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场雪后，天气便让人觉着奇寒。而后又接连
下了两场雪，人和鸟儿们，包括偶见出来过风的猫和
狗，似乎就都习惯了这较于往年更寒冷的天气了。
今早路过那个湖，夏日里开满碧叶红荷的湖的

一角，皑皑白雪中，只见得被风雪摧残，以其弯枝
枯叶倒立着的残荷。它们在守望着什么呢？
雪才是装点素洁世界的最快捷方式。弯枝枯

叶相互陪衬，呈现出多姿的画面。略多注视，便
可看出，这多姿的画面是由残荷的点、线、面，
实与虚构成的，线条之美发挥出了主要作用，
所布局出的千姿百态，刚劲优雅，趋向了国画
风格。
果然是如此了，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尤

其是诗人、画家，最喜欢的题材当数残荷了。
《红楼梦》中有一回目，贾宝玉嫌池中荷花

衰败，便想叫人拔了去。黛玉却道：“我最不喜
欢李义山（李商隐）的诗，只喜欢他这一句‘留得残
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残荷了。”
贾宝玉一定也见过雪中残荷。若书中写到这里

时，宝玉触景生情所发出的，一定是别样的感慨。
在素常眼中，残荷之枝当真是与周敦颐笔下的

不枝不蔓蜕变了，殊不知，这依然还是生命的线
条。却因为有了冰雪的映衬，顿然彰显了生命的
顽强。几只站立在弯枝上的小鸟儿，发出的鸣叫
似是一种赞美，莫非它们也在欣赏着残荷苍凉悲
壮的凄美。
当然是的，这是一种静默中的韵味，体现出了

质朴中的孤寂，保持住了优雅中的内敛，却又不失
恬淡中的傲然。

我感觉这种美，足以令人窒息。在一年的岁末
吟读品味，残荷竟氤氲出了生命的原味。

站立在寒风中，眼中的残荷虽是失去了所有
取悦夏秋的颜色，却更突出了曾经的骄傲，不变
的桀骜。

当然没有了夏天的热烈。一向，人们虽会过于
关注那些盛开绝艳的花儿，而对那些普通的花儿
或者不开花的植物也未必忽视。不事张扬，于人

之外，也成为了一种检验一朵花儿无声的标准。
荷却不同，盛开之时，有一种不自知的凌驾一切的
气势，自以为薄凉却跋扈到热烈，自以为低调却发
散出炫耀。当然，荷是有这一资本的。不顾及未
来，也就没有了过去。一意孤行，孤芳自赏，不全
是荷的心事。霸气的荷为此埋下了一个伏笔，当
初的盛大是过程，过后的低迷未必就是结果。

然后，秋来了。荷一日日在冷风中受到了凄
冷、伤害，荷的心，并未一时凉下去。变形虽是渐
进的，却也是自然的。不再盛大的开放，荷叶也小
了很多，莲蓬也瘦身了，一点点显现出了停滞的征
兆，一步步走出了枯萎的样子。深秋里，一场冷风
过后，也就会坦然地迎接一场苦雨了。

冬是不可避免的。荷也不可避免地
残败。历经了不可避免的风霜、打击和伤
害，看似寥落了，荷其实却有了铮铮的骨，
骨中就透出了远比一朵盛开的荷花更特
别的味道，风骨和气象一时反差巨大。

落了雪的大地就是一张熟宣。残荷，
慢慢晕染，以一种不让人怜悯，却让人崇
敬的姿态，出现在了大自然的画框之中。

无论是盛开的荷，还是将残的荷，不用有丝毫怀疑，
大自然绝对是一个心灵丰满的绘画巨匠。
不可否认，大雪覆盖之下，荷真的老了，枝也就

将枯了。但却是残而不败，弱而不衰。寻常的意象，
成就了生命的大写。荷的意味和气象，才由此完全
表现了出来。
历经了发芽、破土、长枝、撑叶、开花、凋零、残

败，一番轮回之后，这些残破的荷叶与枯黄的荷梗，
相依相伴，或昂首，或弯曲，或蜷缩在雪中，并不
需人顾及，但衰败的残荷，依旧顽强地在雪中坚
守着一份生命的美丽与本质。若转换了角度，领
悟这残缺之美，欣赏这残缺之韵，雪中便幻化出
了一幅幅精品风景画作。
意象还会成就画面感。这是大自然的作

