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已深，可这丝毫挡不住我对生活的热情。裹
紧衣衫、打起精神，做几件心仪的事儿去。

重返故乡开启一段初心之旅。清凌的溪泉、沧
桑的老屋、温暖的墙根、淳朴的乡亲，因了冬的单调
与孤寂，每至此时想念愈甚。回到童年曾捉蝎子、刨
药材的沟谷，曾摘柿子、掏鸟蛋的老树，曾玩捉迷藏、
扯闲篇的巷口，曾初启蒙、开心智的旧校，还有那条寒
来暑往不曾中断的上学路。虽已满目萧索，回忆却是
葱郁的，一时明了从哪儿出发、去向何处，初心更亮。

走入冬山捡拾背回一捆枯柴。背筐、握镰，伪
装成一闲散樵夫，踩着厚厚落叶，造访久违的深山
老林。冬山空寂，树生枯枝。无需伤怀，人生也难
逃行至冬季如一枯柴的自然规律，更需豁达、坦然
才是。漫步寻拾，简单打理，便可背捆干柴回家，给
留守的父母取暖做饭。灶里燃烧将熄的柴，像极了
年迈老人，化作灰烬，犹爱儿女。吾辈唯有自强自
立、陪伴反哺。

小坐一隅静享冬阳暖暖柔情。从未像寒冬这
般，对阳光充满期待景仰。响晴，坐在阳光里。沏
一壶茶，看茶叶舒展、茶香袅袅，心亦随之释然；捧
一卷书，读几篇美文、数首诗词，情亦随之升华；听
一段曲，悟词之蕴义、乐之韵律，身亦随之悠然。暖
阳穿过纱窗、丝丝浸润、宁静祥和，令冬日晌午分外
美好；更因那份平民小资的雅趣，忽觉诗意的生活
并非遥远。

激情奔赴一场华丽冰雪盛会。丝丝冰凌倏地
集结、蔓延，固化了溪流、库塘的灵动。试探性踩
踏，直至尽情滑出优美的弧线，滑向深冬，滑回童
年。冬晨的玻璃窗，似是冰花编织的万花筒，撩拨
深潜的童趣，想象成充满奇思妙想的图案。最喜一
觉醒来，与连天飞雪相遇，踩着软绵绵的积雪漫步、
赏景，堆雪人、打雪仗，心也随冰雪世界纯净、茫远、
通透起来。

迎风踏雪诚心拜会三五老友。萧瑟之季，甚是
感念生命中相遇并成为知己的好友。邀约一家有落
地窗的餐馆酒吧，或直接登门，小菜几碟、清酒几盏、
香茗几杯，言语不多却句句入耳、熨帖走心；或相对
无言，对坐碰饮，仅此。淡忘相识是在何时，不问再
聚会否无期，但求今生此时有你陪伴，没有“改天”。

家人围坐尽情涮炖饕餮一冬。数九寒天，再没
有比痛快涮一锅或炖一锅，来得实在过瘾了。底料
任意挑选；肥羊、肥牛、猪肚、百叶，菠菜、白菜、生菜、
茼蒿，荤素自由搭配；糖蒜、麻酱、辣油、韭花，小料佐
出美味。铁锅内猪肉、白菜、粉条、土豆、豆
腐，小火慢炖、滋味十足。舌尖上的冬天，热
气蒸腾、暖心暖胃、温馨到家。

乡间采风记录渐远民俗民风。冬愈深
时，农人生活愈发丰富，且饶有仪式感，只
为辞旧迎春。汇集五谷杂粮，慢熬一锅香
喷喷、粘糯糯的腊八粥，忙年开始。杀年

猪、炖大肉、做豆腐、扫尘土、剪窗花、蒸馒头、接祖
亲、贴对联、家团圆、看春晚，农历新年就这样华丽
丽登场，又在拜年走亲、目送离家中渐入尾声。一
年又一年，民风渐远渐淡，更待传承、弘扬。

还想，忙里偷闲，长泡一次温泉，水汽氤氲中，
放空自己，舒缓全身，逍遥似神仙；抱膝静坐冬山顶
上，看小城、河流、众山趋小，心的格局却大了；围炉
烤几块红薯、几把花生，泡一壶热茶，与串门的乡亲
闲聊至日落西山；寻一飘雪的黄昏，与一帮无用的
新交旧友，来顿期待一年的“雪中宴”，甚是应景；在
四季的尽头静心下来，回望旧年，谋划来年，整理心
情，又迎一春。

