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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上
丛话

“且介亭”往事2020年刚刚走过。这一年，疫情在全世界蔓
延，世事与人生都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一年，
我哪儿都没有去，闭门宅家，除了读书写作，打发寂
寥时间的，便是画画。尽管画得不怎么样，却几乎天
天在画，一本接一本，废纸千张，却乐此不疲。
想起十几年前，2007年的大年初一，在京沪高

速公路，意外出了一次车祸。我在天坛医院住院，一
直住到五一节过后才出院。医生嘱咐我还需要卧床
休息，不可下地走动。窗外已是桃红柳绿，春光四
溢，终日躺在床上，实在烦闷无聊，我想起了画画，让
家人买了一个画夹、水彩和几支笔，开始
躺在床上画画。
我喜欢画建筑，画街景，借了好多画

册，照葫芦画瓢。最喜欢奥地利画家埃
贡·席勒。那时，我对他一无所知，不知
道他和赫赫有名的克里姆特齐名。我看
到的是席勒的画册。那本画册，收集的
都是席勒画的风景油画。在那些画作
中，大多是站山顶俯视山下绿树红花中
的房子，错落有致，彩色的房顶，简洁而
爽朗的线条，以及花色繁茂的树木，异常
艳丽，装饰性极强。我也不知道他画的
都是他母亲的家乡捷克山城克鲁姆洛
夫。同时，我更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他浓墨重彩的重
头戏——人体画，更以出尘拔俗的风格为世人瞩目。
但席勒是我入门建筑和风景画的老师。2007

年的春天和夏天，趴在床上，在画夹上画画，画的好
多都是学习席勒的画。花花绿绿的油彩涂抹在床单
上，成为那一年养伤时色彩斑斓的记忆。
我从小喜欢绘画，尽管从小学到中学美术课最

好的成绩不过是良，但这没有妨碍我对于美术的热
爱。那时候，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陆润庠的字，和一
幅郎世宁画的狗。我对字不感兴趣，觉得画有意思，
那是一幅工笔画，装裱成立轴，画面已经起皱，颜色
也有些发暗。我不懂画的好坏，只觉得画上的狗和
真狗比起来，又像，又有点儿不像。说不像吧，它确
实和真狗的样子一样；说像吧，它要比我见过的真狗
毛茸茸的要好看许多。这是我对画最初的认知。
读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暑假，我去内蒙古看望在

那里工作的姐姐，看到她家里有一本美术日记（那是
她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奖品），里面有很多幅插页，印

的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有名的美术家新画的作
品，有油画，有国画，还有版画……我第一次认识了
那么多有名的画家，见到了那么多漂亮的美术作
品。尽管都是印刷品，却让我感到美不胜收，仿佛乘
坐上一艘新的航船，来到了一片风光旖旎崭新的水
域。回北京之前，姐姐看我喜欢这本美术日记，把它
送给了我。

其中吴凡的木刻《蒲公英》，印象至深：一个孩子
跪在地上，一只小手举着一朵蒲公英，撅着小嘴，对
着蒲公英在吹，那么可爱，充满对即将吹飞的蒲公

英好奇又喜悦的心情，让我感动。六十多年过去
了，2019年年底，在美术馆看展览，第一次看到这
幅《蒲公英》的原作，站在它面前，隐隐有些激动，仿
佛看到自己的童年。

尽管画得从不入流，但就像喜欢音乐却从不入
门一样，并不影响我入迷。如今，无论有机会到世界
哪个地方，到那里的美术馆参观，是首选，是我的必
修课。我觉得画画是那么的好玩，会画画的人是那
么的幸福快乐，那么的让人羡慕！比起抽象的文字，
绘画更直观更真切，展现出的世界，更活色生香，更
手到擒来。即使不懂文字的人，也能一下子看懂绘
画。这一点，和音乐一样，都是人类无需翻译就能听
懂看懂的语言。

画画，成了我的一种日记。特别是2020年疫情
发生以来封城宅家的日子里，画画更成为一种必
须。何以解忧，唯有画画。“一室茶香开澹黯，千行墨
妙破冥蒙。”这是柳如是的一联诗，真的，确实是千行
墨妙破冥蒙，茶香可以没有，墨妙帮我度过这一年。

