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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八二九期

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有一个“小站挠秧号子”。小站是名牌大
米“小站稻”的出产地。当年水稻种植期
间，占生长期最为持久的劳作，就是一遍
两遍三遍重复不断地挠秧。现而今，因
为农作机械化、科技化的原因，体力劳动
被取代。就连小站本地的青年农民，都
不知道挠秧是怎么回事了。说到挠秧号
子，更是一头雾水，就好像在听多么古老
的民风民俗似的。其实就是他们父辈经
受过的面朝秧田背朝天的生存项目。

小站稻还是人工种植的当年，有浸
种、育秧、整地、洗碱、插秧、补秧、挠秧、
收割等几个过程。每一程序，都离不开
大量的水。老人不许孩子吃饭时掉饭
粒儿，就说，“一个米粒儿一挑水”来之
不易。稻田劳作，都是手脚泡在水里
的。稻秧有株距行距，成行成垄，整齐
规范。挠秧就是除掉垄间的水草，但不
是靠锄头，而是靠人的双手在泥水的地
皮上抓挠。挠秧的这个挠字，就是给秧
田挠痒痒。人的两脚跨一行稻秧，面对
脚下和左右共四个秧垄，用手抓挠地
皮，松弛泥土，除去小草，拔掉稗株。挠
秧的要领有口诀：所谓“搜墩过垄，提稗
子，抹埂”，就为不得丢掉一棵杂草。但
这些都是要猫下腰，靠两只手完成的。
你要是诗人，一定会感叹，唉，农民，铁
硬的手哇！

稻秧和杂草都在随季节生长，挠秧
受农时制约。稻田私有的年代，地户不
管地多地少，为赶农时，都要雇人挠秧；
农业合作化时代，劳力集中，没有雇人一
说了，因而挠秧不是一两个人在操作，而
是多人排队下田。每人四垄，各就各
位。在队列的后面，有一人检查各人秧
垄，拾遗补漏，俗称踩垄。同时有监督责

任，不准队列里有谁蹿头赶快，遗漏杂
草。大家都猫腰，都有定位，独这踩垄人
是直腰在田间随需要而走动的。压住阵
脚的办法，就是由踩垄的人领唱，众人打
号。领唱，念念有词，众人只管嘿呀嗨
哟。用音乐的节奏统一速度，防止疏漏。

当年小站稻田，在挠秧季，田塍远
眺，远远近近，这里一排，那里一队，连
畈，碧绿，寥廓的原野上，劳农棋布，歌号
四起，寓目入耳，心旷神怡。一派生机盎
然、诗意萦怀的劳动场面，深深地印在小
站老辈人的心中，终生难忘。

当然，你若不是在挠秧的队列里，只
能分享到嗨呀哎嗨的声浪，是弄不清领
号人的歌词的。而今探讨歌词，只能靠
文献资料。庆幸的是，这种资料，未告阙
如。1956年，天津群众艺术馆王志远到
小站稻作区采风，与从音乐学院回村的
范云，共同挖掘整理了多种曲式的挠秧
号子，并带领稻农歌手，参加了在北京举
行的首届民间音乐会演，然后收入了群
艺馆出版的《天津民歌》专集。有了写在
纸上的挠秧号子，小站镇政府文化站依
样画葫芦，把演唱挠秧号子重又搬上了
歌台，成为小站稻的一份宝贵遗产。笔
者有感于此，曾填一首“浣溪沙”小词为
记：“稼穑农机事事能，不劳膀臂老田塍，

秋熟刹那五谷登。往昔挠秧高唱号，今
成掌故息传承，歌台演绎溯乡情。”

挠秧号子的曲调多种多样，有悠长
的，有短促的，有欢快的，也有低沉婉转
的。由于小站稻缘起于晚清老盛军屯
田，曲调中不乏淮音，但地处冀东，当然
是河北民歌的因素多。歌词则明显展示
领号人的文化素养，大多为即兴而成的
顺口溜形式。如这样一首：“日出东海响
晴的天，俩手抠地把腰弯。稻谷秋后堆
成山，稻米干饭羊肉汆。”四句各道一事，
不相连贯。这是因为，曲调决定了一句
就是一段。加上合号是这样：“（领）：日
出哇，东海呀哈，（合）：嗨呀—啊嗨呀
嗨—嗨！（领）：响昂晴地天—呐。（合）：溜
留嗨，溜留儿嗨—嗨！”然后再从头反复，
又是下一段了。曲调是很嘹亮的。

