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宋珅

12 文艺周刊

E-mail:wyzk@tjrb.com.cn

卖肉的小伙儿和卖肉的姑娘成亲了，这本
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因为这个新娘
有个爱拍刀的习惯，所以一下子就吸引了县城
好奇人的心。
新娘和小伙儿在没成为夫妻前，都在城里同
一个大棚市场卖肉。新娘姓梅，一双杏眼，俏丽而
妩媚，见人先笑，
一笑脸上就漾起一对酒窝。因为
她长得漂亮，又因为她剁肉一刀准，
人们就称她为
“美一刀”。
说到新娘的一刀准，还有段趣事：
有个犟眼子
的壮汉不信，对当时还不是新娘的姑娘说，都说你
一刀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咱打个赌，我买 10
斤肉，你只许砍一刀，如果上下不差一两，这肉摊
的肉你说个价，我全包了。超过一两，嘿
嘿，对不起，这 10 斤肉我分文不花，如何？
姑娘笑笑，点头说了一个字，
好！随后只见
手起刀落，一块肉砍下来，电子秤一称，10
斤零 5 钱。在众人的喝彩声中，直了眼的
壮汉红着脸掏出一沓百元钞，姑娘拦住了，
幽默地说，大叔，您就买您的 10 斤肉吧，您
都买去，别人买啥呀!
小伙儿姓郝，不高不矮的个头儿，
两只
眼睛炯炯有神，浑身洋溢着一股精气神儿，
举手投足都令人感觉帅气。他不爱说，但
爱笑，使人倍感亲和，人们都喊他“好小
伙”
。小伙儿最拿手的活儿是剥皮剔骨，只
要顾客吩咐，手握牛耳尖刀，双手飞快闪动，尖刀
如龙腾蛇游，顷刻间皮落骨离，看得人眼花缭乱，
赞叹不已。
两个人隔着一条甬道，肉摊相对，
这对顾客来
说，肉买谁家就在转身之间，
但对卖家来说却是舍
取之别，堪称是近在咫尺，
有喜有悲的竞争。俗话
说，同行是冤家，出人意料的是，两人却在日复一
日暗使劲儿的竞争中，相互有了好感。
服过兵役的小伙儿，有着军人的豪爽和评判
标准，在目睹一件事后，
姑娘就成了他心中敬佩的
女神。那天，刚出摊不久就下起了小雨，买肉的人
都很着急，姑娘的老主顾多，忙得不亦乐乎。突
然，一个光头男子挤到就要到个儿的一个小姑娘

秋浓时，落叶像一群找娘
的孩子，
在路上东跑一阵，又掉
头西跑几步，然后原地转几个
圈儿，伏在地上寻找着、追索
着。远方的田野退去绿意，调
色板上大片的枯黄，任由秋风
东抹一道、西涂一片，草叶、芦
叶、玉米叶、豆子叶、花生叶等，
这些弃儿们于低洼处挤作一
团，
或依偎在秸秆根旁，或缠绵
在秋风中。
每当踩在铺满落叶的
路上，望一眼田野里的荒
草、秸秆，我都会为这些曾
经农家院里的功臣惋惜。
因燃气入户、电锅普及，枯
叶们无缘再登堂入室，燃
烧至饭菜香，听不到农人
笑，更不会被孩子们的小
手捋、挠、抓。整个冬天流浪在
风里、雪里，没有人为它们盖上
芦席，
防御风吹雪打，更逃不出
零落为泥的宿命。
我心疼、惋惜这一地好柴
的同时，更是惋惜远去的那段
童年岁月。小伙伴一起拾柴
禾、挠树叶的身影，清晰得仿
佛就在眼前，背着柳条筐的孩
子看到如此之多之厚的落叶，
欣喜之情立即从大脑发送到
眼睛和手脚，他们迅速占领有
利地形，放稳筐子、甩开竹耙、
弓下身子，浑身之力全部用在
胳膊和手腕，耙齿如梳，挠一
堆在脚下，挪一耙远后，又迅
速挠出一堆。
拾树叶在拾柴禾里是最轻
省的，拿个口袋把挠成堆的树
叶装进去一些，
两脚进去踩实，
装一些再踩，
待半袋子高时，脚
站不上去就用两手揪着口袋口
儿，
使劲往下墩口袋，装满压实