品。荷虽枯，但袒露的轮廓和简单的线条，由于
雪的覆盖，却彰显出了高雅圣洁的灵魂。残荷之

美，美在虽低了头，但生命终究不屈服、不自弃，更依
赖的是坚忍和坚毅。而独自所承受的清冷萧条，也
有着刚毅的张力。这是老而弥坚的傲骨，足以感动
人心的至美。
我渴望尽早把自己活成一枝残荷，不必有灼灼夺

人之姿，却必得有硕硕风骨之态。在卑微处高贵，才
是终极的不俗。
远离浮华，但求平实；不为理解，只愿慈悲。
我相信，我的人生，便再次开启了另一种收获。

残荷保留的这种收获之姿，故意不让人在意的矜持，
也将是我的一种处世姿态。且听《锁麟囊》中，那落
了难的富家女薛湘灵所唱：“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
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早悟兰因。”
有了心灵的交流，残荷低声告诉我：无论怎样的

生命，只要竭尽了全力，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活着，
就会有期许的明媚。卢克莱修说：“没有什么东西会
归于无有，但在崩溃时一切都化为原初质料。”一阵
寒风吹过，残荷似在回应。
无意识寻觅许久了，就会知道，爱有天意，终究

让我邂逅了这片雪中残荷。我知道，那是一种意志
在前方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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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残荷
李显坤

我很怕观看电视屏幕把各地风景一律“提亮”“提纯”
“提艳”的镜头，看到那些假得叫人发笑的“风光片”，我就
切实地感到弄虚作假已经侵蚀到了社会的很多领域。不
论高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还是要崇尚真善美，而真
善美还是要以“真”字为先。

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曾对我说：“地球上最美的山都在
中国。”其实，神州大地山川景色已经很美了，无须再画蛇添
足“提亮提纯提艳”。须知大气层和太阳同样是地球万物生
命之源，若是只有“太阳光，金亮亮”而没有大气层，岂不成
了那些没有生命的星球了吗？有空气就会有灰尘。再说，
太阳光线赤橙黄绿青蓝紫光波长短不同，人们看到的景物
色彩也会随着地球自转与太阳形成的角度而变化，朝霞、暮
霭、远雾……何况还有气象因素，沙尘、阴霾、雨雪……我们
在野外观景，目光所及无不受到“透视关系”制约，近大远
小，近处清晰远处模糊，所以会有“迷茫的远方”之惆怅。

然而，数字是无情的。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拍下来的
景物，不分近景与远景、不分清晰与朦胧、当然也不分重点
与省略，一股脑儿都“码”给你。就像显微镜把细菌啦、病毒
啦都“端”给你一样，高科技倒是高科技了，那些能够称为艺
术吗？说起摄影艺术，我很怀念胶卷时代和手控镜头对焦
距，能够根据每个人独特的艺术感觉拍出物体的质感，“景
深”和不同的情调，而不是人人甘当“傻瓜机”的阿斗。

如今的高清电视机，高清是高清了，却显得事无巨细很“平面”，很难拍出意境，分出
主次来。水至清则无鱼，后面应该再加上一句——景至清则无神韵。我曾介绍过我们
为了落实《铁甲列车》舞台美术设计图上的俄罗斯森林风貌，在“景深”上下功夫，用不同
材质做了六道参天大树的画幕。为了表现严冬森林的沉郁，特意把树叶“画深”“画旧”，
借以区别早春的嫩绿。

现代题材的话剧服装的“做旧”，是导演再三要求的“美术任务”。我在担任剧院舞美队
服装设计助理期间，每部现代戏服装设计图确定以后，我们经常遇到的难题就是“做旧”。
买来的服装或是定制的服装都是新衣服，剧中人若是都穿着挺括的崭新服装上台，那就太
不生活化了。即使演现代戏去买现成衣服也是不合适的，蓝、绿、灰、黑，几色服装枯燥单调
先不说，印染厂印出来的成品也很难加工“做旧”。我们不得不买来白布根据设计图要求的
色彩自己煮染。1964年排演的工厂戏《飞雪迎春》，男主角王泉穿一身蓝色工装，这就需要
把几亿人穿的“中国蓝”做成“艺术蓝”了——用白布染色后“找旧”。我在煮色时调入蓝色
加灰色颜料，一开始要少放颜料染成浅色，类似穿久了被太阳晒褪了色，做成衣服之后挂在
院子里晾干，再用深色颜料把衣袖底下，腋下不易晒到的部位刷深，用褐色、灰色等颜料把
前襟“做脏”，用漂白粉把肘部刷得褪色，使之有干活磨损的效果，“蒸汽固色”之后，这件衣服
就很像日常劳动穿旧了的工装了。观众谁能想得到下这么一番功夫只是为了“做旧”呢？

