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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往事立残阳 当时只道是寻常
——读作家陈明广先生《命运的坐标》

S

◎恭小兵
一次饭局，承蒙作家陈明广先生厚
爱，赠我《命运的坐标》，看封面我以为
是本散文集，明广先生签完名后郑重告
诉我，是小说。一部描写时代变迁和个
人奋斗的长篇小说，史诗般壮观。
这几年生活的重压，心烦造成的头
疼，以及过度研究自媒体怎么引流如何
裂变所造成的精神分裂，我几乎告别了
小说创作，同时埋葬的还有我少年时代
的一个伟大梦想。
小说从一场车祸开始，
把五岁时失去
母亲的黄亚军变成了一位孤儿。
当时我只
想知道谁是逃逸的肇事司机，
然而当故事
深入展开的时候，
作为读者的我却被高考
落榜生黄亚军强行拽入他的青春回忆里。
全班只有三个没考上大学，而成绩
总是名列全校第一的黄亚军却名列其
中，这种巨大的落差可以击溃任何人，
却愈发激励了不肯认输的黄亚军。落榜
后的黄亚军始终保持善良，并对生活充
满希望，在公交车失火的紧急关头挺身
而出，见义勇为。
看到这里，我想起日本作家远藤周
作有部长篇叫《深河》，深河里的大津笃
信上帝，虔诚又恭敬，但是一生都不如
意。说不如意是轻描淡写了他的苦难，
准确地说他是个一生不幸的人，他在大

学时代被所有同学嘲笑，但他坚定不移
地信仰基督。
校花美津子为了证明自己的吸引
力足以超过基督而成功勾引了大津，又
在大津陷入真爱和对美津子的极度幻
想中一脚把他踢开，毕业后的大津背井
离乡远赴欧洲，待在法国小镇的一个教
会里，却被周围人视为异教徒，处处遭
到排挤和打压，最后他流浪到印度，成
为一名尸体搬运工，却在一次见义勇为
中被人用刀捅死。
跟危机感和狂躁症成瘾的日本人
相比，中国人通常会涌出一种极不靠谱
的乐观。就好比，每一位能从高考落榜
的沮丧里成功突围的人，期间忍受的屈
辱和愤懑，都是无法向外人言明的，局
外 人 更 是 无 从 得 知 。在《命 运 的 坐 标》
里，我隐约看到一个逐渐远去的时代，
隐约感受那个时代里的年轻人在生活
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当高考落榜生黄亚军妄图以一己
之力来干掉整个时代时，他就已经陷入
西西弗斯悲剧的漩涡之中。尽管，一场
惊心动魄的逆袭，远比毫无悬念的完杀
要精彩很多。但是，湍流的人生是常态，
很多的放弃将成为人生必然。这样的假
想让黄亚军身陷《命运的坐标》之中，既

有 激 情 ，又 有 悲 悯 。既 有 奋 斗 ，更 有 沮
丧。就像西西弗斯的石头，是悲惨的源
泉，同时也是重获幸福的踏板。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有着自己
的青春和梦想。他们有眼睛，却被用来关
注风口浪尖的时代之子们，他们有耳朵
和嘴巴，却一直被用来传递邻家子弟出
人头地的小道消息上，他们有手有脚，并
不精彩的命运却被人一路预设……
黄亚军对此很不甘心，然而个体的
力量终归是苍白的。他被时代的洪流裹
胁着向前，无力挣扎。直到有一天，他才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倒在时代锋利决绝
的刀锋之下，噩梦醒来，青春不在。而太
阳照样升起，时代依旧向前，并不因为
黄亚军的曲折和觉醒而放慢脚步。
爱过，恨过，奋斗过。高考落榜生黄
亚军在欧阳群芳的帮助下改变了命运，
曾经的同学，象黄埔军校一样分成了两
个阵营，明广先生之所以把这本书名之
为《命运的坐标》，大概也是想把自己的
感悟摆一盘楚汉，分一个输赢吧。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但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读书终有收
获——这也许就是著名作家高正文先
生临终前几年极力推荐《命运的坐标》
给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原因之一吧。

孝 道 传 承 逐 梦 人（四）
的浓厚兴趣。因为，那里有更大的贫困
群体，有更为广阔的施展舞台。
2010 年 7 月，孙修亚惜别工作 14 年
的涡阳，雄心勃勃地来到利辛县城关镇
法律服务所工作。
很快，他便在该县选择了张村镇小
李集敬老院、巩店镇敬老院和旧城镇盛
黄敬老院，作为自己 3 个定点帮扶的敬
老院。
“他每过一阵子就会来看看俺们，
一待就是大半天。
帮助俺们收拾屋子，
陪
俺们唠嗑。逢年过节的，他还给俺们送来
好吃的……”每当提起孙修亚时，张村镇
敬老院的苗庭栋老人总是滔滔不绝。
2011 年以来，孙修亚在履行好法律
服务职责的同时，经常到 3 个定点帮扶
的敬老院，看望、慰问院里的老人。每一
年，他都给老人们送去上万元的猪肉、
香油等礼物。
百善孝为先，所谓孝道文化，就是
关于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的一种文
化传统。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
德规范，一般指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
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
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孝道是中国传
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华

