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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的日子似乎过得飞快，转眼“大寒”已过，“立春”将临，然而我对冬
日的景观却有种目不暇接的感觉。上周末文友L君打来电话，约我一起去我
市的东湖公园散散心，遂欣然前往。
进入园区，感觉周遭世界很是沉寂，没了春日的浓妆艳抹，没了夏日的热

烈喧闹，没了秋日的窃窃私语。瑟瑟北风吹打着林木，无边落叶萧萧而下。举
目远眺，繁华尽落，只剩下满目沧桑。按以往的积习，我们先是沿湖区廊道走
近一片荷塘。荷塘中的景象刹那间让我们心中为之一振：以往清澈的湖水已
经结上薄薄的冰层，但看上去依然粼光闪烁；冬日朝阳映衬下的枯荷，在凝寒
的北风中风骨依旧，残破的叶片，筋脉仍与枝干相连，搭配成一簇簇类似雕塑
的造型，犹如铁铸般傲然挺立着；那一枚枚造型玲珑精美的莲蓬，有的还由干
枯的荷杆支撑着，有的虽与荷杆一起倒进了水中，冻进了冰层，但在光洁可鉴
的冰层上显现着苍褐色成熟的凄美。啊，这冷峻、静雅、清纯的景致，不啻是自
然界迎接严冬的一种仪式！难怪当年李商隐发出“留得残荷听雨声”咏叹的
近千年之后，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对此还煞是喜欢呢。
作为文明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历来是讲究仪式的。以我粗浅的理解，所谓

仪式，即人们对自己生活和经历中的某些事件或场景，所怀有的那种庄重、敬
畏、虔诚的心理状态。仪式感会让人在
看似平凡琐碎的日子里，寻觅到诗意和
前进的方向。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通
过对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细微体认，为
我们总结出了诸多依时令生息的古老时
尚，其中包括一年之中丰富多彩的节日、
风俗、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等等，从
而使得岁月在我们的生活中刻下了一道
道印痕，或深或浅，或隐或显，久而久之
约定俗成，即成为了一种通行的仪式。
还有，伴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发展，
时时会有些事件、场景成为我们民族和
人民共同的记忆，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
中也不乏会有更多的奇思妙想留存于自
己记忆的底片。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对
这些带有仪式感的元素倾注了大量绘声
绘色的文学书写，更让其赋予了丰富的
情感和愿望，显得多姿多彩起来。如此
而已，一年四季，春秋代序，国人尊崇的
仪式多得难以胜数，仅就“冬”而言，就难
叙其详。

按许慎《说文解字》：“冬”，“攵”为
“古文终字”，意思是“四时尽也”，也就是
说，冬为年之终。从农业生产来说，春
种、夏锄、秋收、冬藏，冬是收藏的季节。

尽管“冬日烈烈，飘风发发”，但是“未有深冬未有春”，冬天的降临标志着春天
不远了。因此人们对冬的景仰也蕴含着对春的期盼。上古时期的迎冬仪式十
分隆重，内容也极丰富，仪式之后还要举行一系列活动，如“赏死事，恤孤寡”，
等等，许多文人雅士纷纷书写《冬日可爱赋》。按古人“冬藏”之说，在冬季寒冷
的天气里，身体也需要储存足够的能量，通过调节饮食，适当健身锻炼，补充生
理之需求。如北方冬季中的两个节气“立冬”和“冬至”，仪式大多是吃饺子，南
方则喜食鸡鸭等温补之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话一年的收获，享受冬季温
暖惬意时光。而众多的文人雅士们则各有自己冬季休闲娱乐的方式。唐代诗
人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期间，属人生的低谷阶段，但是他坦然豁达，在一个寒风
凛冽的夜晚，赋诗邀好友小酌：“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
一杯无？”有热酒，有火炉，有朋友，并能边饮酒边赏雪，如此过冬的仪式感，真
该让人心驰神醉。类似的越冬仪式不胜枚举，如宋代诗人杜耒在《寒夜》诗中
写道“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
同。”黄庭坚的《驻舆遣人寻访后山陈德方家》诗云：“江雨蒙蒙作小寒，雪飘五
老发毛斑。城中咫尺云横栈，独立前山望后山。”这感人至深的诗句，让人在搅
天风雪、水瘦山寒之际读来，也会如沐春风般的温暖了。细数悠长的岁月中，
国人在寒冷的冬季中那些越冬的仪式，似乎要较春、夏、秋三季多了一些，盖因
冬季属“一季连双岁”，正值承上启下的岁尾年初之际。一个大“年”，仪式就
“胜却人间无数”，还有“年”前那个“冬至大如年”，都属辞旧迎新。“一无复始，
万象更新。”我十分喜爱杜甫的那句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节一到，日晷渐长，阳气始生，时日催人。因此无论是公历的元旦也好，农
历的春节也罢，总之，在这个寒冷冬季的尽头，一轮新年初始的太阳将在地平
线上冉冉升起，人们当然会有更浓重的仪式感，剪绿裁红，欢歌笑语，去把“新
桃”换“旧符”了。
人在社会上生活，周遭世界就是自己的世界，你对世界的态度决定了你会