天寒，心却暖，想做的事的确很多，多到一次实
难如愿，需要数次且乐此不疲。也好，如此，才可在
寒冷中拥抱一怀温暖，在暗淡中寻得一抹亮色，在
单调中营造一季丰饶。长冬漫漫，挤时间做成几件
有意趣的事，当是乐事、美事一桩，很有成就感呢！

题图摄影：常虹

不知是时光太瘦还是指缝太宽，
2020年就这样滑过岁月的门槛。一
回头就是一年，转眼间又走进新的
一年。
2020本是一组平衡稳定的数字，

作为年份却充满着非同寻常的意味。
是国与民互相担当，是你与我一起承
受，是我与他共同坚持，是生与死在较
量，是善与恶在抗衡，是美与丑在惊醒，
这些都在这一年交织碰撞。人们在感
叹，这一年太难了。这一年经历太大的
颠簸风浪，这一年闯过太长的道道难
关，这一年留下太多的沉思震撼。

而在中国，我们庆幸阳光还温
暖。在这次战“疫”中，我们看到中国
人民一如既往的团结一心。武汉打响
抗疫第一枪，我们的国家把百姓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 14亿人戴起口罩投
入“战斗”，“若有战，召必回，战必
胜”，祖国卫士奔赴疫区，白衣天使披
上铠甲冲上前线，在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他们战斗牺牲，在所不辞。举国
众志成城，全国上下快速形成一体联
动、联防联控的局面，多少声加油，多
少次泪目，多少个“最美”，多少夜晚向
黑夜要时间，多少回全民揪心接力，让
多少微笑的力量在灾难与恐惧面前汇
聚成坚固的城墙，彼此依偎一路向阳。
我们靠人民战争赢得平安，几十

支救援队派往世界各地，捐赠了大
量的口罩、防护服……让世界在“疫
寒”中收获阳光，收获温暖。危难之

下护民佑邦的大国担当，令多少海外游
子浓得化不开的爱国思乡情更加浓烈。
中国这艘大船为共同命运把向领航，
内外循环良性互动……遥望世界仍有
很多人在“疫寒”中颤抖，而我们的眼
神中透着坚毅与舒展，有阳光、有温
暖、有期待。

罗曼·罗兰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
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
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站在岁月的转
角，2020年已经走过，仿佛所有悲欢离
合变得不再清晰，仿佛所有的故事还在
延续。但是，不得不说再见了，但疫情并

没有随之消散，口罩背后的笑脸还
没有完全绽放。面对这些未知和苦
难，我们必须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对生
活的无限热爱，活好当下，珍惜健康，
守护平安，任何困难终究会挺过来的，
尽量少留遗憾，才是最实际的心安！

一辈子很短，电量不足可以去
充，油量不足可以去加，余额不足可
以去挣。但时间流逝了，就再也没
有了。不论过去的这一年，经历了
怎样的艰难，现在，都已经成为过

往。生命需要珍惜，人生需要坚强，生活
需要追求，梦想需要坚持。新年伊始，更
新自己，在那明媚阳光的照耀下，吸取满
满的正能量，不管眼前风景如何变幻，永
远温暖纯良，勇敢去争取，大胆去追寻，
真诚去热爱。命运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
奋进的人，往后余生，许你有风雨坎坷的
历练，许你有可融化冰雪的暖意，许你有
比春光明媚的笑颜，许你有花开遍地的
心田。

生活仍然，流逝的岁月无法逆转。
2021，开启新的一年，面对新的年月、新
的起点，纵然前路漫漫无法预知，但它会
带给我们新的希望，新的喜悦，新的美
感，新的祝愿。让我们满怀热情与希望，
迎接更加美好的2021。愿所有人一路
向阳，无灾，无难；有深情，有厚谊；无病、
无痛，有温暖，有期盼。所念之人，平安
喜乐；所想之事，顺心如意。

读者朋友一定很想知道舞台
上逼真的雷电效果是怎样作出来
的，请容我一一道来。

闪电为雷声之先，先说说如
何打闪。

天幕上不断地突现忽明忽暗
忽近忽远大大小小的闪电，至少得由三位灯
光师配合操作。一位在剧场前方左侧的灯光
楼里操纵配电盘，不知是英语还是俄语译音，
大家都叫它“迪姆”。另外两位分别在舞台两
侧边幕后面负责“打闪”。乌云滚动和时明时
灭的电闪，是在大灯罩上套着类似走马灯的
“色（shǎi）片”照出来的。两侧的“走马灯”
朝着不同的方向滚动，照在天幕上就出现了
乌云翻滚道道闪电了，打霹雳之前那道极亮
的大闪一般需要特殊制作，在不透光的纸夹
子上刻出镂空的闪电形状，罩在几千瓦
的大灯箱外面，在灯光楼里操纵“迪姆”
的灯光师让灯光一明一灭，天幕上就现
出张牙舞爪的巨形闪电了。

