄孩子一样对父亲说，上午如果能把
这一盒奶喝完，我就推着你去古城转转。

“古城你以前带着我去过了，不去
了。”父亲低声说。

“上次是坐在车上看的，这次我用轮椅
推着你。古城又重新修建了，现在很漂亮。”

听了这些话，父亲再也没有推辞，双
手捧着我在开水里给他烫过的一盒奶，蜷
缩在被子里用吸管慢慢地抿着。我理解他
的心情，每天困在病房里，睁眼看到的除
了白色的房顶，就是穿梭于病人之间的医
生和护士。现在外面春光明媚，柳绿桃
红，他何尝不想多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近一个星期内，父亲的病情恶化很
快。每天给母亲打电话，听到的都是让我
心惊肉跳的消息：吃一点都吐，连小米
粥、牛奶、豆浆这样的流食也吃不下了。
或是我许诺给他的“古城之游”充满着极
大的诱惑，平时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抿完
的一盒奶，父亲在半个小时就把空盒交给
了我。我给他穿上衣服，把他搀到轮椅
上，推着他走出了医院大门。

医院就在古城北面，很近。道路两边
万物复苏，花草吐绿，处处都是春天的气
息。从北海路、中山大街，穿过北门城
楼，我推着父亲先后到了壮悔堂、文庙、
陈家大院、穆氏四合院、南湖岸边……轮

椅行走在斑驳的石板路上，不时发出“咯
噔咯噔”的声音。他那单薄的身体显然经
不起颠簸，为了减少因震动引起的不适，
我使劲压住把手，将轮椅前方的两个轮子
腾空，只用后面两个充气的胶轮行走。我
边走边给他讲解着与眼前景点有关的人物
和故事：李香君与壮悔堂、“七大家”与
穆氏四合院……我不知道眼前的景物是否
能带给他一丝慰藉，冲淡疾病带来的痛
苦，但我至少看到了，此刻坐在轮椅上的
父亲脸色多了些红润。

“虞城有个任家大院，这里有个陈家
大院。”

“这城墙上的青砖可有些年数了。”
“南湖大着嘞，里面的水真清。”
父亲思路清晰，不时和我说着话。此

时的他除了面容消瘦，完全看不出是位暮
年的病人。

“走得时间太长了，要是累了就歇
会。”父亲心疼地对我说。

我说不累，走的还不到一万步。不知
道父亲带着怎样的心情看风景，但我知
道，这次“轮椅上的古城游”对于风烛残
年的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泪水在眼眶
里打转，我强忍着拭去。趁着他远望城楼

的一瞬间，我给父亲拍了一张照片。回到
病房，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了弟弟，告诉
他，这可能是父亲最后一次看风景。弟弟
回复：哎，没办法！此时，泪水再次喷涌
而出……人生呀，就如这古城墙上一块青
砖，纵然承载了岁月的变迁，依然经不起
风吹雨打，最后被一层层风化脱落。

晚上守在病床前，我久久不能入睡，
他的每次翻身和叹息都牵动着我的神经。
东方发白时，我从地上爬起来，给他洗漱
好后，我打开窗纱，让阳光照进来，愿它
能给这里带来一片希望和生机。

推着父亲看古城
□ 焦风光

我的短篇小说 《车祸没有发生》 在
《躬耕》文学杂志今年第四期发出，又勾
起了我的馋虫，于是有了再写一篇创作感
想的冲动，而且还是有关生命尊严的意
题。

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一家国营企
业酒厂的司机封林肝硬化已经腹水，一家
四口人只他一人工作，两个孩子上学，挣
钱少花钱多，家中自然就贫困。司机班的
同事兼牌友赵、钱、孙、李各位师傅就自
发地救济封林，他们采用了两个办法：一
是打牌故意让封林多赢些，二是多让封林
得到出车的机会，多领些差补。然而救急
不救穷，再加上封林的病体已经就要到了
油尽灯灭，四位师傅为了从根本上救助封
林和他的家庭，就给他想了一个不大光彩
但很实用的办法。牌桌上大家给他暗示，
在盘山公路上发生车祸，因公而死，家里
自然就会得到一大笔补偿，省得妻子和儿
子在他在世时为他受苦，在他去世以后还
要为他受苦。

封林心领神会，几位师傅是真心为自
己好啊，于是，他在心里默默地认可了。
在他面对生与死较量的时候，或者说生与
死在他内心世界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生
的欲望和死的破坏，让生命的尊严处于一
个极端的心理环境。