拥有怎样的世界。所以真正的仪式感，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从独乐乐到
与众人共乐乐的生活方式。不辜负生活，不辜负自己，不辜负身边每一朵盛开
的鲜花，不辜负每一刻静美的时光，面对一年一度的寒来暑往，时时伴有一种
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这才是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
年终岁尾，是盘点人生，领悟生命的驿站。这些年来，我曾一次次地到乡

村、企业、开发区去采风，感受着基层群众的风采和他们紧跟时代拼搏前行的
脉动。岁月飞逝，人生苦短，但“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已经开启
的2021年，将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也将进一步自醒自悟，以新的姿态，昂扬
虔诚的仪式感，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寻觅更多的诗意，尽心竭力为伟大时代作
更多更新更美的书写。
题图摄影:常虹

人们常说老人对眼前的事记不住对过
去的事忘不了，还真是这样。“隐身幕后”这
组文章即将收尾之时，倏地忆起往昔一个
细节：1959年8月3日清晨，小雨，我去天
津人艺报到。黄色桐油布包裹着行李，网
兜兜着洗脸盆洗漱用具。换乘了两路公
共汽车在用炉灰渣子铺成的气象台路下
车，我问路才知向前方还要拐到石子小路
平山道。只见马路对面来了个骑车人，问
我是不是去人艺报到的新学员。他调转
车头执意帮我驮行李陪我到剧院门口，才
转身骑车去办事了。后来我才认识他，竟
然是副院长刘朋，也是一位进城干部！事
儿虽然不大，却为一个15岁女孩独自走
上社会挥洒出第一笔温馨的色彩。

因为我8岁时父母就离异了，我是和
《简·爱》女主人公一样在寄宿学校长大的，
表面顽皮大胆，内心脆弱敏感，渴望友情温
情。性格有些怪癖，绝不怕别人对我坏，却
受不了别人对我好。滴水之恩，虽然不一
定有报答之机，却牢牢久记。好人忘不了，
坏人恶人早已蔑视、漠视、忽略。有我这种
心态也是一种福气，常常感恩自己这辈子
一路遇天使！

有人说我是文坛福将，一点儿也不
假，我的黄金年华正巧赶上了剧院的黄金
巅峰时期。剧院领导、导演、主演、美术设
计师们都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专家，也带出
了我们这一代精兵强将。我最大的福气
还在于虽然身处“政治运动”年代，但剧院
前身是解放区“铁血剧社”，是一个“革命
阵地”，为我们支撑了“红色保护伞”。赵
路院长曾在电影《白毛女》中饰演赵大叔，
赵柯、张学新、刘朋几位副院长也都是跟
随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城的老革命干部。
赵路院长去中央戏剧学院进修成为苏联
专家列斯里导演的高徒。我的恩师石路
也是“进城干部”，又去中央戏剧学院师从
苏联舞台美术专家雷可夫。“阶级斗争”推
手们总是批判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而
剧院领导则戴着“又红又专”的桂冠，他们
的光环又为我们年轻人的成长铺洒了比
较宽松的“小环境”。