其中2月18日，我画了席勒，是用水溶性彩铅临
摹了席勒的油画《家》。这是席勒生前画的最后一幅
画。一百多年前的1918年那场西班牙大流感中，席
勒一家三口不幸染病，先后死亡。席勒在临终前几
天，完成了这幅《家》。没有比家的平安更让人牵心
揪肺的了。4月8日，武汉解封的那一天，我又画了
席勒，是用钢笔和水彩临摹席勒画的一幅人体油画：
一个孩子扑进妈妈的怀抱。现在，我自己都很奇怪，
2020年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为什么席勒总会出现
在我的画本上面？我忍不住想起了十几年前，躺在

病床上，第一次看席勒的画册，第一次模
仿席勒画的情景。冥蒙之中，绘画有着一
些神秘莫测的东西。
我国疫情稳定之后，有时候，我愿意外

出到公园或街头画画速写。画速写，最富
有快感，特别面对的是转瞬即逝的人，最练
眼神和笔头的速度。常常是我没有画完，
人变换了动作，或者索性走了，让我措手不
及，画便常成为半成品。也常会有人凑过
来看我画画，开始脸皮薄，怕人看，现在我
已经练就得脸皮很厚，旁若无人，任由褒
贬，绝不那么拘谨，而是随心所欲，信马由
缰，画得不好，一撕一扔，都可以肆无忌

惮。乐趣便也由此而生，所谓游野泳，或荒原驰马，天
高风清，别有一番畅快的心致。
前些日子，偶然看到日本导演北野武的一篇文章，

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但真正认真
起来画画，是1994年那场车祸之后。那时，我都快五
十岁了，因为车祸，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半边脸瘫掉，
实在太无聊啦，就开始画画，只是为了好玩……但说实
在的，我的水平还不如小学生，全凭感觉随便画画，完
全谈不上技术……其实，人怎么活得不无聊，这个问题
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己，不要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如
果自己觉得人生过得有意思，那即便是身无分文，只要
有地方住，有饭吃，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活下去，这样
也就足够了。”
我惊讶于北野武的经历和想法，竟然和我一样。

同样的车祸，同样的由此喜欢上了画画，同样画画水平
不如小学生却觉得好玩儿和有意思。虽说是大千世
界，茫茫人海，更芸芸众生，其实，很多的活法、想法和
做法，是大同小异的。

每当看到电视屏幕上那些变幻万千、无所不能的
画面，我都会打心里羡慕：要是当年我们有这些高科技
手段就好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谢晋导演来津拍摄《启明

星》，我担任编剧兼制片人。后期制作时，谢晋导演提
出用启明星闪烁的画面作为片头，这可难坏了我们。
找星空影片资料，一望无际的繁星像宇宙科教片，无法
达到某一颗大星闪烁的效果。到电影厂、电影资料馆
求援，都没找到合适的镜头胶片。最后只好采用舞台
美术老法子，先在板纸上刻出一颗大星及群星，再罩在
走马灯式的蓝光灯箱前面，拍摄出来的“闪烁”效果虽
不理想，总算切题交差了。星辰闪烁的画面若是由如

今的电脑制作，那就不是件难事了，三维空间、4G、
5G……电子化数字化高科技、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在
舞台上和荧屏上的广泛应用，颠覆了传统的艺术表现
手法，推动了舞台与影视美术现代化的进程。
不过，艺术创作不同于其他生产，艺术品也不同于

物质产品。在许多时候，高科技不等于“高艺术”。在
艺术领域“先进制造”不一定优于“落后制造”。不管你
采用的手段有多么高的科技含金量，只要是批量生产
的产品，就抵不上个性化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诸如机器
绣花廉价，而“湘绣”“顾绣”昂贵，印染厂印出的花布只
是工业品，而手工蜡染才是艺术品。
电视节目制作虽然不是批量产品，但其无数次的