再如：“日没昆仑黑了天，打柴的樵
夫下了高山，行路的君子住了店，关上了
城门上了闩。”这词的曲调是很低沉的。
加上合号是这样：“（领）：日没唉—，哎嗨
嗨，昆吶哎嗨仑呐哎哈嗨—！（合）：哎啦
我地嗨—嘹唉嗨—呀，唉嗨嗨—，嘹嚎
嗨—，唉嗨嗨呀—！（领）：嘿唉呀—，嘹
嗷嚎—，嘹嗷—天唵啦！（合）：嘹—嘿—，
嘹嗷嘿，嘹嚎嘿嘿，嘿呀嘿，嘿嘿—嗨呀—！”
然后再从头唱第二句。

还有唱词很风趣的。如：“白脸的好
汉数罗成，景阳冈打虎二武松，南唐报号
高君保，长坂坡救主赵子龙；红脸的好汉
属云长，杀人放火属孟良，手持大刀王君
可，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青脸的好汉属朱
温，山西坐殿程咬金，河南霸府单雄信，手
提大刀盖苏文；黑脸的好汉属李逵，三国
倒有个毛张飞，手提钢鞭黑敬德，包文正
坐堂让过谁？”这里边，《三国》《隋唐》《水
浒》《杨家将》人物杂陈，把不同朝代的“好
汉”，按脸的颜色分类，也不管是文是武，
只论颜色，一齐凑将来，委实幽默得可
以。像这种风趣的词句，当然又另是一种
曲调，毋庸赘述。

号子者，产生于体力劳动的过程之
中，与力量、与气息有了关联，不仅砸夯、扛
抬、拉纤有号子，武术的大吼一声，跑步的
“一！二！三！四！”都算是号子吧。因而
可知，号子的作用在于统一动作，以气助
力，萃集力量的强度，所谓劲往一处使是
也。而这挠秧号子又不同于泛泛，挠秧无
须发气助力，却需要平衡步调，不使队列中
人过多地赶前错后，打号恰可以稳住队
列。再一个不同，它有歌词，是半歌唱型。
音乐是可以缓解疲劳的。古人论声音说，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取来歌唱里，胜向
笛中吹。”歌唱关系着身体的机能生理。《史
记·乐书》云：“宫动腗而正圣，商动肺而正
义，角动肝而正仁，徵动心而正礼，羽动肾
而正智。”清代研究声音的《顾误录·五音总
论》也说：“此动乎五脏也。可见声音之道，
感发性天，纯乎天籁，昔者尧廷奏乐，百兽
率舞，垓下闻歌，楚兵尽散，信有然也。”歌
声能愉悦五脏，挠秧打号子，自然是舒缓疲
劳的好方法。这看似野腔俗调的挠秧号
子，原来承载着历代农民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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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挠秧
刘景周

1949年6月9日上午九时，天津军管
会文艺处副处长周巍峙在旧剧科正副科长
何迟与赵魁英协助下，于万全道84号办公
会议室组织召开“编唱新词艺人茶话会”。
周巍峙首先向来自各个演出场所编演新唱
词的曲艺艺人致谢，他说：“在
编唱内容方面，除了颂扬工人
农民劳动生产外，战斗故事、
军民团结、城市各阶层的思想
情况等，都可以写。报纸上有
些小说材料，也可以改为新鼓
词。在形式上不管小段整套
的，只要能编出新的就好。”并
提出“在编唱当中有什么困
难，文艺处尽量帮助大家解
决。如代为收集新鼓词，供给
写作材料等”。

会场气氛热烈，艺人们
纷纷敞开心扉。奉天大鼓艺
人马宝山率先发声：“大家同
心合力才会有成绩。刘文彬
有一段《哥仨分家》是老玩
意儿，但现在改编成新词，就
比较不错。咱们也希望老前
辈们也唱一唱新词，编唱新
玩意儿总得比较有些技术才
好，我把《姐仨顶嘴》给了白
云鹏老先生，他要一唱的话，不是影响更
大了嘛！”西河大鼓艺人赵田亮动情地说：
“解放军天天打仗，为人民流血流汗，像咱
们做艺人的也应该有些贡献。”乐亭大鼓
艺人崔庆吉随后便表态：“我虽然不识字，
可是也唱出了新词来。还是大家多研究，
互相传授，有些缺头短尾的小玩意儿，我
也能给凑合补上点儿。”

在新时代刚刚起步之际，上述艺人能
有如此觉悟和言行，与周巍峙、
何迟、赵魁英等文艺处干部们
的努力分不开。在过去甚至就
在几个月前，由于当时的生存
环境，艺人们无论是思想认识，
还是说唱内容，都与这个新社
会格格不入。