剧院的“小环境”有多么宽松，举一个
生动的例证：某年某局把当年没收的敌伪
财产——一整套电唱机及唱片“分配”给了
剧院。音响效果专家韩奕章一看高兴坏
了，进口电唱机装在下面有音箱的大柜子
里，还有几百张15寸黑胶老唱片，录制的
全都是中外名曲，其中也有美国现代音乐，
爵士乐、乡村音乐……舞美队和演员队的

音乐迷们听说了有这等宝贝，
经常央求老韩行个方便，大家
约在一起关上房门偷偷地听曲
子。谁能设想，在那个“阶级斗
争”严酷的岁月，中国与西方国
家交恶的背景下，剧院领导竟对
这种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拥有这般优越
的学习环境，如此浓厚的艺术氛围，因此我
们总说自己太幸运了！
对于当年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为艺术

献身”真不是一句空话。大家的工资都很
微薄，我们毕业不久的学员每月42.5元，
主要演员月薪也不到一百元，每场演出只
发两角钱夜宵费。谁都不计较收入，剧院
里的人似乎都有一股戏瘾。那个时代也没

有“娱乐至死”的观念。我喜欢排戏演戏舞
美制作那种永远“过家家”的氛围，但我们
不认为那是娱乐，而是严肃的为之献身的
事业。当年的票价前排座8角中排6角后
排4角，虽说对于工薪阶层的收入（二级工
均为42元左右）来说票价不菲，但各单位
工会都很活跃，每有新戏工会都用会费包
场。也有比较富裕的知识阶层“话剧迷”，
自费买票“追剧”，一追十几年。
在交通阻隔的古代，东方与西方的人

们不约而同地创造了戏剧艺术。可以说，在
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戏剧，特别是大型剧目
的公演是最为崇高的一门艺术。崇高在于
它是由一群艺术家集体创作的综合性艺术；
崇高还在于它是由观众共同参加的一次性
现场艺术，不可重复，不可复制。即使是电
视直播，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体会不到剧
场演出时台上台下几千个活生生的人在情
感上的共享与共鸣。同一部戏即使演出几
百场，每一场演出也是各自独特的，演戏与
看戏的人同时耗费了生命中的两个小时，是
不可追回的，此情可待成追忆。每一场演出
都是稍纵即逝的，演员的表演，观众的现场
反应，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台上演员之间的

交流，都像地球上没有两片相
同的树叶一样，因而每场演出
都是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的。
西方国家的观众去剧院观

看演出都要盛装出席，既表达
对演职员的尊重，也表达了对

那些同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的观众的尊重。
我改行当编剧也多亏了各位艺术前辈

的提携，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文革”尚未
结束，剧院领导颇有远见地为抓“一剧之
本”培养创作人才。听说赵路导演（当时他
还没恢复院长职务）在会上推荐我时说：
“那个小家伙聪明！”负责抓剧本创作的张
学新副院长本人是编剧，他若是有一丝嫉
贤妒能的私心，就没有后来的“作家航鹰”

了。但他是个没有坏心眼儿的好人，明知
我这人有许多性格缺陷，是个不好管教的
刺儿头，仍然同意我进创作组。石路老师
在剧院和后来派我去进修的天津工艺美术
学院舞台美术班都是班主任，他给予我的
恩情不只是曾把我当做重点培养的美术人
才。剧院领导提出调我当编剧时，他很大
度地舍弃舞美队局部利益“放”了我，成全
了我的文学梦。

我从1959年至 1970年从事舞台美
术工作（“文革”期间中断5年），那段岁月
人与艺术都很青涩，这组文章记述了我人
生的黄金年华。三十多年以后，我在创办
“近代天津博物馆”时，亲手参与布置展览的
设计和制作。文学界人士说我不务正业，殊
不知我的原本专业就是“行为美术”。人生
是一个圆，又转回到原点，感觉自己重返青
少年时代，干起了老本行！由于经费拮据，
我始终带领年轻的团队“手工布展”。很多
参观者看了建议采用“声光电”，都因场地狭
小展品拥挤无法实现。不料，外国人来看了
却惊叹展览的“奢侈”：你们怎么用得起人
工？这些手工展品太美妙了！这就是价值
观的不同。