播放和面向亿万观众的收视率，却起到了远
远多于“批量产品”的“批量效果”，因此它大
多只能归类于“快餐文化”。
话剧的舞台美术追求“做旧”之生活真

实，和如今电视节目里“做亮做新”之追求真
是有天壤之别。

只要不是剧情需要“做新”，导演和美术设计总是
要求我们“做旧”“做暗”“做灰”——一句话：要做到真
实可信。话剧和戏曲不同，戏曲形成了一套完美的程
式化风格，而话剧的表演比较接近生活原本的形态，舞
台美术必须与其配套。如今舞台科技取得了突破性进
步，为舞台美术构思提供了创作形形色色视觉形象的
可能性，这在我们年轻时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我的担
忧是能否把握“电子化”的“度”，不宜盲目地过度依赖
科技手段，排斥舞台艺术本体的语言。

舞台美术的核心本质是以人为本，一切努力都是
为演员服务，再通过演员的表演为观众服务。也就是
说，必须坚持以表演艺术为中心，不能喧宾夺主，也不
能“闹独立”“自说自话”。这就是我无法接受电视节
目里大屏幕“万花筒”“吃掉演员”以及利用科技手段
篡改自然风光的原因。
我出访途中曾留意欧洲电视节目，虽然听不懂人

家说些什么，但从镜头上看仍然是老样子，老街旧屋
只管老旧，山川景色顺其自然，和我们电视屏幕播映
的一些景色相比，反倒显得暗淡了。若比电视手段，
人家不是比我们更“高科技”？人家为啥不屑去抖“美
颜”机灵呢？
我们的有些美育教学滞后，已经害了不少人。最

简单的常识是有空气就会有灰尘，从色彩学意义上说，
大自然是由程度不同的灰色组成的，压根儿就没有“纯
色”存在。出色的风景画家特别是油画家画风景，其实
主要讲究的是如何运用灰色去调和不同颜料的技巧。

话剧的室内戏布景一般都比较灰暗，为的是衬托
和突出演员。服装的色彩事先要和绘景组沟通，相互
搭配要和谐。不同题材不同时代的戏各有不同的色
调，例如剧院保留剧目《家》的旧式庭院大屋顶建筑显
得封闭而威严，象征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

舞台美术家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追求生活的真实感
和物体的质感。荧光闪闪的屏幕本来就给人一种虚幻
感、失真感，哪堪电脑高手们再来上一轮“提亮”“提纯”
“美颜”呢？此种对公众的审美误导贻害无穷，虚假的

“美颜”会吊起国人的胃口，叫他们误以为那
才是美，而大自然真实的有杂色有阴暗面的
美景却显得暗淡无光了。这好比肉禽市场已
经“培养”出某些顾客吃注水肉、注水鸡的口
味，一旦货柜上摆出没有注水的禽或肉，他们
反而嫌其干瘪不水灵了，悲哀！

鲁迅生活有嗜好而少娱乐。鲁迅是绍兴
人，酒是能喝的，看他刚到上海两个月的日
记，1927年10月23日和11月9日均曾“大
醉”。“醉”到什么程度？许广平曾经的印象
是：“其实他并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
务要做，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但
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例如在
厦门大学，看到办教育的当局对资本家捧场，
甚至认出钱办学校人好像是父亲，教职员就像
儿子的怪论，真使他气愤难平，当场给予打击，
同时也豪饮起来，大约有些醉了，回到寝室，靠
在躺椅，抽着烟睡熟了，醒转来觉
得热烘烘的，一看眼前一团火，身
上腹部的棉袍被香烟头引着了，
熄灭之后，烧了七八寸直径的一
大块。”而到上海后的两次“大
醉”，显然不是气愤，而是高兴。

由厦门的“火灾”，我们想到
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吸烟。鲁
迅的烟瘾是有名的，最多的时候，
一天要抽五十支烟，而且经常抽
比较廉价的香烟。在北京和章士
钊斗争时生病了，医生说“如果吸
烟，服药是没有效力的”。在许广
平等学生的“监督”下，一度有所
节制，但病情好转，又依然故我。
1928年6月6日鲁迅给章廷谦的
信中说：“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
每天三十至四十支。”鲁迅1927
年 11 月 9 日“夜食蟹饮酒，大
醉”，12月31日“晚李小峰及其
夫人招饮于中有天……饮后大醉，回寓呕
吐”。我查阅了此后三年鲁迅日记，再无“大
醉”的记载。看来“酒是早不喝了”大致属实，
但非滴酒不沾，这是有“证据”的：1929年9
月17日“中秋也，午及夜皆添肴饮酒”；1930
年 12月13日“三弟来，留之饮郁金香酒”。
所谓“不喝”只是不再“大醉”而已。鲁迅交游
极广，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往，邀饭、招饮是
常事，日记中未提鲁迅是否饮酒，推想起来，
不喝酒几无可能，但只是小酌而不豪饮。