前面，嚷着有急事要先买肉。小姑娘见光头男凶 疑惑了，这哥们儿是不是脑瓜子有病啊？等老太
神恶煞的样子，惊恐地往后退了退没敢言声，众人 太离开，她忍不住去问小伙儿：
“ 你的账算差了
在认真地阅读武
大概是在 2017 年，我参加过一次武自然的诗歌
自然的诗集《啊哈嗬
作品研讨会，从此我们经常联系，
成为好朋友。他是
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忍让。不料，正在卖肉的姑 吧？”
“差了吗？”
“四八不是三十二元吗！”
“对呀！”
娘瞟了光头男一眼，威严地说了一声：
“后面排队 “那你咋四八二十四元呢？
“
”啊，这事……”
小伙儿
咿》之后，
我有了如下
内蒙古人，现在居于天津。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豪
去！”
光头男知道姑娘在说自己，当即恼火：
“耶嗬， 没有隐瞒，和她讲述了实情。
几点感受：
爽而细腻，又有着古代游吟诗人的气质。说他热情，
别人都没意见，你咋呼啥？我今天还就……”
话没
原来，老太太是小伙儿的老乡，在村里时曾住
一是清新自然的
真是如此，虽然他是内蒙古的汉族人，但是他可能比
刘
说完，就听“啪”的一声，姑娘把刀拍在了肉案上， 过隔壁。她有一个女儿在县城工作，上了年纪后
文本表达。
《啊 哈 嗬
我这个蒙古族人还爱或者了解内蒙古那片草原。在
笑
手指门口喝道：
“后面排队去！”
光头男一看姑娘脸 老太太就和老伴儿搬到城里，与女儿一起住。不
咿》这本诗集，
延续了
他的诗集《啊哈嗬咿》前言里，他说到对故土以及蒙
伟
色，有些胆怯，悻悻地去后面排队去了。谁知，就 料，女儿因工作调动又去了市里，
老太太每次来买
诗人一贯清新自然的
古族的挚爱和感恩，我是第一次听一个汉族人有这
在光头男买了肉要离开时，姑娘又把他叫住，道歉 肉，经常犯糊涂算错账，
小伙儿怕老太太产生心理
风格。武自然的诗， 样的表述。还有母亲对他说的话。所以，即使他离
说：
“这位大哥，我刚才态度不好，
您多原谅呵。
”
光 负担，便故意少收钱，有时甚至不收钱，即使后来
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
开内蒙古，他的心依然留在那片草原，成为他诗意的
头男一时没醒过味儿来，愣了一下，
然后一挑大拇 调价，也是这样算账。说起这些时，
小伙儿动了感
诗，而是属于
“清水出
源泉。像我们这个年龄，已近六十岁的人，总会想起
指：
“妹儿，哥服你了！”
情，眼睛有些湿润，姑娘听着也被感动了。啊，多
芙蓉，天然去雕饰”
的
故土，有时候会不自觉流下思乡之泪。我离开内蒙
么有情有义又不事张扬的男人啊！姑娘再
自 然 之 诗 、清 新 之
古四十多年了，我常说：不是我离故乡越来越远，而
看小伙儿时，就有些含情脉脉了。
诗。若用树木来比喻，他不是深邃的、幽暗的
是故乡越来越离我远去。故乡已然不是那个时候的
故乡，它的变化让我们陌生，
所以我们回望或者书写
姑娘和小伙儿毕竟是农村来的孩子， 森林，也不是生长奇花异草的树林，而是“疏
林”
，
正是王昌龄诗作中的
“疏林月微微”
的那
的，其实是我们童年的故乡，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就
搞对象没有城里人的开放劲儿，都不好意
思开口表白。有一天，没有顾客，姑娘就
种感觉。要用水来比喻，他的诗既不是波澜
像画家朝戈的画，他笔下的草原，甚至人物，其实在
瞅小伙儿，怎奈小伙就是不瞅她。姑娘觉
壮阔的大江，也不是水流湍急的大河，