当然，舞台美术的技术创新、高科技化是
时代前进的潮流，不能停留在我们拍《启明
星》时在纸板上刻星星的原始状态。然而，我
一直期望剧场艺术的传统手法，不要完全被
“高科技”所颠覆。尤其是舞台美术的创作，
在不断吸收现代新技术的同时，需要保持一
定的手工制作、人工创造之个性，之独特的
“这一个”。只有以“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才
能保住剧场高雅艺术的特质，应对文化市场
过分商业化、趋利化、庸俗化的潮流，才能避
免沦为“快餐文化”速生速灭被人遗忘的噩
运。我甚至认为，剧场艺术，特别是几百年来
经典剧目的舞台美术传统表现手法，可以纳
入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让古老的戏
剧艺术不走样不贬值地传承下去。
这组文章原先只是忆述我年轻时“隐身

幕后”的剧院生涯，写着写着自然而然记挂起
一位又一位前辈、同行、发小儿、老朋友，认识
这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我的荣幸，他们使
我的青葱岁月变得多姿多彩。提起他们的大
名不是要列名人榜，而是想说咱天津曾经是
一座多么辉煌的艺术之城。
如果按年龄划分，我们把来自解放区的

老文艺战士和天津本土老艺人尊为老一辈
文艺家，相比后辈“新世纪新生代”来说，权
且把我们这些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走出
校门的人归为“中生代文艺家群”。虽说如
今这群人也老了，但我们的作品迸发期巅峰
期定格于“中生代”了——那是改革开放的
黄金岁月。是改革开放解放了我们的艺术
天性，焕发了我们的创作激情。无论是从人
数还是社会影响来说，天津的文艺繁荣都是
在全国响当当的。如果我还年轻力壮，真想
组建一个艺术家“口述历史”课题组，忠实地
记录下来（趁着他们还）健在的老艺术家们
的记忆。希望从事天津艺术史研究的学者
们，充分重视“中生代文艺家群”现象的成
因、成果、历史影响，写出生动具体，具有人
文精神与学术含金量的天津艺术史，为城市
重铸辉煌提供鉴镜。
这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石路老

师，石容贞导演、学长高长德、梁松、刘鑫，学
弟许瑞生、杜仲华的指教帮助。我很钦佩资
深编辑罗文华，他独具慧眼，看好当年我那段
“隐身幕后”的经历，鼓励我写出来，并与我反
复讨论内容、提出修改意见。感激各位师友，
在此一并鸣谢！
题图：龚崇韵
航鹰女士的系列文章“隐身幕后”至此刊

发完毕，下期开始刊发系列文章“天津解放的
故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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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这一天被民间叫做“小年”，从这一天开
始，几乎每一天都有和过年相关的民俗活动。早已经习惯
了用新历的人们把公元纪年暂时放在一边，开始恢复农历
的立法，一直能数到正月十五，随后才慢慢恢复公历。

灶王爷也叫灶神。是和门神、井神、厕神等并列的
神，在民间的地位好像显著高于其他神。祭灶的民俗由
来已久，久远到和“祝融”“燧人氏”这些传说中的人物有
关，有人说祝融氏甚至黄帝就是灶王爷。关于灶王爷的
来历，有很多中说法。大致上，灶王爷是玉皇大
帝的本家，也姓张，玉皇大帝册封他为“九天东
厨司命灶王府君”。他姓张名单，字子郭。传说
张单是个滥情渣男，因害怕见到妻子钻到灶内，
就成了灶神。《大戴礼·帝系篇》：“颛顼产穷蝉。”
意思是说颛顼的儿子叫穷蝉，这里的“蝉”并不
是“知了”，而是蟑螂，古人把灶上常见的蟑螂当
做灶神。《酉阳杂俎·诺皋记上》：“灶神姓张名
单。”“单”或“禅”应是“穷蝉”的演变，这是灶王
爷名字的由来。张单貌美，而且也有灶神本来
是美女或者老妇的说法，也有说灶神叫做苏吉
利的，也不必深究。