雷雨往往伴随着狂风，风声又是如
何刮起来的呢？还得请来一位“风神”。
“风神”的法器，是一台和那面大鼓形

影不离的风车。它不是人们熟悉的荷兰
风车那个样子，从原理上说它很像古代传
下来的纺线车，只不过“纺轮”很厚，大约
有4个汽车轮子叠罗起来的厚度。中枢部
分有轴和摇把儿，摇动起来又像个碾子，底下
有木座托着它。“碾子”外圆横镶一片片木条，横
条之间留有透风的缝隙，又有些像放大了的空
竹。“碾子”圆筒里面除了有中轴和辐射形“车
条”之外空空的，能够起到放大声响的音箱作
用。在滚筒上面紧绷一块厚帆布，帆布连接底
座，你只要摇动轴把儿，空竹式滚筒就会发出
酷似风声的沙沙响。轻轻摇，远处似有似无的
风……慢慢摇，温熏拂面的春风……加速用力
摇，大风起兮旌旗扬……使上全身力气拼命
摇，朔风呼啸飞沙走石……

我以为“风神”这活儿很好玩儿，在某部
新戏连排时，我自告奋勇去摇风车。哪知帆
布对滚筒的阻力非常大，没摇几圈我就手臂
酸软汗流浃背了。师兄们嘲笑：“跟你说啦还
不信，这根本就不是女孩子能干的活儿！”

风是雨的头，再讲讲如何下雨。
在舞台上掌管雨水的不是龙王爷，而是由

“灯光”和“效果”两个部门的“雨仙”们共同完
成，雨线、雨滴、小雨、大雨、大雨瓢泼、雨打伞
顶、雨打门窗，乃至雨打芭蕉的后园意境……

雨，由声与光两部分组成，雨线，属于灯
光师的职责。在人类尚未发明电子化数码特
技的那些年头儿，雨线是全靠人工用“走马
灯”方式打出来的。剧中需要在哪里下雨，灯
光师就把雨灯隐藏在幕后靠近那里的合适的
地方。雨声，则由音响师率众充当“雨仙”
了。自然界的雨声是很有距离感的。要想让
观众分辨出“身边下雨”“窗外下雨”“屋檐滴
雨”“远处雨声”……再高级的立体声音响效

果也难以表现那种身临其境的感
觉。舞台上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也
得靠集体劳动。

某剧有一场幕间戏：两位革命
者深夜冒雨接头，两人对上了接头暗
号，明确了战斗任务匆匆告别……

此时大幕关闭，后台人员在换景。剧场幽暗，两
束“追光”追着两位打伞的演员，他们分别从两
侧台口出场，走到舞台中央。剧场里鸦雀无声，
观众注意力非常集中。这种静场戏很难演，特
别是聚光灯追着的“特写光圈”，任何细微的失
误都会引起放大了的观众反应。如果他俩打着
伞而伞顶没有雨声，那就等于晴天打伞显得很
滑稽。如果靠录音机播放雨声，雨声只能在舞
台上漫无目标地回荡，艺术效果差强人意。而
且“雨夜接头”是在关闭的大幕外面，离观众席

很近，如何让观众听到近在耳边的“雨打伞顶”
的声音呢？
《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法宝是铁扇，“雨

仙”们使用的是“雨扇”。所谓“雨扇”，是在一面
大蒲扇上用一根根线拴系着一颗颗玻璃珠儿，
托举着蒲扇摇动，密密麻麻的小珠子就会发出
哗哗的声响。“雨夜接头”那场戏，观众看见的是
两个人登场，其实是4个人上台。大幕后面两
侧各有一位“雨仙”跟着演员一同行走，手里摇
着“雨扇”亦步亦趋，“雨打伞顶”的声音也就跟
着演员的脚步移动了。两位演员碰面站住，幕
后两位“雨仙”也站定了一同摇动“雨扇”，两把
雨伞上方也就同时哗哗作响了。
《雷雨》第三幕“大少爷冒雨夜闯四凤家”那

