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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边又开了一家水果店

这家水果店与花店比邻
一个传递果甜
一个弥漫花香
像是一对姊妹店铺
联手在街面上营造春天

花店剪彩在冬天
料峭寒风中开着满屋春色
水果店纳客在秋季
瓜香梨甜的果实
带来山南海北的时鲜

这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人流如潮、车辆似水
林立的高楼和错落的民居
挤窄了整日匆忙的河道
空气中飘散着尘烟

一早一晚，一晨一昏
我每天两次经过这里
小吃不火，酒楼客稀
但自从有了这家水果店
行人心里就充满了春暖

花店的生意日渐红火
冬天的销售甚至达到峰值
水果店则整天人头攒动
花香与果甜弥漫
就像置身在丰收的采摘园

新开的水果店裸露鲜艳
向路人传递季节的请柬
看看日子里还缺少些什么
是糖分，还是维生素
抑或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蜜甜

在北方这个飘雪的冬天
水果店竟是香气袭人
没有人会拒绝色彩和春意
的邀请

每位从水果店出来的顾客
迎面又看到鲜花的笑脸

每天途经一座花园

每天每天，我都要经过这
里

这座闹市中的街心花园
我们相熟得每天都要见面
心情好时，我还会停下脚步
上前和花们打声招呼

繁花茂草，高树流水
组成的这座花园很亲和
这里的每一株花卉
都向路人敞开心扉
含苞时的期待，花开时的
娇艳

全在阳光下袒露无遗

每天途径花园是一件幸事

从花们的身边经过
心中就会涌起阵阵情思
常有神奇的想象力
鼓动我和花草们谈论生命

那一天，是早春的清晨
我在一株冬柳下屏气凝神
惊讶地瞧着枝条上初绽的
新绿

仿佛就是一夜之间
花园里所有的花枝、树枝
都爆出了新奇的绿芽

春天的莅临充满诗意
她为解冻的土壤点种
为冬眠的花木点染
为破壳的幼雏点睛
春的手指似有万般柔情

四季轮回真是不可阻挡
从春到秋是徐缓的
从秋到冬是渐进的
唯独春天的到来惊天动地
冰川融化、大地复苏
万物都从春雷中醒转

经历过寒冬的花草
必定对春天肃然起敬
因为共生的根脉
才萌发如此博大的心志
一生只向阳光致意

我有一友名新华，天赋惊人，年少时偏赶上
无学可上、无书可读的特殊时期，遵父命竟能背
诵下来整本的《新华字典》。后来成为编剧，写
过一些曾轰动一时的影视作品，也是第一个获
得过美国戏剧奖的中国剧作家。1999年初秋，
上海派出一个豪华的电影代表团访问台湾，团
长是谢晋，团员有孙道临、张瑞芳、秦怡等十几
位声名赫赫的电影界泰斗级人物，代表团中唯
一的电影编剧就是新华，可见其创作成就及影
响力。
或许是这些人物的分量太重，无论来去动静

都小不了；或许是台湾影迷热情过高，团里大部
分电影界大明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是星
光烁烁，中年以上的台湾人应该会熟悉他们、
想念他们，他们的来去所引起的轰动，自然非
同一般。在他们将要离开台北的最后一个夜
晚，准确地说是当天凌晨，台湾发生了半个多
世纪以来最大的地震，通称“9.21大地震”，震
级7.3。代表团的成员都住在酒店的十层楼以
上，大楼摇晃剧烈，有顷刻就会坍塌之感。
新华从床上被摔到床下，立即清醒，意识

到是地震，而且是强烈的大震，在摇晃中穿着
睡衣就跑出门外，没敢乘电梯，经楼梯从16楼跑
到下面的酒店广场上。周围还一片空荡荡，他是
第一个逃生出来的人，紧跟着跑到广场上来的，
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各围着一条大浴巾。待
到有服务生来到广场，美国小伙子从浴巾内掏出
钱包和房卡，从钱包里抽出300美元，连同钥匙
牌一同递给服务生，希望他能上楼拿出他们的衣
服和行李。服务生犹豫一下，决然地接过美元和
钥匙，转身又跑进大楼。这不能说全是美元的作
用，还有为客人服务的精神并未被大震震垮。
当时还有余震，在广场上都听能到从大楼