人间烟火，家家有灶，就家家有灶王爷，他居住在每
家每户。他不仅是管理各家灶火的管理员、保护神，还
是各家的家庭成员，甚至是一家之主。供奉灶王爷的
“灶王龛”大都设在厨房或者“餐厅”，佛龛里供上灶王爷
的神像，也有的人家直接把灶王爷的画像贴在墙上。每
天吃饭前，也都要让灶王爷先吃。很少听说哪个神灵有
两口子一起接受供奉的，有的人家供奉的是灶王爷的神
像，也有的供奉的画像是一对夫妻的形象，那个老太太
就是灶王爷的老伴儿——灶王奶奶。特别“土”特别逼
真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形象，我都在乡村亲眼看见过，

现在很少见到了。灶王爷当差还允许带家属，又被千家万
户供奉，这个差事，哪儿找去？也有传说，灶王爷和灶王奶
奶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张奎和高兰英，没想到灶王奶奶也
有这样接地气的名字。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工作了一年的灶王爷要到

天庭的玉皇那里汇报工作，讲讲自己的工作，也说说每家
人的德行和善恶。那赶快“贿赂”一下，免得灶王爷汇报时
说些难听的，玉皇如果不高兴了，关系到人的旦夕祸福。

所以，与其说祭灶那份隆重是给灶王爷，还不如说是给自
己的一家老小。
仪式在腊月二十三晚饭前进行，供桌上供奉着香火，

当然还有糖瓜。念念有词，祈祷着幸福，然后把过去的神
像画纸撕下来点燃，焚烧那个用篾扎纸糊的马，是给灶神
上天的坐骑，灶王爷就能“升天”去汇报了。除此之外，还
要准备灶神和马长途跋涉所需的干粮、草料。然后烧香磕
头，并在灶坑里抓几把稻草灰，平撒在灶前地面上，再虔诚
叮咛“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平安”之类的话，送走灶神，还要
在除夕夜“接神”，就是在灶台上重新贴一张新灶王爷像。

“二十三，糖瓜粘”，糖瓜不光是给小
孩子吃的，还是贿赂灶王爷的东西，把他
的嘴抹上甜蜜，灶王爷到天上向玉皇大帝
汇报的时候，总要说些好的。
鲁迅先生有《庚子送灶即事》诗：“只

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
独少黄羊。”诗中的“胶牙糖”是和北方的“糖瓜”差不多的
东西。看来这个风俗南北也差不太多。除了糖瓜，还要有

酒，让灶王爷晕晕乎乎地去天庭，这有着鲜明的世
俗文化特征，在民间，很多人喜欢在酒场上贿赂，
把用来对付人的办法也用来对付神。

年三十儿夜晚“全神下界”，灶王爷就也回来
了。他要留下来和一家人一起，直到第二年的腊月
二十三才会再上天汇报。也有“官辞三”“民辞四”
的说法，说的意思是老百姓要在二十四才能祭灶，
但至少在北方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在二十三这天。
灶王爷的权力很大，不仅掌管一家人的“吃”，也

还有监管道德的职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若干
年，吃饱穿暖一直是人们的朴素梦想，没有别的可以
指望，人们的美好愿望就寄托在“灶王爷”这样的神

话里了。
祭灶仪式里，除了“吃”，另外的关键词应该是“火”，祭

灶表明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盼望，也有对象征着光明和先
进的火的崇拜的意思。火能点燃黑暗，能把食物烤熟，这
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祭灶之后，各种年俗活动随之陆续开始，这天获得个

“小年”的封号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有人把正月十五元宵节
叫小年，那天也有隆重的仪式，也是重要的时间节点，两个
小年是过年重要的开始和高潮尾音。
题图作者：卞家华

隐身幕后（十九）

人生是一个圆

航 鹰

祭灶和盼望
杨仲凯

革命形势步步逼紧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进

步力量的推进下，旨在推翻北洋反
动军阀政府的“北伐”战争，由此在
1926年7月份开始，从南向北迅速
推进。北伐军总司令是蒋介石，何
应钦、李济深、白崇禧、李宗仁、朱
培德、谭延闿等则都是北伐军一线
军事将帅。
然而北伐军的政治部门领导和