而是王
现实中已经没有了，它们只是一种记忆，由记忆转换
李振起
得失落，就把玩自己的砍刀，不料一走神
维诗中所说的
“清泉石上流”
那种清澈舒缓的
成了诗或艺术。包括武自然的诗，是一种记忆，是一
砍刀掉在了肉案上，
“啪”的一声把自己吓
小溪。他的诗，具有自然之美、古典之美，从
种想象，所以更珍贵，
了一跳不要紧，把小伙儿也吓了一跳。小
某种程度上也省去了现代诗的复杂性，直接
也值得我们去研究。
伙儿抬头望过来，见姑娘正吐着舌头桃腮
抵达生命的本真。如他在《雪天，我的草原》
2018 年，我邀请
一诗中，仅用了 6 行诗，便写出了对草原的深
武自然参加了我的
绯红地瞅他，马上心领神会。嘿，此后姑
情和依恋。我认为现代诗发展到今天，诗人 “白马照夜明，
青山无
娘脑洞大开，小伙儿也心有灵犀，拍刀就
成了他们传情送爱的信号，姑娘因此也养
们不应该挤在一条西方化、受翻译诗影响的
古今”
水墨艺术展，
他
这一幕，被对过肉摊的小伙儿看个满眼儿，好 成了爱拍刀的习惯。巧的是，小伙儿有个同村的
道路上，不是写得越复杂、越现代就越好，而
来了，并写了两首诗
兴 安
一个侠骨柔肠的姑娘！小伙儿心里敬佩不已，夜 发小儿，和姑娘是同学，便给他们两人牵线搭桥， 是要抵达生命的纯粹和本真。武自然的清新
对我的画作给予赞
里竟然失眠了。而姑娘呢，一开始对小伙儿并不 因为早已互相倾心，自然是水到渠成，小伙成了
自然之诗，不失为一条继承古典田园诗、开辟
扬，我答应给他画一
待见，直到一个买肉的老太太的出现，
才对小伙儿 丈夫，姑娘做了新娘。
自然清新之境的新路。
幅马，
可至今也没有兑现，
他的新诗集却已出版了。本
刮目相看。
结婚后，小两口依然卖肉，但不再去大棚市
二是地域文化的诗性写作。
《啊哈嗬咿》是
来我要去扬州开会，
但我不能错过一个老乡、
一个好朋
那是一个老太太来买肉，她买了 3 斤，当时还 场，而是承包了一个门脸儿，联系了一家大猪场， 诗人的第三本诗集，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在于它
友的邀请，
只能为他改签机票来开研讨会，并连夜为
“放心肉直营店”
。因为小两口在大棚市场
是 8 元一斤，结算时，听到小伙儿唱账道 ：
“ 三八 开了个
的地域性写作。诗人都有自己心灵的故乡，
能
他画了一幅马送给他——祝贺他的诗集研讨会成功。
一十八元。”她没有言声，心里却窃笑，嘿，跟哪个 卖肉时不缺斤少两，口碑甚好，
所以尽管肉店的位
够找到这个故乡并诗性地呈现出来，
是成为一
这是一本非常有想法的诗集，包括蒙古文的书
师傅学的小六九啊！照这样算账，把媳妇都赔出 置有些偏僻，但顾客都闻讯而来。小两口不但卖
个成熟诗人的重要标志。在诗集《啊哈嗬咿》
名《啊哈嗬咿》，尤其是其中有几首诗的蒙古文翻
去！可等到下一个顾客买肉，也和老太太买的一 肉，还增加了预约送肉、免费加工等服务项目，每
中，诗人以一百多首抒情短诗，
为我们吟唱出
译，让我感动。这种蒙汉对照的方式，无疑也会让
样多，分明听他唱账是“三八二十四元”，咦，没有 天忙碌得很，心里却很快活。
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然之歌、心灵之歌、人文之
只懂蒙古语的人读到他的诗，既有装帧的艺术感
错呀。大约隔了半个月，老太太又来买肉，这次买
小两口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令人赞叹又羡
歌，
既写了大草原的自然风光，
也写了马头琴、
觉，又有实用的意义，非常之好。他的诗也是富有