和平年代的戏还算是好做的，剧院演出《豹子湾战斗》《红岩》，那就更费事儿了。
前者和南泥湾一样是解放区如何适应开荒种地发展大生产的故事，场景都是陕北光
秃秃的荒坡，绘景组想尽办法创造出荒山的贫瘠感，在木质平台组成的斜坡上铺上破
麻袋片儿，再往上面泼洒黄褐色颜料画土坷垃。《红岩》剧情大部分发生在阴森恐怖的
“白公馆”“渣滓洞”的刑讯室、牢房……布景更是昏暗潮湿，黑乎乎脏兮兮的。我们得
用各种法子制作牢房剥落的墙皮，沾满血迹的铁栅栏，反射出水渍的石头地面……绘
景的色盆里装的都是黑灰色、铁锈色、血腥色……要不我们怎么那么羡慕歌舞剧院在
舞台上展示的美景呢！可是老师说艺术的真实就是美。
《豹子湾战斗》的服装需要一批破旧的棉军装，我们买来白布染成灰色，为了“做

旧”染了漂白漂了再染。有几件“开花”棉袄做起来很麻烦，战士们扛锄头挑扁担的肩
部，抬筐运土的袖部，脊背、前襟、膝盖部位都可能露出棉花。我们舍不得把好棉衣扯
烂，煮染时多染了一些同样的布料和棉线，剪成小块儿“补丁”以细密的针脚缝在衣服
上，把它扯烂往里面塞旧棉花，再用画笔蘸灰褐色把“开花”的破口儿“做旧”。如果是
伤员，则抹些暗红色颜料。观众与舞台有一定距离，看不清缝“补丁”和缝线的痕迹，
跟破棉衣一模一样。等到这个戏演完了，把补丁和旧棉花一拆，仍能保存一套一套整
齐的八路军棉军装。没人要求我们这么做，那个时代崇尚勤俭。

话剧《红岩》有几场牢房戏，革命志士被拷打得遍体鳞伤，演员脸上身上的伤痕归化
妆股负责，“血衣”由服装股制作。我们从服装仓库找出几件旧衣服，撕开一些破口子，
挂到院子里绳子上，找来一根柳树枝条蘸上红颜料抽打衣裳。抽打“血迹”也有学问，背
上横着抽，胳膊上斜着抽……鲜血飞溅的效果又是怎么做的呢？用画国画用的大毛笔
蘸上浓稠一些的红颜料往“受重伤”的衣服上“甩”出来的……

1961年8月剧院演出《甲午海战》时，我还遇到一桩挺有意思的事情——李鸿章的
官服没地界儿踅摸去。

我记得剧院演出的古装戏只有《钗头凤》，服装仓库存放的古代戏服不多。况
且，《钗头凤》是宋朝戏，《甲午海战》是清朝戏，服装也没法利用呀！找戏曲院团
去借也不行，一则戏曲服装都是人工刺绣的，造价昂贵，人家不肯出借。二则传
统戏曲里似乎除了萧太后、铁镜公主几位是“旗头旗装”沾点儿满族古装的边儿，
也罕见身穿清朝官服的李鸿章出现在戏曲舞台上呀！外文史料把李鸿章的官阶
翻译成“副国王”，他的职衔很多，是北洋海军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在剧中他来
视察北洋水师穿的是正式官服，应该是很华丽高贵的，最好是到南方刺绣之乡去
定制绣袍。但是，剧组的经费预算捉襟见肘，置办不起那么贵的服装。再说，李
鸿章在剧中只有一次短短的出场，剧院也不肯花太多的钱，那怎么办呢？