精神分析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曾提出
“三部人格结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
他认为人的本我有一种称作“力比多”的
本能能量，即“生活本能”，同时本能能
量还有一种破坏的力量，即“死亡本
能”，这两种本能力量构成了生命的基本
结构，也是生命尊严所处的基本的心理环
境。封林的内心世界经过一系列的本能能
量的搏斗，生的欲望还是让死亡本能占据
了上风。按一般的生命能量的发展，生的
欲望是会战胜死亡本能的，然而，人格结
构中的“超我”在这里起到了决定作用。

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按照谢
韬、黄楠森先生的理解，超我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通常说的“良心”，另
一面包括“自我理想”。超我和本我处于
同一个心理环境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
争，同时本我的各种不符合社会生活方式

的本能冲动，也在受着超我能量的调节和
指导。封林这时候的超我，生活的窘迫使
他产生了非一般的“道德化”的力量，他
的“自我理想”，就是让妻子和两个儿子
在他身后能够过上宽裕的日子，由此战胜
了“良心”。

在他即将来到盘山公路的时候，突然
刮起了龙卷风。封林大战龙卷风，因为他
觉得龙卷风力量巨大，如果把这座山刮
走，就没有了盘山公路，没有了盘山公路，
他就不可能在盘山公路冲下，也就不能完
成四位师傅的暗示。只有战胜了龙卷风，封
林觉得才可以顺利地完成那个暗示。

然而，人的生命力量是变动不居的，
即使从超我的层面来说，也会经常变换着
力量的方向。封林以他高超的技术和坚强
的意志战胜了龙卷风，正在准备完成四位
师傅的暗示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他的“自我理想”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当
他给一位年轻师傅修好了车，当年轻师傅
要给他的两个儿子赠送两个竹制文具盒的
时候，他的自我理想就改变了，他要活着
看到两个儿子使用出口的高雅的文具盒，
看到儿子使用着竹制文具盒而自豪的神
情。这时候，本能自我心理较量中生的欲
望战胜了死亡本能。

清晨，封林驾驶者满载货物的大卡
车，平安回到了厂区。在非常有限的生命
里，封林要做两件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情。一是他要让厂里把他这次出车经历写
进他的悼词，他让儿子记录自己的口述，
他让妻子带着儿子，拿着他自己一直没有
舍得用的一袋锁阳，请厂里完成他的这个
心愿。二是他满怀激情地等待着赠给儿子
的文具盒。这两件事情完成之后，封林没

有遗憾地走了。虽然，他出车归来并没有
生存几天，但他维护了自己的生命尊严，
尤其是在生与死的心理较量中，生命的尊
严让他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为了能够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
灵魂的搏斗，这篇小说受“心理现实主
义”的影响，我采用的是内心和环境相结
合的心理叙述的写法。

19世纪英国诗人勃朗宁创造了“戏剧
独白”的诗歌形式，其发展倾向一是注重
心理感觉，一是注重心理过程。西方现代
派文学更加注重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真
实，意识流小说达到了巅峰状态。1976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贝娄一方面
继承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意识流手法，形成
自己清晰明快的意识流特色，另一方面也
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传统，他相信

“人生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以区别
现代派文学悲观失望的情绪。对此人们称
之为“心理现实主义”。他的作品多是采
取展示内心和展示处境相结合的心理自叙
形式，让读者同时看到作品人物的内心世
界和他置身的现实世界。

《车祸没有发生》 虽然整篇都是封林
的心理活动，以及一些梦幻感觉，但我把
小说人物放置于外部环境里面，通过人物
行动和性格的发展变化，深入挖掘人物的
内心世界，以及形成人物内心世界的社会
根源。封林是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一家
国营企业的汽车司机，被同事称之为疯
子。开始，他工作是个疯子，他把部队的
精神带到了工厂里，厂长很赞赏他，让他
当了汽车班班长，甚至于还想让他当主管
后勤的副厂长。他当职工代表是个疯子，
为了企业的正规发展，在职工代表大会上

他敢说敢当敢提意见，结果自己的班长被
撸了。他的汽车班班长被撸之后，厂长还
是很高看他的工作精神和驾驶技术，让他
替代专职司机一起出车。他看到厂长和秘
书大把大把地花公款不论数目，心里就开
始滴血，再也不去给厂长开车。由此，封
林的精神失去了平衡，也缺少了支柱，以
致被彻底击垮，他开始和赵、钱、孙、李
四位师傅结伙，成了打牌、喝酒的疯子。
为此他感到自得其乐，说“能跟赵师傅喝
三年酒，给个县长都不走”。