4 斤，又听小伙唱账：
“ 四八二十四元。”姑娘这回 慕。不过，细心的人们发现，新娘生气或着急时， 蒙古族民歌、酒文化，
更写出了蒙古马精神等
蒙古族民歌的特点，比如段落里一些语句的重复，
仍然会拍刀，于是就有人担忧：唉，他们成夫妻好
更高层面的东西，这些诗句组合在一起，
构成
一唱三叹，这是蒙古族民歌常用的表达情感的方
是好，可天底下哪有锅边不碰碗勺的？你们看看
了对大草原的热情讴歌和精神发掘。读这部
式。而且，他的用词非常平白朴素，很少用复杂的
后 扎 紧 袋 口 ，用 竹 耙 拉 着 回 里面，等筐满绳平时，
常常忘了
那堆家把式，那可是短刀、尖刀、大砍刀的呀，两口
作品，感觉到很深的文化内涵，
也学习了很多
词或意象，简单而直指事物的本源与情感的触发
家。有时走在路上，我们也会 来时的方向，蹦几蹦高不过芦
子一天到晚比划刀子，和和气气咋都好说，要是吵
人文知识。可以说，
这本诗集像一座小小的蒙
点，这是谁都能读得懂的诗。还有一个特点是，他
拿一根铁条，见到零星树叶便 苇，喊几嗓惊飞迟归的鸟儿，
芦
架搂不住火儿，可就麻烦啦！对此，有人附和，也
古族文化博物馆，在里面能够发现很多知识， 的诗里经常有内蒙古地名，因为内蒙古地名的本
扎过去，一片一片串上铁条，
扎 苇如重兵林立将我们包围。东
有人反驳：
咳，
人家女的拍刀，是谈恋爱的暗号，现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身 ，就 蕴 含 着 诗 意 并有 蒙 古 语 的 发 音，甚 至 形 象
得像个鸡毛掸子一样，回家捋 闯一段不对，西突一段还是找
在小两口睡觉都一个大枕头了，有啥事，枕边风一
三是人生哲思的灵动思考。他的诗里
感。这些诗歌基本上是押韵的，中国古代不合乐的
到自家院子里。虽然一口袋树 不到出路，
恐惧感油然而生，眼
吹就 ok 啦！再说了，拍刀只是个习惯动作，能有
面，不仅仅止于这些对自然的描述，
还有一些
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所以他的诗歌更多的是有
叶只能烧开一壶热水，但积少 泪 噙 满 眼 眶 ，无 助 中 只 有 冷
啥事呀！新娘听到了人们的议论，知道自己这个
升华，使诗歌上升到了对人生的哲思。像
“爱
歌 的 成 分 。 很 多 可 以谱 曲、哼 唱。 比 如《啊 哈 嗬
习惯成毛病了，不好，就努力控制自己不再拍刀。 是温馨记忆酿出的歌，感恩是泪水绽放的花
咿》。此外，他的诗具有现场感，感觉他随时随地都
成多，点滴星火在漫长无煤的 静。芦苇地再大也有边际，背
冬天也是珍贵的。
着筐子朝一个方向踉踉跄跄跑
一晃半年多过去了，人们还真没有听到新娘的拍
朵”这样的诗句，在清纯自然之中，达到了诗
在记录和书写诗歌。其中，有些诗我们能感觉他在
刀声。不料，就在人们以为是“杞人无事忧天倾” 作表达的完整性、自然性和哲学思考，
这是很
现场，如看到一片草原、观察一朵花、听到一首民歌
那时，每家外屋都有两个 去，等走出重围，才发现背道而
时，新娘竟又连续拍起刀了。
重要的。再比如，
《花儿》
《昂贵的心》等诗作，
长调，他能马上进入写诗状态，并且迅速将你带入
大灶塘口，就像两张吃不饱的 驰，
离家已是十里地远了。
挠完苇叶和树叶，田
第一次拍刀，是由于和丈夫发生了争执。庚
将哲思含蕴于鲜明的艺术形象之中，很好地
诗的意境之中。感觉他就生活在诗中，比如读《马
子鼠年，
新冠疫情肆虐，
一开始，
人们认为这病毒很
继承了中国古典哲理诗的传统，短小精悍，催
儿你为什么忧伤》
《夏夜，我想那草原》