里发出的叽里咣当的声音，也不断有客人从楼
里逃出来。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不一会儿，服
务生两手推着两个行李箱，腋下还夹着大包小
包的衣物从楼里出来了。美国夫妇称谢不已，
当众穿好衣服，推着行李箱打车去了机场。这
应该是一对经常旅行、处变不惊的夫妻，慌忙中
逃生可以不穿衣服，却不忘带上钱包和房间钥
匙。新华好学，却不免心中惭愧，自己倒是跑了
个第一，除去房卡却什么也没带出来。
酒店大楼显然已经酥松，门窗破碎，楼角倒

塌，楼外的附属物被撕毁，整幢大楼已摇摇欲
坠。楼内没有受重伤的客人们，似乎也都逃出
来了，上海电影代表团的成员中，只剩下87岁
的刘琼还没下来。大家十分焦急，尤其是团长
谢晋，他深知刘琼性格沉稳，但大家等待的时间
之长，似乎早已超过了他沉稳所需的时间。
刘琼自上世纪30年代成名，电影、话剧演

过无数，近几十年还演过名震一时的《海魂》《女
篮五号》《牧马人》，导演过《51号兵站》《阿诗
玛》《李慧娘》，等等，是新华心目中神一样的人
物。自己又是团里最年轻的，想学酒店服务生
上楼去看看刘琼，但不知他住在几层几号？住
房登记表在团长屋里，没有带出来，在大震的慌
乱中，人们谁还记得准别人的房间号？
渐渐天已大亮，团长让新华去求助酒店服

务员，查找刘琼的房间号，然后上楼去找。就在
此时，刘琼老先生腰身笔直，手里拉着轻便行李

箱，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领带收拾得整整齐齐，
连脚下皮鞋竟然都擦得锃亮……八十多岁的人，看
上去仍然气韵俊逸，独具风标，一副“湿衣不乱步”
的从容神态，缓缓地从余震未息的大楼里走出来。

一时间，广场上的人都在看着他——这种魅
力，要经过怎样的命运和时间的磨砺，才能焕发
出来？这场大地震简直就是为他此刻的出场作
铺垫……电影代表团的人拥上去，有庆幸的，有
欢跳的，有抱怨的：“我们都快急死了，你老先生
竟然还有心思倒饬得这么漂亮？”

刘琼似抱歉地微微一凛：“我母亲告诉过我，
人在临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收拾整洁。”

——原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并没有惊慌
失措地先想到逃命，仍然行止有度，从容不迫。

新华在心里暗暗叫好：“我终于见识了什么叫
绅士！”

王爷买画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弟——

爱新觉罗·溥佐，气度融和，沉静矜持，做人一向低
调。长久以来人们称他为“被忽视的皇亲国戚”。
正是这种“低调”救了他，“文革”期间，几乎没有吃
过大苦头，后来以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的身份，下
放到天津边儿上的静海县大瓦店。

静海在大运河岸边，古称“御河”，两岸流域水土
好，人性良善，一听说皇亲国戚来了，村民们心里充
满好奇，说不定还暗暗地认为是大瓦店的荣耀。当
时溥佐刚五十岁出头，由于乡亲们知道他是王爷，就
觉得他年纪很大了，看上去一派儒雅，谦和温润，身
板也略嫌清瘦。于是就不让他下地，留在村里干点
力所能及的零活儿，或者随便他自己找点事干。

溥佐自小出入皇宫、王府，被赶出紫禁城后和
溥仪一起来到天津，后来溥仪去“满洲国”继续当皇
帝，他则留在天津作画、教书。他的眼里哪看得到
村里有该他干的零活儿，村民们也不好支使他，他
是个安静的人，不便也不愿意在村里逛荡，干脆就
关在屋里作画。他住的房子里有张八仙桌，铺上毡
子足够耍把的。四周非常安静，只在开会的时候村
里的大喇叭才会响，也大多跟他没有关系。最重要
的是没有造反派上门捣乱，村民们反而对他恭敬有
加，人前人后都称呼他“溥王爷”……

他从接到下放通知的那一刻起，就做了来乡下
受罪的准备，不想却进了世外桃源。这使他的心情
格外好，创作欲望强烈，下笔得心应手，毫不黏滞。

村里凡有娶媳妇、生孩子、盖房上梁等喜事，
都愿意请“溥王爷”赴席，不办喜事的也常有人请
他到家吃饭，都想沾一点皇家的福气。好在那个
时候家家的饭食都差不多，请客也多花不了多少
钱，还可以从王爷手里换点全国粮票。溥佐遵老
礼儿，每有人请客，就带一张自己的画去，以答谢