封林工作上没有累倒，精神的荒漠把
自己折磨到了死亡的边沿。于是，四位师
傅为了封林的妻子和儿子的生活有一个好
的未来，期望封林再当一次疯子。

虽然，封林想当而最终没有去当四位
师傅期望的疯子，虽然他也会想到自己走
后妻子和儿子的生活依然不会有改观，但
他还是守住了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不
但让他感到骄傲，他要把最后的出车经历
写进悼词，而且让他走得也很平静，因为
他想象着两个儿子使用着竹制的文具盒出
国留学，和外国学生比较文具盒所表现出
的神采，他的精神得到了满足。

这篇小说的主线是封林要不要发生车
祸的心理过程，但我把他身处的现实世界作
为心理活动的背景，就是想让作品人物的心
理活动厚实一些，灵魂的搏斗激烈一些。

虽然他处于精神的荒漠之中，但他宝
贵的人性还存在，而且体现出生命尊严的
精神力量。这就是人的坚强。只要人性存
在，不论处于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人
性的坚强都会坚定地维护着生命的尊严。
歪风邪气的环境可以把人的精神摧垮，但
摧不倒坚强的人性和生命的尊严。

生命尊严：生与死的心理较量
——我写小说《车祸没有发生》

□ 枣红马

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夏天。北方的春
天是短暂的，“清明”一过，天气回暖，
就像一场大戏的走过序幕，到了“立
夏”，夏天才正式开始粉墨登场。

在我的记忆里，夏天是最让人留恋的
季节。

我的童年是在老家双塔度过的。过去
的一些人和事渐渐淡忘了，偶尔会有几幅
剪影浮现在梦中，那必定是那些漫漫长夏
记忆里的场景了。

童年的夏天最好玩，乐趣很多。过了
麦收，进入盛夏，庄稼地里的农活不多，
人们开始有些闲暇了。孩子们也都放了暑
假，开始两个多月的无忧无虑的玩耍。

那时候的夏天可真热。我的老家毗邻
兰考，过去是黄泛区，不管是地里、家
里、树林里，还是道路上，到处都覆盖着
一层厚厚的沙土，在明晃晃的太阳下，地
上到处是白花花的一片，蒸腾的热气直往
上冲。土层很厚，沙质很细，能像水一样
流动，被风一吹，有的地方形成波浪式的
条纹，高低错落，起伏不定，赤脚踩在上
面，又松软，又暖和，感觉还挺舒服。当
时也没有用温度计测量，倘若正午时分，
太阳直射的时候，地上的温度可能超过四
十摄氏度，踩上去会感到烫脚。夏天最省
衣裳，通常一个孩子一件小背心，一条短
裤，就可度过整个夏天。我们这儿的孩子
夏天大都不喜欢穿鞋子，穿它干嘛，嫌太
碍事，光脚走在沙土里感觉是最舒服的。

再不然就穿一双塑料拖鞋，随穿随脱，一
时玩得兴奋得过了头，把鞋子丢了也是常
有的事。至今，有时候我夏天去野外，索
性脱下鞋袜，赤脚踩在土地上，可远远找
不到那种感觉。

在我的记忆里，大人们总喜欢藏在树
荫下，一手拿一把蒲扇不停地在眼前摇
晃，一手拿一条毛巾不停地擦汗。小孩们
倒是不怕天热，可能心里蛮喜欢这夏天的
热。我那时最喜欢玩昆虫，捉知了，捉蜻
蜓和麦麦老 （一种跟蜜蜂一样大小的昆
虫）。中午大人不让在太阳地里玩耍，可
调皮的男孩子们就记不住，哪里有太阳就
偏往哪里去。村外大堤的矮树上知了很
多，喜欢趴在阳光下光秃的枝条上鸣叫。
我们常常两三个结伴而行，一人从蝉的背
后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待走到树
下，慢慢直立起来，用两只小手猛地一
捂，一只知了瞬间就被逮住了，“知了，
知了”，它在手里拼命地挣扎着叫个不
停。当然，知了也很机灵，也有很多次上
前捂时，好像它早有预感，“知”的一声
飞向高空。待得我们满载而归，回家后可
就惨了，一个个晒得起一头一身的痱子，
就会被父母臭骂数落一顿。

夏天，多么快活，多么热闹的夏天！
白天我们可以去树林里捉知了，可以到芦
苇丛里逮小鸟；也可以去村东的河里去钓
鱼，捉泥鳅。如果想游泳，那随时可以往
河里一跳，在河面上打水仗，睁开眼睛扎