服装设计师问我：你能不能用油画色、金粉银粉画个袍子？我听了一愣，但也
知道没别的法子，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很快，华服店就把一件紫红大缎袍子
做好送来了，我也找来了许多参考图样。服装股专门腾出来一张烫衣料的案子，
铺上吸油的旧布。我把袍子平展开来用大头针儿钉在案面上，照着图样画了起
来。该用金线、银线绣的花纹我就用清漆调入金粉、银粉代替。袍子的膝盖以下
部分有大片的刺绣图案，我都照猫画虎用油画颜料模仿绣品，倒也像不像三分
样。“画袍”晾干了以后，下摆硬得跟铁片儿似的，只能挂着，不能折叠。

李鸿章视察北洋水师那场戏，礼仪官高喊：“一等肃毅伯（爵）——文华殿大学
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中堂大人驾到——”李大人穿
着“官服”威风凛凛地登场了。灯光一打，紫红绸缎衬托着“补子
祥兽”，祥云朵朵，海水江崖，彩虹斜搭，煞是华丽。只是李大人
走起路来袍子硬邦邦的下摆刷刷作响，浑身还冒着油画颜料味
儿，松节油味、清漆味儿、稀料味儿……那些东西在晚清时期都
是舶来品，怪不得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呢！

犁铧、竹耙、纺车、石碾、簸箩、箅
子、提灯……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农
家物件挤满了眼眶。熟悉，是因为几
十年前还都是乡村日常的必需品；陌
生，是因为如今已几近绝迹，很难看得
到了。这些物件，与博物馆里堂皇的
“国宝”相比，可能一文不值，一个用红
荆条或紫穗槐条编成的“粮囤”除了劈
了当柴烧，谁会放在家里？一盏锈迹
斑斑的提灯，垃圾堆可能是它唯一的
去处。因为时间太近，谁都不当回事；
因为太过普通，谁都不放在眼里。然
而，它们却是农耕时代的物证，留存久
远或许就有了文物的价值。
河北清河县有一个农耕文化展览

馆，收集了三百多种四千余件农村老
物件，利用合乡并镇后原孙庄乡政府
的房子做了 13个展室，有耕耘馆、纺
织馆、交通运输馆、工匠馆、民居馆，等
等。发起人是一名叫郑成明的退休干
部，这是一个具有文化眼光和历史意
识的老人，做着“抢救”和“留住”的工
作。“抢救”的是物质实体，“留住”的却
是一脉乡愁和精神记忆。
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小雪，融化后

地面有些潮润松软，踩上去鞋子沾泥
带土，地上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空
气清冷，鼻尖和两颊稍感冰凉。进入
展室，那些或摆放地上或竖在墙上的
旧物件，默默无语忍耐着冬日的清
寒。这场景和感觉具有很强的“代入
感”，记忆的闸门自然开启，往昔岁月
哗哗奔涌，所谓的乡愁如纷乱的毛发
一一归附于肌肤之上。
煤油灯。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没有

电灯，点煤油灯照亮。有一个谜语：
“豆大豆大，一间屋子盛不下。”谜底就
是煤油灯。一灯荧然，豆大的灯头火
苗在空旷的房间中像小舌头四向乱
舔，粗线做成的灯芯燃烧着冒出丝丝
青烟，久之会结出灯花，需要拨挑一
下，昏昧的灯光才又亮起来。故有民
谚云“话不说不明，灯不拨不亮”。在
学校上早课，自制一盏煤油灯，往墨水
瓶灌入煤油，小铁片盖住瓶口，中留一
孔插上灯芯即可。每天的鼻孔和两边
鼻沟都是黑黑的。大约上世纪 70年
代初期，村里才通了电，有了电灯。但
由于经常停电，煤油灯存续了好多年。

镰刀。我的童年时期是在村里度
过的，那时常干的农活就是拿起镰刀、
背着箩头去地里割草。割回来的草，
一是喂家养的猪和兔子，二是晒干了
卖给生产队或马场，三是沤肥。夏天
割草让人难受，得钻进密不透风的庄
稼地里，叶子拉得皮肤一道道红印，汗
水一蜇生疼。秋天则比较惬意，游游
逛逛，辽阔的田野小风一吹，毫无劳累
之烦。有一次，我在苜蓿地割草，坐在
那里玩耍，将镰刀高高抛起，再接住，
可是玩砸了，镰刀正好落在腿上，立时
腿上爬了一只红色的蚯蚓，疼得我嘴
里嗤嗤哈哈。至今腿上留下的疤痕还
清晰可见，可谓镰刀给我顽皮的童年
刻下的纪念章。