主人厚意。
知道他赴宴必带画相赠，村里请他吃饭的人

似乎更多了，他心里也特别高兴，虽然刚经历了扫
“四旧”、烧字画，却连农民也懂得他的画珍贵。几
年时间，他送出去近二百幅画，花鸟最多，农民们
喜欢，山水、人物和马也画了不少，缜丽丰腴，明润
清雅，都是上乘之作。
后来干部落实政策，静海县来了位新县长于

兴泉，办事有魄力，群众口碑不错，似乎杂书读了
不少，也喜欢书画，专门来大瓦店看望溥佐，关心
他的身体状况，并一再询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
什么要求尽管开口，千万别客气。临走时，还叮嘱
村干部们照顾好溥佐。
没过多久，于兴泉坐着吉普车又来到大瓦

店，对溥佐说，他可以回天津了，毕竟年过半百，
身体也不是很强壮，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县里
都觉得应该让他先回天津，大瓦店对他照顾得
再好，也不如回到自己家里舒服。等国家关于
下放人员的政策下来，再把手续给他送去。溥
佐当即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来不及跟乡亲们告
别，就坐县长的车回家了。
一晃又是许多年过去了，溥佐真正进入了老

境，常怀念大瓦店村民对他的好。其实，他心里更
留恋自己在大瓦店画的那批画，那些作品反映了
他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生命体悟，正当年富力强，感
动于村上对他的照顾，心无旁骛，画得用心，都是
自己的得意之作，心里一直特别珍惜那批作品。
当春节临近的时候，他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从银
行提出一笔钱，让已经当了天津市农林局局长的
于兴泉，陪着他重回大瓦店。
到大瓦店先拜会村干部，给了他们一人一盒

天津大麻花，然后说明来意。村委会主任立即打
开扩音器，对全村广播：“当年在咱村下放的王爷
溥佐老先生，今天回来看望咱大瓦店的乡亲，提前
给大家拜早年！谁家里还保留着溥王爷当年送的
画，拿到村委会来，愿意卖的一张至少1000元，不
愿意卖的让溥王爷拍个照片，给200元红包……”
当时万元户就是富翁，1000元对农民来说,

是一笔大钱，应该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溥佐画的
马，在“文革”前就已经卖到800元一匹了，所以他
定1000元是最低价，画保存得好，他喜欢，还可以
多给钱，上不封顶。可是，广播了好几遍，他们在
村委会等了大半天，却没有一个村民来卖画。
溥佐脑子好，大体还记得当年去谁家吃过饭，

由过去的老县长和村干部陪着挨家走访，满村转
下来竟只买回五幅画，其中还有破损的、受过潮
的，其余的那些画呢？有的说糊了窗户，有的过年
贴在墙上当年画了，有的剪了鞋样儿、袄样儿，更
多的是不知道扔在哪儿了，或者被耗子啃了、给孩
子擦了屁股也说不定……
溥佐这个心疼啊，后悔不迭，当初赠画的时

候，就该告诉他们好好保管，留着这画将来说不定
还值点钱……于兴泉理解他的心情，不停地安慰
他，这更说明农民的善良与朴实，当初对他好，是
没有丝毫功利之心的……
乡亲们或多或少也感觉到了“溥王爷”的失

望，但感谢他还没忘了大瓦店，送给他不少香油、
大枣等土特产。溥佐一迭声地说着感谢的话，掩
饰着心里无比的沮丧，谢绝了大瓦店要留他吃饭
的盛情，坐于兴泉的车匆匆赶回了天津。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多年来致力于西藏地方文学
书写，深耕中国故事的西藏篇章，探索改革开放以来
西藏的日常景观，勾勒时代巨变中西藏各族人民心理
历程的转变，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精彩纷呈的西藏风
俗画卷。次仁罗布一直在中国多民族文化
融合的语境下，展现边地文学情貌，他充满
民族风情的书写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学人民
性情怀。新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
篇纪实文学《废墟上的涅槃》，尽管关注对象
是他不太熟悉的云南鲁甸民众生活，但由于
内在的始终如一的人民性情怀，依旧呈现出
一种别具特色的有温度、有质感、有力量的
文化情态。
《废墟上的涅槃》是作家以文学方式，