鲁迅吸烟的历史悠久。他从1912年5月
5日开始写日记，1913年6月21日即有买烟记
载：“往润昌公司买毛毯、烟卷等七元八角。”鲁
迅的戒烟史也不短，但他甚为抵制。1925年
11月8日致许钦文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医生禁
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
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
病。”所以每天仍吸烟三四十支，因此后患严重，
许广平也为自己的监护不力而自责不已。

为什么不愿戒烟？鲁迅《秋夜偶成》
（1934年）诗曰：“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
觉新凉。”处于“风雨如晦”的暗黑岁月，“鸡鸣
不已”似见晨星，则“起然烟卷觉新凉”，此乃
鲁迅人生一乐！

饮酒、抽烟之外，当然还喝茶。鲁迅在北
京时喝带苦味的浓茶，到了上海，改喝清茶。

许广平说，“等到新
鲜的茶来了，恰到好
处的时候，他一面称赞，一面就劝我也饮一杯，
因此我也学会吃浓茶了。”
鲁迅不打牌不下棋，不唱歌不跳舞，他仅

有的娱乐，就是看电影，这个兴趣是到上海后
养成的。许广平说：“初到上海的时候，看到别
人的匆匆忙忙赶去看电影，有时候恰巧鲁迅先
生去访问不遇怅然而返的时候，他往往会含着
迷惘不解的疑问说出一句话：‘为什么这样喜
欢去看电影呢？’”这个疑问即使有过，那也存

在不久。抵沪第四天，“饭毕同观影
戏于百星戏院”。那时候，上海口语
称电影为“影戏”。此后，在1927年
10月份内，鲁迅看了五场电影。有
人统计，鲁迅在大陆新村居住的三
年半，与许广平共同观看了95场电
影。今日影迷也不过如此吧！
鲁迅看电影有两个特点。一，尽

量去“花楼”（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包
厢”）；二，来去尽量坐出租汽车。理
由是相同的，为了避开各种不怀好意
的人。鲁迅在半租界毕竟处于半地
下的生活，不得不处处防范。

鲁迅看过哪些影片？许广平
1939年写的回忆文章告诉我们：
“他（鲁迅）选择片子并不苛刻，是多
少带着到实地参观的情绪去的，譬
如北极爱斯基摩的实生活映演，非
洲内地情形的片子等，是当作看风
土记的心情去的，因为自己总不见

得会到那些地方去。侦探片子如陈查礼的探
案，也几乎每映必去，那是因为这一位主角的
模拟中国人颇有酷肖之处，而材料的穿插也还
不讨厌之故。历史的片子，可以和各国史实相
印证，还可以看到那一时代活的社会相，也是
喜欢去看的。击剑之类的片子，如《三剑客》
等，偶然也去看，但并不十分追求……有时一
些儿童片是为了带海婴而去看的，结果他看
了也蛮高兴，他是随时都保存着天真的童心
的……最后看的一次《复仇艳遇》，是在他逝
世的前十天去看的，最令他快意，遇到朋友就
介绍，是永不能忘怀的一次，也是他最大的慰
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了。”
就在鲁迅入住大陆新村9号的同时，茅盾化

名沈明甫也迁至大陆新村3弄9号（现在的29
号），与鲁迅做了两年邻居，一起编选了现代短篇
小说集《草鞋脚》，创办了《译文》杂志，还同时为
《申报·自由谈》写了大量文章。这里讲一段关于
看电影的趣事。鲁迅有时会约朋友一起看电影，
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有一回，鲁迅向茅盾要求
借他的儿子一下，茅盾莫名其妙地答应了，之后
说明是请他儿子看电影。因为他的儿子这一阵
每天发热休养在家，鲁迅同情他儿子养病沉闷，
特别约他出去，而且一路还不放心地搀着他，弄
得这十二岁的男孩很窘，回去对他的母亲诉说他
的疑惑，他天天都自己上学，怎么还要搀着？