镰刀除了割草，还用来割麦。开
镰前先在磨刀石上磨，蘸些水，用力刺
啦刺啦磨，用手指肚试试锋刃，这是必
需的工序，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麦天怕下雨，还怕麦粒过熟会自动脱

落，故趁天晴暴晒之时“抢
收”，从日光熹微干到星光
满天。一天下来，手上起血
泡，腰杆要断掉。我大学毕
业后回老家割过几次麦子，
干一回病一回，深知所谓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一点都不夸张，又知“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多么要紧。

磨盘和碾子。在村里，我家与别
人家不同，不是街门开向街道或胡同，
而是一个场院。场院里有一架磨盘和
碾子，这个物件虽然那时农村常见，却
不是家家都有，所以经常被人家借
用。随着吱呀吱呀声声响起，麦子磨
成面，谷子碾成米，磨道一圈一圈重复
着生活的歌谣。推碾子拉磨，是辛苦
劳累的活儿，不分人和牲畜，那份无休
止的枯燥更叫人难耐，故牲畜拉磨时
要戴上“捂眼”，眼不见心不烦，还以为
走在康庄大道上。当然，白的面、黄的
米、红的高粱被灰的石磙碾出来，用笤
帚扫入紫的布袋里，人们身体的疲惫
也一扫而光，心情自是五色绚烂的
了。这架磨盘和碾子，除了是劳动工
具，还是儿童的玩具，玩打仗、捉迷藏
哪少得了它。

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其实不是“锄禾”，而是锄草。锄地最
怕的就是把禾苗锄了，把草留下，豫剧
《朝阳沟》里那个不懂稼穑农事的银环
开始就是这么干的，栓宝拿起她锄掉
的禾苗心疼地说，看看，又被你判了死
刑。锄草松土，乃锄之功用。“日当
午”，是为了把锄掉的草晒死，不然白
干。《左传》有云：“为国家者，见恶如农
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
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这便是成
语“斩草除根”的由来。农事中有大道
存焉。我在生产队参加过锄地劳动，
农村的孩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绝对比城里来的银环强。队长当众表
扬我说，看这孩子，干活像这么个来
头，长大了准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把式！

织布机。“男耕女织”是中国农耕社
会典型的劳作方式，牛郎和织女的传说
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木兰辞》开篇即
云：“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孔雀东
南飞》谓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
息”。巧了，我大姐也叫刘兰芝，她和母
亲是家中纺花织布的主力。我家有一台
织布机，全用木头做成，机型庞大，织布
的时候需要手脚并用，发出硁硁的声
响。个中原理我也不懂，只知道有个物
件叫梭子，用来牵引纬线，投来投去。那
时写作文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光阴似
箭，日月如梭”，形容时间过得飞快。再
大些，知道织布机和梭子合起来叫“机
杼”，写文章布局谋篇巧妙构思被称作
“自出机杼”。后来，大姐嫁了人，我和母
亲也搬到了县城，那台织布机也不知所
踪了。

还有扁担、水筲、瓮、篮子、箩头……
哪一件不是都有一段温馨的记忆？岁月
的流逝，汰洗掉的是硌牙的砂砾，留下的
都是些值得反刍回味的老橄榄。人是一
个复杂的矛盾体，一边厢喜着新，使劲往
前奔，一边厢又恋着旧，不住地回望。大
抵这些旧物件如同古玩的包浆，浸进了
个人的体温和感情，泛出温暖的光泽，从
而让人眷念留恋。

自女娲抟黄土造人伊始，人类便确
立了与泥土自然的亲密关系。人，土里
生，又土里觅食。《击壤歌》曰：“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华夏族的祖先之一炎帝，也叫神农氏，是
教会子孙后代耕作的好把式。人们祭祀
土地神与五谷神，称之为社稷，社稷即国
家，农事即国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
足而知荣辱。”（《管子》），庄稼种好了，肚
子填饱了，才有文明的事体。民以食为
天，农事是天大的事。

如今在农村，割麦不再用镰刀，吃水
不再用扁担，照明不再用油灯，文明形态
倏忽间发生了巨变，农耕时代的物什渐
渐被闲置，转而消失不见了。然而，农具
家什变了，农事却是永恒的。不管是谁，
不管身在何处，都会在那片泥土之中找
到根脉，人类永远都是大地之子。