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主义作品，体现
出文学担当和社会责任。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今后五年党和国家各项任务，归
结起来就是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的伟大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党的十九大强调：从现在到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脱贫攻坚”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
与社会生活的关键词，这是我国当前最为
紧迫的工作之一。为了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全国各
族人民上下一心，勠力奋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脱贫
攻坚战。这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现实召唤着艺

术的参与，艺术回应着
时代的要求。一大批艺
术家走出书斋，走向广
阔的中华大地，观察着、
聆听着、感受着时代的
巨变，并以饱满的热情
叙述着中国人民战胜贫
困的新奋斗历程。在这
样的背景下，作家走向
云南鲁甸，展现了鲁甸
人民的脱贫之路、幸福
之路。
从内容来看，《废

墟上的涅槃》主要描写
了鲁甸龙头山镇的甘
家寨和光明村的巨变，
以及卯家湾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的新生
活。过去与现在的对
照，由贫困状态走向幸
福生活的转变历程，采
取了线性时间下的空
间对照方式。材料真
实，感受直接，能让读

者生发身临其境的在场感。从笔法来看，次仁罗
布采取了三种文章建构方式，表现出了次仁罗布
对纪实文学的文体探索意识。
第一章《浴火重生》展现的是鲁甸甘家寨在
“8.03”地震中家园被毁损，在各级党委和
政府的帮助下，在社会爱心团体和人士的
扶持下，重建家园。次仁罗布并未大肆渲
染甘家寨群众的心灵伤痛，而将重点放在
救灾重建方面。浓浓的暖意与灾区人民重
新振作、乐观向上相交织，次仁罗布在作品
中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相濡以沫、同舟共
济的传统美德，温情是抚慰伤痕的良方。
第二章《花椒树上结幸福》采取了人物

传记的方式，叙述了村干部谭德军带领光明
村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在这一章中，次仁
罗布将笔触深入到人们的内在世界，展现不
同时期一线干部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和开
拓意识，凸显了民众渴望幸福的心理。在人
物形象的刻写方面，次仁罗布既尊重历史的
发展，又加入了细腻的文学笔法，如谭德军
与妻子的爱情故事，通过细致入微的细节想
象，为读者创造了甜蜜爱情的在场感受。这
一章展现出奋斗获得幸福的主旨。

第三章《卯家湾的春天》采用了小说笔法，尤其
是前三节，叙述姚太银、刘双剑、蒋忠历的故事时，次
仁罗布基本隐没于文本之后，但通过故事主人公的
遭遇，展现出生活的艰难和对幸福的渴望。作品中
的人物都在追求幸福，但现实自然条件的恶劣阻隔
了他们走向幸福，为此，一些人选择了离开故土、走
进城市，勤劳、朴实、不畏艰难的乡土品格，让他们先
后赢得拥有城市生活的机会，但家庭的羁绊又使得
他们无一例外地回到乡村，重复父辈的生活方式。
直到易地搬迁安置的实施，再次让这些乡村青年重
燃激情，进而豪情满怀地走在幸福生活的奋斗之路
上。探究次仁罗布的写作心理，我们会发现，三个人
物的前期遭遇令人唏嘘，高加林式的人物依然存在
于我们的边远贫困乡村。若结合次仁罗布以往有关
出走乡土的文学书写，我们又能看到次仁罗布似乎
找到了解决传统伦理秩序与现代物质生活矛盾的方
法，即搬迁安置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离开故土，又能
享受现代文明的可能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结尾，次
仁罗布深情地写道：“我站在街道上看着这些来来往
往的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幸福与快乐。”
这种书写脉络清晰，无论是重生、幸福还是春天，

个人的抗争值得尊敬，而新时代的扶贫治本工作，为他
们走向真正幸福生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他们走
向更大的幸福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新时代的山乡巨
变，脱贫势必使得中国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小康
势必驱动着中国走向更为富裕文明和谐的新境界。