信，是消息，是灵犀，是传递一种向往
与期冀的气息，从有形与无形的信中，可以
去读取我们心仪的内容。李清照“雪里已
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的词句，捎来
了雪与梅相遇便是春的信息。春天乍暖还
寒，忽而丽日明媚抚暖田野，忽而东风戏谑
大闹路街。爱春，探春，当从元春前的暮冬
着手，以幽静耐心的姿态迎春，慢慢拆启从
羞涩到芳菲的春季。
“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的刻苦，

使文人的雅兴得到了升华，尽管“踏雪寻梅梅
未开”，但寒冷挡不住诗人“伫立雪中默等待”
的决心和情怀，踏雪寻梅是一种雅兴，也是对
春天一种苦尽甘来的渴望，更是寻觅春信的
足迹。雪与梅，自古就是脱俗的意境。是雪
花来赴约梅花？还是梅花的牵挂终于开成了
雪花？不管是“梅须逊雪三分白”还是“雪却
输梅一段香”，只要这两者相遇便是相得益彰
的唯美豪放，足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冬雪凝
练，春雪温婉，雪的诗意便在平仄中抑扬顿挫
地生成，生成不同颜色的玲珑。
也许黄色是最坚强的颜色，蜡梅的香还

在酣畅淋漓，迎春花便会乍现在绿条上，惊喜
着新年的钟声。记得那个大年初一回老家给
公婆拜年，去时不曾注意，只踏着满地的大红

鞭炮纸屑寒暄进门。拜别时，出门抬头却有一
点星黄相迎，甚是欢心。婆婆家的大门前有两
道风景，一道是石榴树，另一道是迎春花，石榴
树尚且虬枝不染绿意，墙头上的盆栽迎春花垂
枝蔓蔓，却只有对着大门的背阴处开着这样一
朵俏黄，仿佛是新年送来的春信上的一枚邮票，
煞是惊喜！
上班的路上，沿途绿化带里大面积继迎春花

之后开的连翘花也是恣意洒脱，它们伸着缠满黄
花的臂膀，越过齐整的小叶女贞护栏招摇，它们
摇曳着春风，俯仰有度地回应着过往的行人，就
连穿着橘黄色工作服的环卫阿姨都感叹春天真
好，感叹是看着这些花骨朵慢慢孕育，慢慢出
生，慢慢展成花瓣！我也感叹，曾是“春江水暖
鸭先知”，都市却是，春风信暖人先知，亮丽的风
景自是如诗如画，那些点点晃动的橘黄就像画
诗上的印章，提升着魅力城市的形象。

春花接踵而来时，乡下的桃花开在田间
地头，不经意的一支锄把便会是桃之花雨洒
满泥土，使锄沾香，使足芬芳，长乐永寿便可
在“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胡子眉毛间弥漫。杏
园里，红萼衬白，似云似雾，联想起孔子杏坛
讲学的典故，仿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的圣人之音袅袅环绕。海棠花开了的
日子，我最喜欢路边的硬梗海棠，自然中透着

坚强，艳丽中裹着端庄，就像我乡间乐土上的玩
伴们，有些疯野又有些炸刺儿，坦荡的大笑在红
花绿叶间爽朗地绽放。
遥望春信，惜春爱春的感觉更浓，季节变

换、花叶轮回，从严寒到渐暖，从萧瑟到嫣然，时
时寸寸都很饱满，在点点滴滴的暮浸朝润下，所
有的姹紫嫣红都很惊艳。那时节，“地做琵琶路
为弦”，春信在弹，春潮如五线谱，和着时代的节
拍焕发着无限的生机。

千行墨妙破冥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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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不存在“纯色”
航 鹰 遥望风里的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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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出光芒
上海大学还有兼职讲课的教授

如彭述之、田汉、俞平伯、朱自清、萧
楚女、丰子恺、周建人、李季、沈泽
民、杨贤江、胡朴安、李春藩、周越
然、侯绍裘，等等。

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吴玉
章、李立三等也都到“上大”讲过
课。那时红极一时的国民党阵营里的