场戏，大少爷和四凤拥抱时，跟踪而来的繁漪突
然推开了窗子，观众被吓了一跳。窗外电闪雷
鸣大雨滂沱。此时有道具员躲在窗外拼命摇动
“雨扇”，逼真的“雷雨大作”音响效果愈加令人
毛骨悚然。

然而，很多时候剧中下雨并不像摇摇“雨扇”
那般轻松，而是要动真格地泼水。我很钦佩演员的
付出。左杰、颜美怡夫妇都是著名演员，颜美怡扮
演繁漪，左杰扮演大少爷。他俩出场都要被雨浇
透。舞台美术行当规定，以演员脖颈为界之上归
于化装，之下归服装管理。两位演员临上场时，
化妆师端着小壶往他们的头发上脸上洒水，我
们服装管理人员端着小盆把他们的衣服撩湿。
那场戏演下来换幕时，我们捧着干毛巾帮演员
擦拭，化妆师给他们补妆。只有极短的略事整理
的时间，大结局的帷幕又拉开了……

“唐诗”，已是一个很有限定的概念，但面对近五
万首《全唐诗》，人们仍然有浩如烟海的迷茫。于是，
唐诗变成了一个不断被精选的过程。一百首太少，
三百首正好。在优中选优与接受者的承受之间，三
百首仿佛是一种平衡。这个传统，从孔子选《诗经》
即已开始。“诗三百”于是成了某种大概的定量。
《钱锺书选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是2020年

文学出版中的重要图书。它不但展开了一幅令人感
觉新颖的唐诗图景，还让我们从钱锺书基于博学的
注释中读出了许多新意。这一著作分上下两册，共
选入308位诗人的1997首诗歌。所
以本书倒不是“三百首”而是“三百诗
人”的选本了。据本书编者周绚隆“出
版后记”里介绍，本书是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钱锺书先生的“家庭作业”，是由
他选注，夫人杨绛抄写，专门送给其女
儿钱瑗的“手抄本”，并没有出版打
算。杨绛先生还曾专门写过“父选母
抄，圆圆留念”的说明。然而由于钱瑗
不幸早逝，此抄本后由杨绛先生转赠
给吴学昭女士，吴学昭女士认为应该
将此珍贵遗产让全社会分享，于是我
们有幸读到此书。

我本人对古典文学包括唐诗研习甚
浅，完全无力评价选本之优在何处，有何
特异之处。但浅学中仍然有些感想，愿与诸位分享。
“文选”是一件大事，凡选本，不可能没有选编者

的主观色彩。可以说，“选择即评价”。我前两年曾
读过清人沈德潜选注的《唐诗别裁集》，阅读中发现，
唐诗里最多的意象是酒，其次是月亮。酒简直可以
说变成了诗下笔的噱头，开篇的引子，表达情绪的
“器物”。我还试图将“别裁集”里的“酒”字罗列出
来，粗粗分类，也发现至少有十种以上情绪在其中贯
穿。十分有趣。

可我此次读钱锺书的“选唐诗”，刚读到百页，发
现“酒”字并不那么频繁出现。这是因为钱锺书先生
本人对酒无感么？但我却读到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
的字：归。以我才读到十分之一的比例看，“归”字在
钱选里的位置，有点“酒”字在沈德潜的《唐诗别裁

集》里的意思。
我先将选本前100页里的“归”列出来，共同欣

赏一下。这些诗是从唐明皇到李白29位诗人的作
品中“不完全统计”的（难免疏漏）。
计有：
宣宗皇帝：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章怀太子：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李义府：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
王绩：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宋之问：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

宋之问：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崔液：犹惜路傍歌舞处，踌蹰相顾不能归。
张若虚：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陶岘：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成。
王维：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王维：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
王维：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
王维：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王维：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崔颢：那能不相待，独自逆潮归。
刘长卿：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刘长卿：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孟浩然：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
孟浩然：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李白：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另有与“归”字词义相同或接近的“回”字如下：
王绩：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
张九龄：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宋之问：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
杜审言：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
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以上所记，“归”字共出现20次，与“归”字同义或近

义的“回”字也至少有6次之多。而“酒”字的比例，我没
数，但肯定比《唐诗别裁集》要少很多。

在全书1151个页面中，这100个页
码的“抽样调查”并不能说明全部，但我
认为这是一个看点。至少，我们可以从
中看出一点钱氏选诗的态度。这里的
归，表达的多是欲归、难归、不得归、归来
也是一过客。这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
难耐，更是一种无奈。钱锺书选诗，多选
离愁别绪，多触漂泊感怀。诗中的“我”，
大多是一个欲归不得的游子。这个游
子，可不是游吟诗人般的浪漫，多是宦游
人、出征人、离人，也有闺中怨妇、孤苦老
翁。它们展开了唐诗，也是古代中国诗
歌一个重要的情感表达方位，回不去的
故乡，见不到的亲人，归来的陌生人。内