《草原上的歌
地里基本上空空荡荡，空
遥远，
并不在意，
当县城发现了几例疑似病例后，
人
人思考。
儿》等，都有这样的感觉。
旷得何时何地都能望见村
庄炊烟，捡一掐短小的芦
们开始提心吊胆，防控也格外严格起来，
居民小区
苇秆，拾几根被风折断的
都在号召居民宅在家中不出门，
那个曾与丈夫同村
郝秀苓
的老太太打来电话，说老伴儿患病了，
想吃他们卖 人商谈起来。新娘一边招呼着顾客，一边听着他们 得体，像是哪个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新娘微笑着
树枝，拔一拔干透的玉米
的黑猪肉。疫情期间，小区管控有规定，
两天出去 的谈话，隐约就听哥哥对丈夫说，如果生意成交，油 问道：
根、向日葵根，
拾柴禾好像
“ 欢迎您，买肉啊？”
“不，我不是来买肉的。”
买一次菜，老太太出去时被执勤人员劝回来，
老头 水非常大。新娘疑惑了，猪肉紧缺，
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义
猪贩子让这么大 “啊，
那您是？
“
”我是来替人还愿的。
“
”还愿？”
新娘心
子却发了脾气，说今天就得吃上肉，
不给肉吃就绝 利图的是啥？这里面不会有猫儿腻吧！这样一想， 里纳闷了：
大嘴，树枝、秸秆、玉米芯、枯叶 务，没有大人催促和监督。每
“咱们认识吗？”
中年妇女摇摇头说：
“不认
食！老太太只好打电话请求送肉上门。
子等，来者不拒，从不挑食，给 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柴禾
新娘便当着推销人的面问哥哥：
“哥，这是哪里的猪 识，但我认识你的爱人……”
正在这时，
丈夫回来了，
谁去送肉？小两口有了分歧。过去都是丈夫 肉？我们经营的可是正规渠道的猪肉，是老百姓的 他惊喜地朝中年妇女伸出了手，原来这位是那老太
啥吃啥。为了喂饱这两张大 垛，麦秸一层一层码成圆圆的
去送，但这次新娘不同意了，
她对丈夫说：
“这次病 放心肉啊！”哥哥不耐烦地说：
嘴，地里粮食不但颗粒归仓，
秸 囤状，顶上抹上泥巴防雨雪浸
“你问那么细干啥，还 太的女儿。见状，邻居小妹放心地走了。寒暄了一
毒很厉害，而且人传人，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不 怕钱咬手哇！”新娘一听哥哥这样说，心里立刻警觉 会儿，中年妇女从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了小伙
秆也会像宝贝一样，一根都舍 湿，玉米秸秆一捆捆、一圈圈相
不得丢弃，每一块地都被大人 拥而立，芝麻和向日葵秸秆捆
“我告诉你，
这买卖咱不做！”
哥 儿。小伙儿疑惑地打开纸袋，啊，
钱！中年妇女语调
能去，这次就我去吧！”
丈夫摇头说：
“你知道，我是 起来，转身对丈夫说：
搂耙得干干净净，纵使有野火 成一顿饭一捆的量，这是过年
个军人，这节骨眼儿上男人猫在家，
叫女人出去冒 哥急了：
“哎，我们都说好了，
你瞎搅和啥！”
丈夫不敢 深沉地告诉他们：
“我的母亲去世了，这是她留给你
都不会延绵三尺。
煮饺子的硬柴。
风险，这不是军人的做派！”
新娘见说不过丈夫，一 惹大舅哥，就劝妻子先少进几头猪。
“不进！”新娘生 们的，说她虽然没多少文化，可心里有数啊！临终
拾哪样柴禾，去哪块地里
深冬初春，地里没有可拾
着急，就把手中的刀“啪”地放在了案板上。这一 气地把刀往肉案上一拍：
“ 一头也不进！”
“ 哎，你还 前，她拉着我的手反复嘱咐：这钱，一定要给你们送