猛子，哦，那清凉的河水，真清澈，可以
看到水草和游鱼，在水里可以使你忘掉世
界上的一切。

童年的夏天虽然炎热，吃的东西不太
丰富，但是感觉过得快活，无忧无虑。后
来我家移居到民权县城，后边邻居中有一
个叫高玉生的男孩，个子高高的，夏天他
常常带着我和他的弟弟高玉宝一起玩耍。
捉知了，逮小鸟，钓鱼，游泳，他样样在
行，还学会了抽烟；那时高玉生上高中二
年级，可能有十五六岁，我十二，上初
一，他弟弟十岁左右，上小学四年级。暑
假里，我们相约骑上自行车，互相搭伴去
县城西边的西湖，当时西湖还没有开发，
湖边有高高的水草，有一大片树林。我们
三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一路高唱谈笑着向
西郊野外进发。自行车由高玉生骑着，高
玉宝坐在前面的大梁上，我站在后座上。
我不会游泳，高玉生游泳技术好，让我陪
他去游，起先我说我害怕，他说怕什么，
有我呢。于是我就跟他一起下水，我们结
伴游过好多次，想想真有点后怕。

夏天最好的瓜果要数西瓜。每到夏天，
炎热难耐，人们总会期待一个冰凉的香甜的
大西瓜。那会儿没有冰箱，买来（有时用小
麦更换）了大西瓜先用刚刚汲取的深井凉水
泡上，待中午天气最热的时候，从凉水中取
出来，大家在方桌旁围坐一圈。父亲一刀下
去，大西瓜一分为二，接着又几刀下去，分成
许多小块，红红的沙瓤，乌黑的瓜子，看着就

喜欢，吃进嘴里真是又凉又甜，有说不出的
美感，吃大西瓜真是炎炎夏日里的一种特殊
的享受。直到现在，夏天我最爱吃的瓜果，
仍然是西瓜，只是感觉现在的西瓜总是吃不
出那种凉甜纯正的味道。

让人难忘的还有夏天的夜晚。太阳一
落，吃过晚饭的人们纷纷出来。村楼十字
街的大路上晒了一天的沙土还带着余温，
大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坐或躺在
厚厚的沙土上。一边看着灿烂的星夜，一
边说着家长里短，一阵阵微风拂过，一天
的暑意尽除。一轮明晃晃的月亮从树梢上
悄悄爬上来。孩子们傍晚的“撒羊羔”、

“捉迷藏”等游戏节目也随着声声的欢笑
和喧闹开始了。

“天上有啥？星星；
地里有啥？蔓菁；
河里有啥？小鱼。”
高一声，低一声的儿童歌谣，在夏夜的

星空里此起彼伏。等到玩得累了，我们就
挤进大人堆里听他们闲聊。本家的相爷是
一位老党员，早年参加过八路军，我们喜欢
听他讲他过去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们在
沙堆上面或趴，或躺，静静地听他慢条斯理
地讲着。这时不知不觉星星布满了整个天
空，月亮则被挤到中间，像个大银盘子，环
居四周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忽明忽隐。偶
有流星划过，拖着一条弧线，飞快地落到天
边。有的孩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童年的夏天，乡下的物质条件不好，生
活简单，感觉日子过得很慢，有时想，什么
时候才能长大呀。可是等到人过中年，却
觉得时光的流水“哗哗”地流过，时针越走
越快，就感觉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又到了夏天，夜晚，有月亮，有星光
闪烁，有微风吹过，感觉浑身都很舒服，
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夏天的回忆
□ 宋 璨

自 然

塑胶跑道
用棕红的五线谱说话
如同麦粒
是小满的语言
夏日用雨荷发声
如同萨克斯
每一个颤音
都有魂灵在对应
连雨不知春去
一晴方觉夏深
故事 总是从
你需要的时候开始

星眼闪烁
不只是证明夜黑
四季都会轻轻地来去
你曾经醉心的
终于不再是归宿
田野 渴望
在无垠的触摸中
找寻久违的丰腴
当然 故人以北
常常是喃喃负手的
月色与花香

小 满
□ 宋立民

晴 日
夏日初照绿萌浓，
万里蓝天徐徐风。
包河桥头车如水，
尽是复工复产声。

茶
故友相邀入农庄，

和风迎宾近暖阳。
茶前言尽沧桑事，
茶后品味留余香。
谈古论今兴犹在，
几人淡泊几人狂。
诗情画意皆由己，
茶如人生细品赏。

诗二首
□ 王安生

叶间莺歌
路畔柳阴婆娑垂，
叶间莺啭歌声粹；
孩童阵阵笑声远，
蝶伴双双盘旋飞。

宏愿织锦
夏来万木竞葱茏，
绿满川原泼墨浓；

宏愿织锦施大爱，
天涯咫尺自分明。

风清酒浓
五月泼墨万绿浓，
压枝杏桃月季红；
风清水涨青荷圆，
孟夏万斛酒亦浓。

诗三首
□ 赵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