本版插图 张宇尘

绅士（外一篇）

蒋子龙

每到腊八那天，吃过早晨的腊八饭
后，娘准会挑拣一辫子瓣儿大均匀的红皮
大蒜，一瓣瓣儿剥皮洗净，再沥干水后，放
进两个干净干爽的罐头瓶儿里，倒上米
醋，其中一瓶儿里放上一勺白糖。两瓶子
腊八蒜放在暖屋子里，静等蒜瓣儿慢慢变
绿，待过年儿女们回家时食用，喜欢吃甜
口的有，喜欢吃辣一点的也有。
“想吃腌蒜还不现成，哪天都可以腌，

也不用等到腊八这天吧。”我跟娘说。娘
不这么认为：“平时是平时，过年是过年。”
她觉得这是恭迎新年的本心，是对源远流
长的古老传统习俗的继承与发扬，是奔向
新年的美好愿望。所以，腊八这天必须喝
腊八粥，必须腌腊八蒜。“你不知道我小时
有多苦，对过年是有多盼着。”我的话勾起

了娘的感慨。
娘小时，正是上世纪50年代初，

人们过着穷日子，常常是上顿吃个
半饱儿就断了下顿，瘪着肚皮，饿出
一张张面黄肌瘦的小脸儿，别说腊
八饭、腊八蒜吃不上，就是到了大年

三十中午，也只是吃了一顿管够的红高粱
饽饽，那红高粱皮子直扎嘴，扎嘴也吃，吃
得肚圆。娘说，因为晚上就断顿儿了。

我小时，家家户户还靠工分儿吃饭，家
里孩子多、劳力少，工分儿也就少。年底的
时候，分不到钱，按人口分到一点粮食。这
点粮食也要精打细算地省着吃，不然就会
青黄不接。对于小孩子们来说，最大的诱
惑就是过年了。“快过年了吗？过年可以吃
肉吗？”我常会光着脚丫儿甩动着小胳膊追
着娘问。“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
就到年。”娘弯腰蹭着我的脑门儿，笑呵呵
地告诉我。“啥时候到腊八呀？”我穷追不
舍，恨不得一觉醒来就是腊八，再睡一觉就
可以吃上满嘴流油的肥肉了。那时对于腊
八的记忆并不深，别说没有蒜腌来当腊八

蒜，就是有，对于小孩子来说也不是多喜欢
吃，而对腊八粥和过年的期待就不同了。

一进腊月，孩子们就满街筒子喊“过年
喽”，大人们忙着用秸秆扎灯笼，喝过稀粥的
晚饭后，孩子们提着灯笼走出家门，我和哥
哥弟弟们分别加入到男孩、女孩各自成帮的
打灯笼行列：“打灯笼来挂蜡来，小鸡小狗掐
架来。”一帮一帮的孩子们，提着一盏盏红红
的小灯笼，唱着灯笼歌，嬉闹着，逗笑着。

放下灯笼，我还是巴望着腊八的到来，
我盼望着过年的好饭呢。有一天，早晨我
还在被窝里，就听娘喊道：“快起来喝腊八
粥！”我一把掀开被窝，边穿衣服，边激动地
想：腊八真来了！腊八饭闻着就香，高粱
米、白豆、玉米渣，还有大干枣儿。
哦，这干枣是院里东西两边的两棵
枣树上结的，八月十五打下来的红
枣，除去送给街坊邻居，剩下的娘就
放在簸箕里晾晒，像藏宝贝一样，就
为腊八这天熬腊八粥。

过了腊八，娘就开始准备我们几
个孩子的新衣新鞋。可是没有钱买

新的，又怕我们委委屈屈过个年，一连几个晚上，娘
等我们睡下了，就把脱下来的脏棉袄拆洗了，灶坑
里烧树叶用大锅煲，跟烙饼似的不时地翻个儿，把
湿湿的布片煲干，再连夜做上，不误早起穿。有一
年，对门大姑也是这样上锅煲，一着急煲糊了，连
个打补丁的布片都没有，这年还咋过呀！
娘说得对，平日是平日，过年是过年，过年

要有个好心情。传统节日的好风俗不能丢，丢
了就没有年味儿了。今年腊八，我告诉娘，我
也泡了一瓶腊八蒜，过年吃。随后又编辑了一
条“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到年”的微
信，给儿子发了过去，想逗逗他、熏陶他一下，
顺便也重温一下我小的时候，迎接新年时的快
乐心情，做好迎接新年来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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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就到年
瑜 琼