“革命分子”汪精卫、戴季陶等自然也
来登过讲坛。

20世纪20年代在黄浦江畔崛起
的一座革命熔炉——上海大学，如旭
日东升，照亮了大上海，也影响了全中
国……说“上大”是一座革命熔炉，是
因为它成立时，中国还没有一所专门
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其二，该校的主
要师资和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中国共
产党的领袖级骨干在主持和领导着。
而走进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相当多的
是我们后来都比较熟悉的人物：有王
稼祥、杨尚昆、秦邦宪(博古)、康生（当
时叫张云）、陈伯达等中共党史上的重
要人物；有如丁玲、阳翰笙、戴望舒、袁
牧之、施蛰存等文化名人。

从1922年成立到1927年“上大”
仅有五年的历史，然而这短暂的生命
闪耀出的光芒却是其他中国高等学府
无法相比的。这是因为这所学校不仅
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改变和影响了中
国的政治人物、文化名家，而且这里为
革命牺牲了生命的著名人物也特别的
多，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不朽的精神至
今仍在滋养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2019年5月4日，是中国现代史

上一场伟大革命运动的百年纪念日。这
场革命运动我们都很熟悉，它叫“五四运
动”。我们在隆重纪念这个伟大运动时，
一定会联想到一百年前从北京沙滩“红
楼”出发的“北大”学生游行队伍中走在最
前面的那个人，那个在天安门前带头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对中国的不
平等条款”等口号的年轻身影……

那个人、那个身影我们非常熟悉，他
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著名的工
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对于邓中夏，中国人
似乎都很熟悉他。然而有两件发生在他
身上的事情许多人则又并不了解：一是他
对中共“一大”召开的贡献；二是他在“上
大”从事培养革命人才的伟业。

在李大钊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时，
邓中夏便是积极分子。是他和李大钊、罗章
龙、张国焘、刘仁静等接待了受共产国际委
任前来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
1921年6月底，北京党组织接到上海党组织
发来的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通知，北京方面推荐两名代表时，
第一个人选就是邓中夏，第二个是张国焘，
因为考虑张国焘与陈独秀在“五四”时有过
接触。但是邓中夏马上“哎呀”了一声，说自
己已经定下7月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年会，7月中旬又要到重庆讲学。

小闺女儿有心计
果然，没过几天就出了一件事。

这天中午，一个穿狐皮大氅的男人来
吃包子。一边吃，随口跟小闺女儿搭
话儿，问她，多大了。

小闺女答，十五。这男人说，你
嗓子挺好。小闺女儿乐了，说，别人都
这么说。男人又问，会唱曲儿吗？小
闺女儿说，会唱两句“时调”。小闺女
儿说的时调，是指“天津时调”，也就是
天津特有的一种鼓曲。

这男人说，你唱两句，我听听。小
闺女儿就唱了两句《放风筝》。男人听
了点头说，嗓子确实挺亮，也有味儿。

高掌柜这时正在柜上，听小闺女儿
一唱，就朝这边看了看。这个吃包子的
男人穿得挺阔绰，可细一看就能看出
来，身上这狐皮大氅应该是估衣街上的
地摊儿货色。这时，这男人已经吃完了
包子，又跟小闺女儿说，你嗓子这么好，
不唱可惜了。小闺女儿笑笑，没说话。
男人朝高掌柜那边瞟一眼，问，你不是
这家儿的吧？小闺女儿说，不是。

男人说，给你找个师傅吧，教你唱
大鼓，想学吗？小闺女儿看看这男人。

男人笑了，说，放心，不让你吃张口
儿饭。这男人说的吃张口儿饭，是指下
海专干这一行。小闺女儿说，要这样，
就想学。男人点头，压低声音说，我哪
天再来。说完站起身，在小闺女儿跟前
的桌上扔了一块钱，就走了。

小闺女儿看着这男人出去了，才朝
高掌柜走过来。高掌柜一直冲这边看
着，这时就埋怨小闺女儿，不该跟这男人
说这么多话，还唱“时调”，现在好了，他说

以后还来，肯定是安着别的心思。小闺女儿
把这一块钱交给高掌柜，笑笑说，您就放心
吧，没事儿。过了几天，这男人果然又来了，
还是坐的那张桌，又要了两碟包子。一边
吃，又把小闺女儿叫过来。这回声音小了，
对她说，给你找了个师傅，哪天带你去见
见。小闺女儿问，远吗？男人说，不远。