老师阵营强大
“是！办校最关键的是师资！

守常在京师人脉广泛，又是中共要
人，一定给我推荐几位得力的教育
大梁啊！”于右任恳切道。

李大钊微笑着点点头，捋捋胡
子，然后用手指蘸了点水，在桌子上
写下几人的名字……“如何？”

“太好了！简直不敢想啊！”于右
任立刻站起身，连连给比自己小几岁的
李大钊拱手作揖，“谢谢！太谢谢了！”

“我们现在是一家。一家人不说
两家话。造一批有用的革命人才是最
主要和最根本的事，守常和中国共产
党当倾力而出！”李大钊这样表示。

1922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
上刊登了一则《上海大学启事》：
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

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
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
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

一块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少的广
告，但也许是“名人效应”的关系，竟让
报名入学者络绎不绝。另外共产党方
面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将那些具有革命
思想而被学校开除或休学的其他学校
的进步学生招到“上大”。所以不到半
年，原址上的“上海大学”已经无法满
足教学需要，于是搬到了公共租界的
西摩路132号新校舍(位于现陕西北
路)，开始了它辉煌灿烂的“上大五年”
（至1927年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集团
以“赤色学校”而封闭、解散）。

“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
这是当时于右任亲笔写下的“上大”办

校宗旨。
开学后，学生们一看自己的老师阵营，

简直兴奋得乐开了花——“五四运动”的学
生领袖、著名工运活动家、《中国青年》主编
邓中夏（当时化名“邓安石”）出任学校总务
长兼授伦理学课程，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精通俄语的著名学者、中共高层领导
之一的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兼授社会
运动史和中国哲学史；

中文、日文、英文皆精通的中共创始人
之一，《共产党宣言》第一位中文全文翻译
者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兼授文法和修辞；

教育界著名人士何世桢（何后来跟着
国民党右派势力走了，成为“上大”的另一
股势力）任英文系主任，兼授政治学大纲；

美术家洪野（洪是潘玉良等杰出画家
的老师）任美术系主任。再看看“上大”的
教授队伍，我们才知道当时为什么流传

“北有北大、南有上大”这样一句话。“上
大”的老师有——

蔡和森（教授社会发展史）、张太雷（主
讲工人运动史）、恽代英（教授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史）、任弼时（教俄文，并主讲青年运动
课）、施存统(中国青年团第一书记，教社会运
动史、社会思想史）、沈雁冰(即茅盾，教授中
国文学史）、高语罕(中共早期党员，主讲黑格
尔哲学）、蒋光慈（主讲苏联文学）……

泼辣的小闺女儿
后来于玉玉听说了，菊广林已知

道此事，正打算弄死“小白牙儿”。跟
“小白牙儿”一说，“小白牙儿”也害怕
了。于玉玉是江苏吴江人，当初是陪
着客人乘船过来的，后来就落在了天
津。这时俩人一商量，就连夜收拾起
东西，一块儿逃回吴江去了。

这时，老瘪就把老疙瘩当初说的
关于“小白牙儿”的这一段儿，跟二闺妞说
了。二闺妞没想到，老疙瘩早已知道了
自己的这段事，一下悲从中来，扔下酒盅
就哭起来。自从老疙瘩出事，二闺妞也
流过泪，但还没这么大放悲声地哭过。
老瘪这时看着她，也不劝。老疙瘩已经
下葬，事情也都已办完，现在她想哭，也就
让她哭，就是外面的人听见也不怕了。

二闺妞哭了一阵，哭累了，抬起头，
看看老瘪说，今晚，你别走了。

老瘪看着二闺妞，想说话，嘴动了动，
没说出来。二闺妞说，我一个人，害怕。

这个晚上，老瘪就没走。
来子十八岁的生日，是小闺女儿给

过的催生。
小闺女儿叫李翠翠，跟来子同岁，

长着一双凤眼，一看人眉毛就立起来，
嘴也厉害，像刀片儿似的不饶人。包子
铺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来吃包子的，
多嘎杂蔫坏的都有。有嘴欠的，一边吃
着包子就跟小闺女儿贫。小闺女儿不
急，也不恼，笑着就能把这人数落了，说
的话要多损有多损，还让人说不出来道
不出来，只能挨这窝心骂。