心的渴望与向往要么得不到，得到了也物是人非，一切
都不是从前模样。进而，诗人们惆怅满怀，或做饮者，
或做隐人，或成狂士，总之，从人身到灵魂，都是一个个
的漂泊者。然而，这些表达中，又绝非虚无，并非出
世。他们在此过程中描摹现实，反映时世，关心政治，
情系家国，讴歌自然，寄情山水，构成一幅幅立体多重、
复杂多元的社会、自然、人情的画卷。

这或许就是钱锺书心目中的诗人形象，也是他眼
里的唐诗盛景。接下来的1000个页码，肯定还有更加
繁盛的诗歌情境值得欣赏。在万花筒纷呈之前，有必
要将此一点记下，以为感想。

无论如何，我很认真地推荐这本书给各位，共
赏之！

题图摄影：高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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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晶明

英勇就义
“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

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骓了！”正在
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
的汇报后，如此说。因为他与邓中夏
早年共过事，深知其品性，于是立即
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发
去一份密电：“即行枪决邓中夏。”

1933年9月19日，邓中夏被转押
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
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
的地下党组织写信道：“同志们，我要到
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
最后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

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
子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
只听狱警大声喊道：“十一号，邓中夏！”

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
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
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
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
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
泪，向他告别。“死到临头，脖子还那么
硬啊！”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
夏的脖子，企图让他低头和不能出声。
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
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渐渐远去……

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在邓
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
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
了，年仅39岁。起来，饥寒交迫的奴
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
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

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
“上大”的校园内，再次响彻嘹亮而悲

壮的《国际歌》……这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
任的瞿秋白在给同学们上“政治课”。

瞿秋白的俄语水平非常高，这是因为他
在18岁时就只身到北京考取了北洋政府的
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这个俄文专修馆
的好处是不收学费，所以对家境贫困的瞿秋
白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学习期间，瞿秋白
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又因为经常到北大文
学院旁听课程，所以瞿秋白很早就认识了陈
独秀和李大钊。尤其是参加五四运动之后，
瞿秋白便参加了李大钊组建的北京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1920年，他怀着对俄国革命
的浓厚兴趣，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
报》之邀，以报社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
科。莫斯科之行，改变了瞿秋白的人生观，
也让他从此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莫斯科的两年里，瞿秋白不仅深入到世界
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厂矿、农村、军队、
学校和百姓家庭考察采访，而且多次见到了
革命导师列宁，甚至与列宁面对面地交流。
列宁还向这位年轻的中国青年介绍布尔什维
克史和“十月革命”过程，并向瞿秋白推荐了
几本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伟大导师的面授
与教诲，让瞿秋白获得了一般中国进步知识
分子不易获得的宝贵革命经验。

一层窗户纸的事
来子笑了，说，好啊，当然好，

干事儿飒利，人也好。
但来子说完就有点儿明白了，脸

一红，看一眼高掌柜，不往下说了。
高掌柜点头说，我是想管个闲事

儿，可要说，也不能算闲事儿，你俩跟我
都不是外人。

高掌柜提这事，来子倒不意外。
来子自从来包子铺，跟小闺女儿就如同
兄妹，俩人该说的不该说的，能说的不能
说的，从来就没有忌口的事。在来子心
里，好像这事儿不用说，早晚也是这么回
事。但这时高掌柜一点破，心里还是有
点儿跳，想了想，又觉着没底。

高掌柜说，我是这么想，你俩都是好
孩子，要能两好合一好儿，不是更好吗？

来子闷着头说，您给做主吧。
高掌柜摇头说，这个主，我还真做不

了，小闺女儿比你还有主见，也得问她。
高掌柜虽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有

底。小闺女儿来铺子这几年，已经呆下
来了，没事的时候也曾对高掌柜说过，北
藕村是回不去了，也不想再回去。可她
说不回去，就得有不回去的打算。眼下
也是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总不能一
直这么晃着，是该考虑终身大事的时候
了。来子平时跟她在一块儿，高掌柜都
看在眼里，心里也清楚，应该就是一层窗
户纸的事。