说着又朝高掌柜那边瞟一眼，不过这
事儿，别跟别人说。小闺女儿点头说，
行。这男人吃完包子就起身走了。高掌
柜一直朝这边看着，见这男人出去了，就
叫过小闺女儿问，这人又说嘛了？小闺女
儿说，他说给我找了个师傅，教我唱大鼓，
哪天要带我去见见。高掌柜一听就急了，
问，你答应了？小闺女儿说，答应了。高
掌柜更急了，白着脸说，你怎么能随便答
应啊？小闺女儿说，我答应是答应，可不
会跟他去。高掌柜说，你已经答应了人
家，不去能行吗？小闺女儿倒挺有根，说，
您就甭管了。又过了几天，这男人又来
了。这回没进来，在包子铺外面的街边，
冲小闺女儿招手。小闺女儿看见了，忙完
手里的事就出来了。这男人说，走吧。小
闺女儿点点头，朝铺子里指指，意思是回
去说一声。这男人说，别跟他们说了，走
吧。小闺女儿摇了摇头。这男人只好说，
快点儿，我在那边等你。

5 2 上了开山岛
燕尾港是国家级优质渔港，盛产

带鱼、鲈鱼、鲳鱼、马鲛、兰蛤、牡蛎、
螺、蛏子、梭子蟹等多种多样的名贵海
产品，对虾更是有名。渔港给当地带
来了繁荣与热闹，这里虽不是改革开
放的前沿，但渔港独占优势，大大小小
的渔场很多，海产品加工厂如雨后春
笋般冒了出来，呈现出改革开放正劲
的势头。

7月的苏北沿海地区，湿热的空气裹
挟着浓浓的咸腥气味。港口上的搬运工
人、车辆来来往往，多是运输海产品的。

今天，县武装部王长杰政委是专程
陪王继才上岛的，他先让人往船上搬了
许多东西。王政委如此细心周到，使王
继才深受感动、鼓舞。他们一起搭乘渔
船驶向开山岛。

这一天，海面上还算是风平浪静。
可是，渔船在航行时还是摇晃得很厉害，
一会儿左右摇摆，一会儿前后起伏，就像
调皮的孩子故意与你恶作剧。王继才虽
说也是在海边长大，可是祖祖辈辈都是
庄稼人，很少到海上来，更别说搭乘渔船
出海了。王继才头晕得厉害，紧紧地闭
着双眼，两只手死死地抓住船帮。王长
杰政委也晕船，脸色煞白。两人谁都不
看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开山岛
就在眼前了。海拔也就三十多米，一个
圆溜溜的馒头型小岛。西南角
有个大石头，可以供船停靠。

船停稳了，头重脚轻的王
继才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早
上8时40分，王继才把第一次
登岛的时间精准记到了“分”。

这一刻是1986年7月14日早上8时40分。
上岛后，两人都还晕晕乎乎的，似乎还

在船上摇晃。王长杰告诉王继才说，使劲深
呼吸，反复做几次就会缓解。王继才做了几
次深呼吸，果然有效，头真的不晕了。王继
才发现从船上卸下来的除了粮食和生活用
品外，还有几十瓶白酒，好几条香烟。

王继才不会抽烟，也滴酒不沾，就说：
“带这些干啥?我既不会抽烟也不喝酒，你还
是拿回去吧！”王长杰说：“既然带来了，就留
下吧！兴许用得着呢！”王继才没说什么，心
想：留就留下，等以后有人来就用作招待吧。

两人稍事休息后，王长杰陪着王继才
在岛上踩着石阶，也就是岛上的路，边走边
介绍说：“为了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领海，
守岛部队曾在山上修筑了军事设施，当时
有一个建制连40人的驻军 。”

两人来到几排营房前，发现这儿有几
十间石头营房、一间食堂和一间活动室，
山顶上有个小平台、灯塔和4盏瞭望灯，
还有一个小型发电站。这营房是依山而

建的石头平顶房子，房顶却不
平。王政委告诉王继才，开山岛
没有淡水，驻岛部队平常要在房
顶上积蓄雨水，通过房檐下的管
道，流入地下蓄水池——这便是
生活用的淡水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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