九河下梢天津卫，自清末便成为杂耍
儿艺人的聚集之地。进入民国，各类杂耍
儿从艺者为了适应底层民众的休闲需求，
更是在贫民聚合的东兴市场、鸟市、地道
外、谦德庄等所谓“杂八地”“三不管”地区，
形成自发卖艺场所，并由此产生了一种与
租界“洋玩意儿”并存的“俗文化”现象。随
着天津解放，虽然军管会进津后并未取缔
艺人们的日常作艺，但再像过去那样“媚
俗”“胡闹”则是决不允许。此时艺人们每
天上演的节目要报军管会文艺处审查备
案，而且就连他们赖以生存的卖艺名号，也

由低俗的“杂耍儿”变成了雅致的“曲艺”。
面对此等变化，这些长年靠“噱头”赚钱的
卖艺者显然极不习惯，于是他们便使出跑
江湖时的惯有“伎俩”。对此，时任天津军
管会文艺处首任处长的陈荒煤感触尤深：

“文艺处管理曲艺、评书
的同志就经常反映，他
们到演出场所巡视，经
常发现有随意修改节
目，甚至增添色情内容
的情况。一旦发现有干
部去看，又改换内容，这
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也
无法根绝。”据当时史料
记载，天津新生三个多
月后，杂耍儿业“每天还
是那一套《红楼梦》的梅
花调，《情人顶嘴》的醋
溜大鼓，《王二姐思夫》
的坠子，《大劈棺》《翠屏
山》放焰口的单弦，《开
火车》《旋宫艳史》的口
技，《六口人》《羊上树》
的相声等等一些无聊的
色情的词句，软绵绵酸
溜溜的调儿，使人的精
神都无法振作起来。”对

此，军管会也只能将尚在营业的110多家
书场茶社划归公安部门，作为一种“特殊行
业”管理，并在各演出场所门前挂上“军警
及市政人员禁止入内”的牌子。

这绝非长久之计。为此，周巍峙与何
迟、赵魁英等在调查研究后认为，对每天观
众流量不下十几万人次的书场茶社采取如
此限制措施，实非上策。问题的解决，还是
要靠艺人们自身提高觉悟。于是他们首先

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六楼
剧场召集了一次曲艺人大会，
请陈荒煤向大家阐明政府对曲
艺的政策，表示对艺人的尊重，
同时鼓励他们编演新曲目，为
新时代服务。随后，旧剧科又
开办了每周两次的艺人学习

班，讲授时事政治和补习文化。
此举收效甚大，在经过一段时间有针

对性的学习后，艺人们的觉悟和文化水平
普遍提升。尤其是当时红极一时的铁片大
鼓演员王佩臣，率先演出了讴歌新人新事
的新曲目。与此同时，著名相声艺人常宝
堃、赵佩茹也接连编演了《新灯谜》《新酒
令》《思想改造》《二房东》等新段子。著名
京韵大鼓艺人白云鹏则改编上演了《四女
夸夫》，名艺人程树棠也推出了新曲段《王
桂香》。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时间，各
曲种曲艺艺人争先上演新曲目成了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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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文丛过了小年，在人们祭灶之后的转天，那就

是腊月二十四了。这一天有“二十四，扫房日”
的说法。

所谓扫房，无非就是做大扫除的意思。扫
房和祭灶有一定的关联性，把地位重要的灶王
爷送上了天，把自己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一
年过来，日子总该是有新气象的。一系列的过
年民俗都是相关联的，扫房的活动也还有破旧
立新、驱除晦气的意思。

我幼年时，在距离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天
津，我家或者邻居家，真的是遵循着这个“二十四，
扫房日”的民间法则“扫房”的。后来，家家户户灶
王爷升天的祭灶仪式基本上不搞了，腊月二十三
只剩下“小年”功能的空
壳，就有点本末倒置的
意思，因为这天是灶王
爷升天，所以隆重地成
为小年，但是现在二十
三祭灶的仪式渐渐没有
了，人们只知道这一天
是小年，至于什么是灶
王爷升天已经不得其
详。而相应的，扫房日
在哪一天也就比较随意了，人们还是会选择一个
像双休日那样的合适时间来进行大扫除，这个时
间也可能是在腊月二十三之前，也可能更靠后一
些，这就是一家一个过法，看自己的选择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取
消了扫房活动。所谓的年味儿为什么淡了
呢？过去一年只有过年吃一次饺子，就比较珍
惜，现在可以天天吃饺子，没有那么多盼望了，
年味儿自然就淡了——这样的道理人人都
懂。其实，像祭灶、扫房这样具有仪式感的年
俗活动也是把生活氤氲出年味儿的重要推手，
现在不搞了，也是年味儿消失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过年不祭灶了？锅台都拆掉了。为