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
就在这样的愿望和北伐节节胜

利的革命形势下，上海的第二次工人
武装起义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
然而，盘踞在上海的孙传芳军

阀集团则对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者
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等展开大
搜捕行动。有一天晚上，汪寿华召
集工会干部开会，正准备讲话时，突然
从窗口看到两个巡捕往会场走。他一
面悄声告诉大家镇静，一边把自己的
头发弄得乱乱的。巡捕进门后没有发
现他，但看到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知
道“有情况”，于是一个巡捕持枪看守
和监视现场，另一个巡捕则折身就去
报讯。等到大批巡捕赶来，汪寿华已
经在工友的掩护下翻墙跑了……
“什么，罗总指挥找不到啦？”在差

不多时间里，突然有一天深夜，赵世炎
接到工人纠察队的报告后甚为吃惊。
“坏了！千万别让敌人抓走了

呀！”赵世炎急得直跺脚，然后亲自带
人分头去罗亦农在拉斐德路(今复兴
路)的秘密军事训练点附近寻找。
“在这儿呢！”正当大家焦急万分

时，一位工人纠察队员在训练点的楼梯
边看到正躺在那里睡着了的罗亦农。
“哈哈，我睡着了呀？！”罗亦农看

到战友赵世炎和工人同志们围着他直
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是太累了。
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北伐军进

攻杭州城的胜利即在眼前，这对上海
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已经到了“机不可
失”的时刻。
192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

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进攻杭州后转向
上海途中的松江一带时，开始城内工人武
装起义！
“这回绝不能再失手了！同志们，拿出

我们所有的本领和坚强的革命精神来吧！”
总指挥罗亦农在1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
委军事会议上，挥动着拳头，誓言必胜。

汪寿华则更紧张起来，因为此次武装
起义是以总工会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工人纠
察队作为主力的武装暴动。而富有武装斗
争经验的赵世炎一面检查起义的各方面准
备，一面在18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特别
会议上提醒：“我们虽然要尝试暴动，但前
途如何，还难预料，必须高度警惕之！”

也就在这一天，北伐军攻克杭州。上
海区委立即宣布，19日在总工会号召下举
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提出的口号是：
“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显而易见，所有
的人都认为：最佳的武装暴动时机到了！

19日、20日、21日和22日，工人大罢工
势如长虹，有36万人参加。与只有两千来
人军阀军队和两千来名警察的敌人较量，所
有人都认为应该是“小菜一碟”，胜利在握。

于是，22日白天，上海工商学各界和
共产党、国民党代表宣布成立“上海市民
临时革命委员会”。

胜利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

来子给老朱过生日
这黄青走南闯北，有心术，知道

把人家的女人拐跑了，人家家里的
男人肯定得来追，就没在这河边的
码头上船，而是先雇了辆胶皮，打算
带着何桂兰去杨柳青，到了那边再
上船。何桂兰这时已给老朱生了一
儿一女，儿子九岁，叫小福子，女儿
七岁，叫小莲子。何桂兰走的这天，
到底还是舍不得孩子，就又回来看
看。女儿小莲子有心眼儿，看出她妈
有事儿，就偷偷跟出来。一见她妈上
了一辆胶皮，跟一个男人走了，就跑回
来告诉她哥小福子。小福子一听，赶
紧来绱鞋铺给他爸老朱送信儿。

老朱一听就急了，自己每天在这
铺子绱鞋，没想到家里已出了这么大
的事。但这时又不能扔下铺子，就赶
紧让小福子先去追。可没想到，儿子
小福子这一去，也没再回来。老朱后
来才知道，小福子去追他妈，还真追上
了。但何桂兰一见儿子就舍不得了。
这个叫黄青的男人怕何桂兰变卦，又
见这小福子长得虎头虎脑儿，干脆就
把他也一块儿带走了。

这以后，老朱也就带着女儿小莲
子，爷儿俩过日子。小莲子小时候说，
要守她爸一辈子，将来给她爸养老送
终。可大了，又改主意了，找了个男人
是塘沽的，婆家是晒盐的。这小莲子
嫁过去也不松心，整天跟着婆家在盐
汪子里晒盐。这一走，也就再没回来。