各军的党代表，几乎都是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如北伐
军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分别是邓演
达和郭沫若。李富春、林伯渠、朱克
靖、廖乾吾等分别在各军任党代表或
政治部主任。广东等省的人民群众
则对北伐军给予了巨大的支援，如中
共出面组织了省港几千名罢工工人
组成运输队随军出征。
“北伐”战争在最初的时候完全

是一场为了推翻反动军阀政府和反
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猖獗镇压的正
义之战，因此北伐军自出征以后，所
向披靡。这也让各地革命者和广大
受压迫的人民欢欣鼓舞。这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决定借势争取革命的更
大成功。因上海作为中国南北的关
键中部，又是最大的城市，且当时驻
扎在城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军队只
有一两千人，加上两千来名警察，三
四千人对决二十多万工人纠察队和
数十万学生，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
进行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军，欲一
举“拿下”上海政权……
一切准备都在迅速展开。也就

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军事武装
斗争实践的赵世炎和罗亦农，先后被
中共中央从北方和广州抽调到上海。
1926 年 5 月 7 日，中共为配合“北伐”
的武装起义已在悄然而又紧张地进
行：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成立军事特别
委员会，汪寿华、赵世炎、罗亦农三人
从此开始了一段并肩赴汤蹈火的武装
起义生涯——

当时的斯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
一栋很不起眼的小楼里，似乎突然有些
人来人往地热闹起来，而外人只知道这
些人都是为“生意”凑在一起的，而且看
起来还有些“派头”，因为男的多数穿着
丝绸长衫，女的则涂脂抹粉像洋太太似
的——不像是穷人聚集。其实，这里是
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所在机关，那一段
时间里“来来去去”的人，都是教官赵世
炎、罗亦农和汪寿华的秘密培训班学
员。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栋
房子地处华界，而打开门又可一步迈入
日本租界，为的就是以防万一。

革命形势已经步步逼紧。秘密培训
班前后共开了6期，共一个多月，每一期
学员学一周，一周中集中学习两至三次，
一般都是晚上或下午时间。学员都是上
海党团组织和工会负责人。

老朱搭救怕饿的老何
老朱爱喝酒，但喝不多，也就三

两口，然后就是喝茶了。可这时喝
的茶也就相当于酒，有时一缸子花
茶喝下去，也能喝大了。别人喝大
是话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往外
说。但老朱不是，越喝大了越闷。
来子这才知道，他不说话不是故意
不说，是心里本来就没话。

其实老朱不是没话，也不是不想
说，只是没遇上合适的人。老朱说话
挑人，甭管谁，一张嘴两句话不爱听，
就不吭声了。可街上的人虽然多的
是，真遇上合适的就难了。

老朱过去有个老婆，叫何桂兰，娘
家爸爸是个修鞋的，跟老朱也算同
行。但老朱绱鞋，自己有绱鞋铺，何桂
兰的娘家爸爸修鞋却是挑挑子，走到
哪儿修到哪儿。何家住河北的抬杠
会，跟侯家后隔着南运河，不远也不
近。何桂兰她爸叫何连运，街上的人
都叫他老何。侯家后这边靠着北门，
是个繁华之地，人多，也比抬杠会那边
热闹。那时候，老何就经常挑着挑子
来这边修鞋。

老何有个毛病，怕饿。别人饿了，
吃两口饽饽垫垫就行了，老何不行，不
饿是不饿，饿劲儿一上来，连着吃两个
大饽饽也缓不过来，且脸色煞白，浑身
突突地冒虚汗，得坐半天才能缓过来。
一次老何挑着挑子来这边修鞋，饿劲儿
又上来了，冒着虚汗走到老朱的绱鞋铺
门口，实在走不动了，撂下挑子一屁股
就坐在街边上。老朱正绱鞋，一见门口
有人，以为是来买鞋的，再看，是个挑修