《芳香植物
芳香植物》
》

（法）塞 尔 日·沙 著 ，刘 康 宁 译 ，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作者塞尔日·沙在普罗旺斯和蓝色海
岸地区亲自耕耘三十多年，不仅积累下丰富的
园艺学经验，也使他的学识增加了脚踏实地的
“农民”气息。由这位芳香植物专家撰写的制香
简史，包括 213 幅插图，介绍了 48 种芳香植物。
翻开这本要用嗅觉感受的作品，你不仅能了解
历史书中都没记载过的人类生活细节，还能沐
浴在植物的芬芳中。你也许会惊叹于这个奇妙
的微观世界及有关植物的大大小小的趣闻。这
是一本唤醒嗅觉的书，读过了再去闻玫瑰精油
或香奈儿，会有全然不同的新鲜感受。

《联结
联结：
：
通向未来的文明史》
通向未来的文明史
》

◎汪东峰
（上接 4 月 22 日 14 版）
孙修亚见魏某某停止了“射击”，这
才开口对他进行现场说法：
“ 看来，这本
普法小册子你看得还不够仔细。里面有
一部分内容，就告诉你在遇到这种突发
事件时，首先要拨打‘120’急救电话，在
第一时间对伤者实施抢救。接着，你再
拨打‘110’报警电话，让警方尽快抓捕
犯罪嫌疑人。”
孙修亚本来就恨透了这种倚强凌
弱的败类，他说着话儿，就给魏某某办
理了代理此案的相关手续。由于作为被
告的村主任有点社会背景，其家人软硬
兼施，先后对孙修亚进行诱惑和恐吓，
但孙修亚不为所动，他顶住来自社会方
方面面的压力，在法庭上慷慨激昂，义
正词严，据理力争。最终，这名被告不仅
被 依 法 罢 免 了 村 主 任 职 务 ，经 法 院 判
决，被告还付清了原告的医疗费及相关
费用，并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走出审判庭，孙修亚抬头望了一眼
碧蓝的天空，他的嘴角露出一抹惬意的
笑容。
与孙修亚家乡楚店镇比邻的，是国
家级贫困县利辛县。为了更有效地传承
孝道文化，孙修亚产生了到利辛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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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道德
规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孙修亚利用自己政协委员的特殊
身份，屡屡提出弘扬孝道文化的提案，
不断为传承孝道文化而摇旗呐喊。
2012 年，孙修亚刚刚当选利辛县政
协委员，便在县九届一次政协会议上提
出了“关注农村孝文化”的提案，并在会
议期间为传承和发展敬老文化而大声
疾呼。
2015 年，孙修亚在利辛县政协九届
四次会议上提出“孝文化的传播，有利
于司法公正”提案。
2017 年，孙修亚在亳州市政协四届
一次会议上分别提出“孝道文化的传播
利于司法公正”
“ 打造亳州市孝道文化
之乡”和“让传统优秀孝道文化进校园，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3 项提案。
孙修亚传播孝道文化，自己更是身
体力行。父亲去世时，他还是个不谙
世事的孩子，没能很好地对父亲行
孝，这使他深感自责和内疚。所以，
他就把一腔爱心倾注于母亲。参加工
作后，每次探亲回家他总是想方设法
把家务活全部承担下来，尽量让母亲多
休息一会儿。
（未完待续）

（英）詹姆斯·伯克著，北京联合出
版有限公司
今日世界由众多意想不到的奇妙联结所塑
造。了解这一点，是触摸未来的关键。变革往
往来得出乎意料，因为历史从来不是按直线演
进，而会被偶然因素形成的联结改变走向。从
某个历史事件出发，竟能抵达某个看似毫不相
关的当代事物，环环相扣，像一部精彩的侦探故
事。在这本书中，科学史研究者詹姆斯·伯克以
惊人的洞察力，揭示了现代世界影响至为深远
的八大变革背后的联结网络。众多意想不到的
联结，造就了我们的今天。此书得到比尔·盖茨
推荐，同名纪录片也在英国 BBC、美国 PBS 两个
电视台联播，广受好评。

○招生招聘○车辆转让
○家政服务等业务
本栏目由：亳州晚报社主办
联系电话：0558-5580861

金财税会计服务
学会计 找会计 要记账
请到亳州金财税
电 话 ：5581122 5990678
地址：
魏武广场东南角美安大厦七楼

代理记账代办公司
恒欣会计公司，希夷大道 241 号
电话：0558-5117555
15156789830 15056789222

房屋出租
利辛路西段外贸家属院有房出租，精
装，三室一厅，独门独院，家具齐全，交通
方便，
拎包入住。
附近各中小学、幼儿园及生活配套设
施齐全。
电话：
13156720707

房屋出租
200 平方米复式培训、办公楼转租，养
生大道路北学府家园一号楼三楼，紧临养
生大道、十八中，钢琴、美术、书法培训设
施完备。
电话：15556706669 张先生

温馨提示：本版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法律纠纷依据，请交易双方事前认真核实对方的相关有效证件，并依法自我保护，以防欺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