拾，全凭我们自由发挥，
风小树 的柴禾了，孩童们就在房前屋
拍不要紧，不但把丈夫吓一跳，
连隔壁开烧鸡店的 拍刀耍横了你，我这不是想为你们多挣点钱吗，好 到，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啊！”中年女人说着便落
叶薄，我们就去芦苇荡里挠芦 后，柴禾垛旁拾些被风旋在一
“ 为我们好？这 泪了，小两口听后也湿润了眼睛。
小妹也被惊动了。本来，隔壁小妹知道他们夫妻 心当成驴肝肺了！”哥哥也恼火了。
叶。秋风来临，芦花纷纷扬扬， 起的柴末，游戏着打发漫长的
晚上，小夫妻睡不着，一直商量到深夜，还是新
特别恩爱，听他们争吵时并没有在意，但一听刀响 是为我们好吗？”新娘指着那块“放心肉”的匾牌说：
长长的芦叶无声地掉落，厚厚 冬季。街边巷口就会出现一个
明天，
把这笔钱捐给考上了大学的贫困
了，就忍不住跑了过来。新娘不好意思了，连忙向 “我们承诺的是放心肉，可这肉连我们自己都不放 娘的建议好：
地积聚在芦苇密密麻麻的根 小小“儿童摊”，孩童拿出好看
小妹解释，是自己一着急才拍了刀。劝走了隔壁 心，人家买肉的能放心吗？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牌 学生吧。丈夫眼睛一亮，像又听到拍刀的暗号声那
部。我们侧扁着身子穿行在芦 的泥模儿，挖来胶泥扣新模，
新
小妹，新娘笑着对丈夫打趣说：
“你看，
连邻居都被 子吗！我的哥啊！”来人一看事儿不好，急忙拽着新 样，激动地把新娘拥在了怀里……
苇里，手顺着每根芦苇间的缝 模排列成行，图案有人物、有花
本版插图 张宇尘
惊动了，我的刀不能白拍呀！”然后不容分说戴上 娘的哥哥就走。丈夫见大舅哥生气走了，急忙追了
隙，五指张开如耙，
挠一把一把 鸟，栩栩如生，
勾引无处安放的
口罩和头盔，朝丈夫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骑上 出去。新娘也有点后悔，有话慢慢说嘛，拍
的芦叶入怀。从芦苇地边缘 幼小灵魂和身躯，摊主一边扣、
哪家子刀啊！
装着黑猪肉的摩托车飞驰而去。
挠，一心双眼都在芦叶上，
哪顾 一边唱：
新娘正自责之时，隔壁卖烧鸡的小妹急
第二次拍刀，竟然是对自己的娘家哥哥。春
得上周围密不透风的苇秆，头
拾柴禾，换模儿来，
暖花开了，新冠疫情缓解，转为常态化管理，买肉 急忙忙地跑过来，紧张而小声地对新娘说：
顶飘飘洒洒的芦花、一抹蓝天、
来晚了都走了，
外面有人正在打听你们呢！”
听说有人
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猪肉一时供不应求。一天，“梅姐，
几缕云烟。不出几天，边边缘
拾得多换得多，
刚吃完午饭，新娘的哥哥忽然来了，
还领来个推销 找上门来，新娘倒没有害怕，不做亏心事，怕
缘已挠过，渐渐深入到芦苇荡
大风底下柴禾多……
猪肉的人。猪肉正紧缺，此时有人找上门来推销， 啥鬼叫门呀！正要迎出去，外面的人已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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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打扮很是庄重
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丈夫就与大舅哥和那个 了店门，是一位中年妇女，