但让高掌柜没想到的是，这层窗户
纸一捅破，却不是这么回事。小闺女儿
听了，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但高掌
柜看出来了，她虽没明说，意思还是不愿
意。小闺女儿不愿意，倒不是说来子不

好，也说来子好，不光好，还特别好。可这个
好不是那个好。小闺女儿说，来子好就不用
说了，人好，心好，最要紧的是脑子也好。

高掌柜问，既然你觉着他这也好，那也
好，可为嘛还不愿意呢？

小闺女儿说，他好虽好，可真要一辈子
跟他，就是另一回事了。高掌柜知道小闺
女儿有主意，可没想到，她竟然这么有主意。

小闺女儿说，我要嫁，得嫁个靠得住的
男人。高掌柜说，来子还靠不住吗？这回要
不是他，咱这铺子就完了。

小闺女儿说，我说的靠得住，不是指这
个。小闺女儿叹口气，对高掌柜说，男人要
靠得住，先得说有个好身板儿，再有本事的
男人，也得让人一看就踏实。她说，当初她
家一出事就看出来了，虽说上边还有个大
哥，且这大哥要多顾家有多顾家，可就是从
小有痨病。她爸让村里的田广泰欺负成这
样，已经弄得倾家荡产，她大哥也着急，也生
气，可干着急，干生气，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他自己还整天咳儿咳儿地咳嗽，再怎么生气
着急也使不上劲儿。小闺女儿说，来子人虽
好，也有男人的主见，更有男人的胆识，可他
这么瘦小枯干，还是让人看着不踏实。

高掌柜一听就笑了，说，瘦小，也精
神啊。小闺女儿苦笑笑，可精神也不能
当饭吃。

12 9 内疚与后悔
酒过三巡，王继才话开始多起

来，和王长杰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
话，说到伤心处，咧着嘴就哭……

王长杰听了也十分难过，他有些
自责，甚至感到惭愧，想着“是我把他送
到这孤岛上来受罪，让人家年纪轻轻的
有家不能回”。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
是王长杰这一辈子都不曾有过的。

王继才说到第一次遭遇强台风，
那恐怖绝望的两天一夜……王长杰哽
咽地说：“你给我打电话时怎么没说
呀?”王继才泪流满面使劲摇着头说：

“不能说，我不能说!”三个人说着说
着，哭成一片……

王仕花充满了母性的温柔，安抚他
说：“继才，咱不怕啊！我来了，我不走
了！我来陪你了啊！再也不让你一个人
待在这了哈！不怕啊……”

王继才猛然抬起头，瞪着哭得通红
的眼睛说：“你说什么?你不走了?！”接着
气急败坏地说道：“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
的?！”他转脸向王长杰政委大声吼道：

“是你让她来的吗?！”王长杰说：“我
这……不是……刚刚听王老师在说嘛！”

王仕花被王继才的样子吓傻了。死
一般的沉寂后，王继才一把抱住妻子，两
人放声大哭。其实，他是心疼妻子，他怎
么能忍心让妻子和他一起来受罪。王长
杰政委做思想政治工作多年，
今天，第一次感到手足无措。
他伸出大手轻轻地拍打着王继
才的肩膀，想尽可能多地给他
些安慰。此时此刻，他能够给
他们的，就只能是微不足道的

安慰了。这个岛总得有人守啊！
多年以后，王长杰意识到，自己工作一

辈子，做得最得意的工作是，派王继才去守开
山岛；做得最内疚的事，也是派王继才去守开
山岛。他们就这样聊着……哭着……聊到
了下午，王继才不得不送王长杰离岛。王继
才紧紧地拉着政委的手舍不得松开。

王仕花自上次离岛到这次回来，对丈
夫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真后悔！第一次
上岛，应该在岛上多陪他几天，那时尽管
是暑假的末尾几天，终究还是有时间的
嘛！就是请上几天假也应该呀！

新学期开学了，王仕花白天在学校上
课、辅导学生、批改作业；放学回家，还要带
孩子、帮着婆婆做家务。她尽可能地多干
活儿，劳累自己，这样躺在床上就能很快睡
着。可是，脑海里那挥之不去的，是王继才
在岛上的样子，那样子让她寝食难安。她
时常想，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儿受苦。

自从那次打听到王继才在开山岛，跟
县武装部王政委通过一次电话，她就算是

和王政委相熟了。她后来还曾给
王政委打电话，试探着要把王继
才换回来。尽管王政委没有正面
反驳，也没有表示不理解，但是，
王仕花得到的结论是，绝没有那
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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