鞋挑子的，就伸头朝外看了看。这一看才
发现，这人顺着脖子往下流汗，脸色也不
对，已经白得没了血色儿。于是赶紧撂下
手里的活儿出来，问怎么回事，是不是哪儿
不舒服。老何是个轻易不肯麻烦人的人，
已经这样了，还连连摆手，意思是自己没
事，就是累了，想歇歇脚儿。但老朱已看出
来了，他不是累的事，就赶紧扶进铺子。
这时老何才说，自己是饿的，而且这

饿不是一般的饿，是饿病，病一上来就得
拼命吃东西。老朱一听，赶紧把铺子里能
吃的东西都给他找出来，最后连两块已经
搁了几天的干窝头都翻出来了。但老何
吃了还不行。老朱又跑到街对面买了两
块烤山芋，老何吃了，这才稳住神了。老
何挺感动，到底是手艺人理解手艺人。向
老朱反复道过谢，才挑上挑子走了。
这事过后，老朱也就忘了。可过了

几天，老何又挑着修鞋挑子来了。老朱
一眼认出来，是前些天犯饿病的那人。
老何在门口儿撂下挑子，一进来就说，今
天来，是专门来感谢老朱的，上次回去，
跟家里人把这事儿一说，家里人也都后
怕，他这饿病有危险，要不是老朱及时相
帮，他麻烦就大了。今天他老婆带着闺
女来侯家后买花儿线，说是一会儿也过
来，要当面谢谢他。

33 30 探望政委
为了孩子上学的事，突然有一天，

王继才终于考虑好了，决定离开开山
岛。他搭乘渔船到燕尾港，要去找王
长杰政委，跟他说明情况。快十年了，
别人都没呆上半个月就下来了，我都
呆了快十年了！也算够意思了吧！政
委是个好人，他定会理解我的。

王继才一下船，就在燕尾港给县
武装部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王长
杰生病住院了。王继才想：领导生病住
院，谈工作上的事，这不合适，等出院再
说吧！可是又一想，不行！回来一趟不
容易，还是先去医院。政委病了，无论如
何也该去看看。王继才在港口买了点
时令水果，就搭一个便车直奔县医院。

王继才轻轻地推开房门，看了一
眼病床上躺着的病人，又拉上门，出
来。他以为走错门了，又去问护士，王
长杰住几号病房。护士指了指，就是
那间。王继才再一次推开房门，他先
是一愣，紧接着眼泪就涌出来了。

王长杰躺在床上，整个人瘦得就剩
骨头架子了，他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
板。王继才嘴唇嗫嚅了两下，低声叫了
声：“政委！”王长杰立时回过神来，眼睛
一亮，问道：“继才，你怎么来了？”

王继才连忙上前，紧紧拉住王长杰
的手。这双曾经给过他决心和力量的
手，这双他再熟悉不过的手
哇！如今，软绵绵的，苍白得没
有一点儿血色。王继才的眼泪
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了，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怎么知道我住院了？

唉——是啊！两个多月了，该知道的都知
道了……”王长杰自说自话。
王继才深深地低着头，哭得像个孩

子。他的眼泪多半是为王长杰流的，多
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了绝症；还有一
小半是为自己流的，自己终于下定决心，
不再放弃这次下岛的机会，却让他赶上
这样的情形，他为自己的命运而流泪。
这辈子很少有人见过他哭，他为之掉眼
泪最多的除了老娘，就是王长杰了，他可
以肆无忌惮地在这位如父如兄的领导面
前放声大哭。
王长杰还是一如既往轻轻地拍着他手

背，和蔼可亲地说：“别这样，别这样……”
王继才好不容易才停止抽泣。
王长杰说：“我这一病，好多天没跟你

联系了，怎么样？都还好吧？”王继才只是使
劲地点着头。王长杰兴奋地说：“那天，边防
支队政委来看我，还说起你，说你勇敢智斗
‘蛇头’成功截获了偷渡团伙，要嘉奖你呢！
武装部宣传科也在整理你的材料，和平时

期，你却在战斗，而且是一个人跟
走私犯罪团伙战斗。继才，你是好
样的！”王长杰稍微激动一点儿就
喘不上气来，喘息了一会儿，又接
着说，“继才啊，你上岛有十来年了
吧？”王继才道：“9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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