来子一天晚上去给尚先生送鞋。
回来时，从街上带回一包驴粉肠儿，又
打了半斤老白干儿。老朱知道，来子

不会喝酒，就问他，这是干嘛。
来子说，给你过生日。
老朱一听，再想想，才想起今天果然

是自己的生日。但又奇怪，不知来子是
怎么知道的。来子这才说，是刚才去送
鞋，听尚先生说的。尚先生心细，一次老
朱让他给算卦，就记住了老朱的生辰八
字。尚先生说，这蜡头儿胡同只要让他
算过卦的，生日他都记得。
这天晚上，来子是头一次喝酒，皱着

眉说，没想到，这东西这么辣。
老朱一听就笑了。
老朱这时已发现，跟来子也能说到

一块儿，哼一声说，酒当然辣，不辣还叫
酒。来子点点头，这酒，也像女人，跟它
得看缘分，有缘能喝，没缘，一喝就大了。
老朱听了撂下酒盅，抹了抹眼，就把

自己当年的这段事，对来子说了。
杨灯罩儿晚上没来过铺子。
这个晚上，突然来了。
来子自从来鞋帽店，只见过杨灯罩儿

三次。第一次是刚来的时候，杨灯罩儿回来
了一下。杨灯罩儿跟来子他爸老瘪同岁，
论着也是长辈，就拍着老腔儿对来子说，咱
这“福临成祥鞋帽店”，在街上一提也是有
名有姓的字号，铺子不在大小，在手艺，以
后跟着我和老朱好好儿学，艺多不压身。

35 32 岛上放歌
工作时王继才夫妇觉得时间过

得还挺快的，可是一整天下来，活儿
总有干完的时候，剩下的时间很难
打发，两人就打扑克、下跳棋。可
是，只有两个人的牌局，天天玩，久
而久之也变得乏味无聊，有时玩着
玩着就推倒不玩了。

王仕花性格开朗，她作为教师，
有着一名教师的许多优点：善于引导、
启发和鼓励。每天都是她先提出话
题。当然，大多是没话找话。其实王
仕花的心情比丈夫更焦灼，她时刻惦
记着三个孩子。可是她知道，如果她
不挑头说话，王继才怕是一天都不会
说上一句话的。王仕花活泼大方、爱
好文艺、喜欢唱歌，收音机里播送的歌
曲，她都跟着学会唱了。实在没话题
了就唱歌，为了照顾王继才的情绪，她
都挑王继才喜欢的或者耳熟能详的歌
儿唱。她发现，每当她唱歌的时候，王
继才眼睛就发亮，他总是竖着耳朵听，
听着听着，脸上的表情也变得轻松
了。于是，王仕花就开始在枯燥的生
活中增添点新意。她想给他们自己过
“周末”。自从上岛，哪有什么周末
啊？在岛上，除了春节、元旦、国庆节，
根本没有其他节假日的概念。

王仕花决定，在周末开个演唱
会。经过一番精心布置，晚会
现场很像样。王继才坐在桌
子后边，俨然一个大首长坐在
贵宾席上。王仕花落落大方
地款款走到舞台中央，手里拿
着一个胡萝卜当话筒，开场说

道：“开山岛民兵哨所周末演唱会现在开
始！请听女声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王仕花放开喉咙高声歌唱，她刻意模

仿才旦卓玛的吐字归音。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王仕花仿佛是站在灌云县文化宫的舞

台上，仿佛不是唱给王继才一个观众听，
而是唱给满满一礼堂人听，唱给开山岛
听，唱给大海听……
随着最后一句歌词“党的光辉照我心”

唱出，王仕花飙的高音将演唱推向高潮，王
继才的大巴掌拍得啪啪响。王仕花歌声刚停
下来，又马上回身报幕道：“下面请听男声独
唱——《咱当兵的人》。”这是王继才最喜欢
的一首歌，他整天哼唱这首歌。王继才的台
风可不是十分稳定，但是，唱这首歌时，他
还是以军人的姿态挺拔地站在“舞台”中
央，维持着一个姿势一口气唱完，最后一句
“一——二——三——四！”唱得格外带劲！

接下来王仕花也不报幕了，直接就唱她最
喜欢的一首《绣红旗》。完了，王继才又迫不及

待地唱起了他新学的一首歌——《战
士的第二故乡》。这是歌唱家李双
江的一首歌，这首歌仿佛是写给开
山岛的，又仿佛是唱给王继才听
的，王继才百听不厌。一开始他只
是跟着哼唱，慢慢就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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