读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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咿
》

卖肉的小两口

谈诗集
《啊哈嗬咿》

远去的拾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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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教员

那天，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
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
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
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
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
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
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
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就
是后来领导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取
代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后来又犯过盲动
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许多文艺
工作、在文艺战线有过卓越贡献、同鲁迅
建立过深厚友谊的瞿秋白，就是那个在
国民党牢狱中从容就义的瞿秋白……

革命者
何建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
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
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
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他在
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
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
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
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
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
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
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
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
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
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
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
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
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丁玲回忆说：
“瞿秋白讲苏联故事
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过
去在平民女校时，也请另一位从苏联
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
大不一样，一个像瞎子摸象，一个像熟
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
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
候，他的话就更多了。我们就像小时
候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他对
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游西荡的生活，对
从印象深刻，到影响人生，丁玲在“上
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抱着极大
的兴趣听着、赞赏着。他鼓励我们随 大”时从职业革命家和文艺家瞿秋白身
他们去上海，
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
” 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方向——
丁玲到了“上大”后，比较了许多
“大师”
级老师，最后得出结论：

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
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
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
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
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

因为是寒假，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
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穿着一件舒适
的、黑绸的旧丝棉袍，据说是他做官的祖
父的遗物。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
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也写过一首给我，说
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谢
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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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升国旗

从那以后，怕有危险，每天出去
巡逻，夫妻俩都一起去。刮风下雨
时，怕滑下山崖，他们就用背包带子
拴在各自的腰间，
互相拉着。王继才
已记不清从山崖、瞭望台上摔下来多
少次了，他曾摔断过三根肋骨，还曾
两次被山上滑落的飞石砸中。
岛上没有电，
过去守备连驻岛有
军用发电机，撤离时全部撤走了。太
阳一落山，岛上一下子就黑了下来，两
人对着一盏马灯百无聊赖。开山岛的
夜晚特别漫长，王仕花就想，继才一个
人的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王仕花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想孩
子，
一想到孩子就抓心挠肝地难受，
眼泪
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时候，
如果王
继才不说话，
她就一个人默默地流眼泪，
枕着湿漉漉的枕巾入眠。有的时候，
王
继才看王仕花躺床上不作声，
就知道她
又想孩子了，
刚要安抚她两句，
王仕花就
再也忍不住了，
“哇——”
的一下子就哭
出声来，
结果两口子抱头痛哭一场。
王继才安慰王仕花说：
“等有船过
来，
你就回去一趟，
天也快凉了，
带些厚
衣服上来。
”
他是想给她点盼头。
在岛上升国旗，是在王仕花上岛
后才开始建立起来的庄严仪式。王仕
花在学校时，每到周一都会举行一次
较大规模的升旗仪式，平常每
天也都有升国旗仪式。夫妻
俩一合计，开山岛是应该升国
旗。开山岛虽然小，但它是祖
国的领土，必须插上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

两个人的五星红旗
郑晋鸣
江西高校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王继才就和王仕花选址，
升旗台要选在
岛上的制高点，那就定在观察哨的哨楼顶
上。可是，
拿什么做旗杆可难住了夫妻俩，
他
们先到处找能当旗杆的杆子，
到处翻腾才找
到两根竹竿子。岛上风大，
升旗台又在制高
点上，
首先旗杆要扛得住海风，
然后怎么才能
把竹竿固定在哨楼顶上呢?这更是把人给难
住了，
他们想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最后，
实
在没办法，他们只好把国旗插在门前栏杆
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
他们就想到
了一个办法——用混凝土浇筑一节铁管固
定在哨楼顶上，再把旗杆插进铁管里。
说干就干，王继才马上就找渔民弟
兄帮忙弄一些水泥和沙石，水泥和沙石
很快就给运上来了。他们成功地用混凝
土浇筑了固定的旗杆底座，旗杆完全被
固定住了。一切收拾停当，已经是 1986
年 9 月 30 日了。
1986年10月1日国庆节，
早晨5点，
天
刚蒙蒙亮，
王继才和王仕花就扛着鲜艳的五
星红旗，
走向小岛后山。他们健步登上一层
层台阶，登上哨所楼顶，只看见一
轮红日从海平面喷薄而出。王继
才双手高擎着五星红旗，挥舞手
臂，展开国旗，庄严地将旗杆插进
旗杆底座，仰头看着展开的国旗，
随即沙哑却响亮地高喊：
“敬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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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洋铁壶里“加料”