尚先生说，这小闺女儿日后，又是
一个胡大姑。

小闺女儿叫高掌柜表舅姥爷。但后来
来子才知道，她跟高掌柜不是亲戚。几年
前的一个冬天，小闺女儿来到包子铺的门
外。当时天快黑了，外面正下雪。她不进
来，只站在包子铺的门口往里看。高掌柜
看出她是要饭的，又见她穿得挺单薄，就让
她进来。小闺女儿起初还不肯。高掌柜叫
了几次，后来又让人端了一碗热汤，小闺女
儿才进来了。高掌柜跟她说了几句话，一
听武清口音，知道是老乡，就让伙计给端来
一碟包子。一边让她吃着，又问，是武清哪
儿的。小闺女儿说，是北藕村的。高掌柜
一听更近了。高掌柜的老家是下朱庄，离
北藕村只有十几里。但再问小闺女儿家里
的事，她就不说了，只说自己姓李，叫李翠
翠，小名叫小闺女儿。高掌柜看出这女孩
儿不像一般的孩子，又是老乡，就让她留下
了。高掌柜有个表妹，婆家也是北藕村的，
这么论着，就让小闺女儿叫自己表舅姥爷。

小闺女儿心眼儿灵，也懂事。刚来
时，高掌柜看她小，不让她做事。可她不
吃闲饭，非要做。几天过来，包子铺的这
点事就全看明白了。高掌柜先还担心。
街上做买卖看着简单，其实也不容易，尤
其这包子铺，不光是勤行儿，整天送往迎
来更得小心。来的人看着是吃包子的，指
不定就揣着什么心思。

4 1 军令如山
1986年7月的一天，连云港市灌

云县鲁河乡鲁河村生产队长兼民兵营
长王继才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乡武
装部去一趟，说是县武装部王长杰政
委来了，要召见他，政委还说有重要任
务。身为民兵营长的他，经常会接到
这样的通知。县武装部的领导来了，
直觉告诉他这次任务一定不小，于是
他就急匆匆地赶往鲁河乡政府。

王继才赶到鲁河乡政府时，王长杰
政委早已等候多时，见到王继才后热情
迎上前握着他的手说：“今天找你来是
有项重要任务要你去执行。”

王继才一听说让他去执行重要任
务，立即本能地提起十二分的精神，立
正，挺胸，抬头，目视着王长杰大声道：

“保证完成任务！”王政委拉着王继才的
手说：“来！坐下，先坐下！听我慢慢说。”

“1986年3月，驻守开山岛的部队
撤编后，开山岛被列为一类民兵哨所。
但是海防前线不能没有人值守，县武装
部领导多次开会研究，决定把驻守开山
岛的任务交给你。希望你不负众望，勇
于担当，保家卫国，守好海疆。”

王政委向王继才交代了守岛的具
体任务，同时也如实地说出自从守备部
队撤离之后，先后曾派出4批人员十多
个人进驻开山岛。可是他们受不了守
岛的孤苦和寂寞，都没能坚持
下来。他们中在岛上时间呆得
最长的人也只驻守13天就受
不了了，退下阵来。

王政委寄希望于王继才，
说：“继才，你是第5批驻岛民

兵，希望你能坚守下来。开山岛目前急需有
人值守，不能耽搁，你尽快把家里安顿好。
安顿好了，你就跟我联系！”王继才想，组织
上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是对他极大的
信任。于是，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那一年，王继才26岁。
王继才回到家后又开始犯难了，他一

人去驻守开山岛，他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妻
子王仕花。妻子是小学老师，平时两个人
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一走，剩下妻子一个
人，这日子可咋过呢?如果实话实说，妻子
不同意咋办呢?可要是不去，那不是临阵
脱逃吗?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暂时先不
告诉妻子。

没过多久，王继才主动与王长杰联系，
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定在燕尾港。王政
委万万没想到王继才这么快就联系了自己，
不由得心生得意，果然没看错人，王继才是
个好样的！

临行前的头一天晚上，王继才有生以来
第一次失眠了，一晚辗转反侧。直到天快亮

了，他才迷糊了一会儿……猛然醒
来，妻子早已上班去了。他急忙起
床，母亲准备好了早饭。他慌忙吃
了一口，就直奔燕尾港。王长杰政
委先他一步到了，这让王继才有些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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