可这水坑的水不干净，
一到夏天净
跟头虫儿，
还又咸又苦，
经常漂着死猫死
狗，
所以稍微能吃上饭的人家儿就都买水
吃。水铺用水车去南运河把水拉来，
烧开
的卖开水，
不烧的就卖凉水。多老板的祖
上经营水铺生意，
虽不是高门大匾，
却也
做得风生水起。到多老板这一辈，
虽然英
国人已把自来水厂的水管子从英租界接
到城里，
又从城里一直接到了北门外，
但这
自来水还是不如南运河的河水，
有一股怪味
儿，
沏了茶像药汤子。后来才知道，
是漂白
粉，
人们就把这种自来水叫
“洋胰子水”
。有
人说，
喝了这种洋胰子水生不出孩子。所
以，
街上的人们就还是宁愿买水铺的水吃。
多老板的水铺生意也就并没受洋人自来水
的影响，
渐渐从宫前街到西头湾子，
已经有
了几家分号。单街子上的这个水铺就在河
边，
不用水车拉水，
平时也就只让两个伙计
看着，
一个管挑水，
另一个管烧水卖水。挑
水的伙计叫傻四儿，
烧水卖水的伙计叫李十
二。傻四儿是个哑巴，
腿也有毛病，
走道儿
一拐一拐的，
但有膀子力气，
胳膊伸出来像
两个小车轴，
且爱看练武的，
每天挑够几十
挑儿水，
再吃饱喝足，
就跑去河边看蜡头儿
胡同的刘大头带着徒弟耍石锁。水铺里只
剩了李十二。这李十二比傻四儿小几岁，
但
脑子比傻四儿灵。有一回，
杨灯罩儿从这水
铺门前过，
看见李十二站在灶台跟前，
正往
一个洋铁壶里放东西。这李十二个儿矮，
灶
台本来就高，
这个洋铁壶又大，
就得踮起脚
尖儿，
看着挺费劲。杨灯罩儿这时没正经
事，
整天在街上闲逛，
蜡头儿胡同离单街子
也近，
经常溜达过来，
跟这个叫李十二的小
伙计也就半熟脸儿。这时就站住了，
往里看

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

了看，
觉着好奇，
有心想进去问他，
往壶里放了
嘛东西，
但又想想，
就走到街对面，
等着看到底
是怎么回事。一会儿，
就见
“三德轩”
茶馆的伙
计来了。这伙计叫财发，
是津南咸水沽的，
跟
李十二是同乡。刚才街上有个推车卖酸梨的
跟主顾矫情起来，
说着说着急了，
还动了手
儿。这财发最爱看打架的，
就把手里拎的洋铁
壶放在水铺，
跑去看热闹。这会儿热闹看完
了，
就回来拎上洋铁壶走了。杨灯罩儿站在对
面的街上看了半天，
还是没看明白，
于是就走
过来问这李十二，
刚才往壶里到底放了嘛东
西。李十二一见杨灯罩儿看见了，
脸色登时
变了。杨灯罩儿乐了，
说，
你别怕，
我只是随
便问问，
这街上的人都知道，
我不是个爱多事
儿的人，
可你要是不说实话，
后面真出了嘛事
儿，
倘有人问起来，
我可就保不齐得说了。
李十二听了，
眨巴着两眼看着杨灯罩
儿，
意思还是不想说。杨灯罩儿又说，
刚才
这孩子我认识，
叫财发，
是三德轩茶馆的伙
计，
我经常去三德轩喝茶，
不光认识他，
还认
识那儿的于掌柜。李十二一听，
知道再想瞒
也瞒不住了，
这才跟杨灯罩儿说，
三德轩的
于掌柜不够意思，
自从他的茶馆儿开张，
一
直是用这边水铺的水，
多老板也交代过，
既
然是老主顾，
一定得关照，
价钱也就比别人
都低，
这几年，
就是南运河见了槽子底，
别人
来了不给水，
也从没少了他三德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