什么过年不扫房了？因为家里每天都做卫生。
在4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人们是没有办

法想到我们现在能生活在如此洁净
和美观的环境里，能有这样好的物
质水平。

那时候，大多数人是住平房
的，胡同或者杂院儿就是那时的
“小区”。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年代
“二十四，扫房日”前后大扫除的壮

观场面。人们往往一家人也就是一间屋子，面积
不会很大。在扫房日那一天，全家老少一起上
阵。首先要把屋子里的家具都搬到院子里，包括
那个年代人们为数不多的摆件、相框、纪念品、锅
碗瓢勺、日常用品、被褥……

孩子们是重要的帮手，主力显然还是男女主
人，女主人把头发扎起来甚至包上头巾，男主人把
鸡毛掸子抄起来，然后绑定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
竹竿上，这样就像把手臂伸长了，可以举起竹竿，
把鸡毛掸子伸向房间的顶上和墙体的各个角落。
那年月这样的大扫除可能每家每年就是做这一
次，因此重视，也因此艰难。房间的角落常常会有
类如蜘蛛网状的灰尘，墙壁上也往往遮盖着较厚

的尘土。大家相互也不笑
话，那个时候都是这样。
扫除结束的时候，一家人
可能鼻孔都是黑的，里面
全是尘土。

清水最是洗尘。用
水洗净脸，然后把家具、
物品、厨房用具全都过一
遍水。屋主人各自不同
的爱物，比如老式家具的

抽屉拉手铜环，被擦拭得锃亮，就显得北方的冬
天和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铁锅铁壶上的油泥
和铁锈，也都要努力地去擦洗掉，那个过程，仿
佛就是人们为了表达对于肮脏的不满；被褥也
要拆洗一遍，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质地好的床
上用品，朴素的被褥花花绿绿，洗过之后堂而皇
之地晾晒在院子里。在扫房的过程中，常常会
有一些意外发现，比如在柜子的缝隙里找到了
一张十元大钞，证明男主人没有存小金库的清
白；比如女主人找到了一张前男友的照片，赶快
悄悄藏起来，或者干脆还是撕掉了吧。
那个时候人们的住房条件，不仅“一间屋子半间

炕”，厨房可能都是在这一间屋子里，常年做饭烟熏
火燎，一年下来，那卫生也不好做，墙壁都是黑色的，
也有更勤快和讲究些的人家，会在扫房日前后给房

子“刷浆”，那样工程就会更巨大一点了，但
是为了明年的新生活，也是值得的。

人们为什么对于过年的这次“扫房”如
此重视？“尘”和“陈”同音，扫除尘土，也有扫
除陈旧生活的意思，扫掉那些过去的晦气
吧，让生活全新。

题图作者：卞家华

一提到巴黎，人们第一时间想
到的多是法国首都、著名的文化之
都。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
镇，名字也叫Paris，不过中文一般
译成“帕里斯”，来和法国巴黎作区
分。本周推介的影片《德克萨斯州
的巴黎》，就取自这个地名。
《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由德国

导演维姆·文德斯执导，德国女演
员娜塔莎·金斯基主演。影片讲了
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甚至男主角在影片的第
26分钟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巴黎。”影片用了
三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颜色：蓝白红，暗喻了每
个人都会有的情绪：迷惘、寻找与希望，也折射
出了主创们当时的经历。

首先是白色。作为一部公路题材电影，本片
画面中充斥着白色的戈壁和云朵。该片填补了当
时欧洲公路题材电影的空白，具有区别于美国公
路电影的特点——忽略旅行的目的，注重人物在

旅途中的情感变化。
维姆·文德斯在拍摄这部影

片时，处于人生最不得志的时期，
就跟本片的第二种颜色蓝色一样
迷茫、无措。文德斯出生于二战后
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在少年时
期，大量美国电影引入德国，使他
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为了能看

到更多电影，他去巴黎留学，利用空余时间在电影资
料馆观摩影片，并撰写电影评论，从此，开始了电影之
路。1978年，文德斯终于有机会前往向往已久的好莱
坞。但是，他的首部好莱坞电影作品《哈麦特》并没有
成功，超过三分之二的镜头被要求重拍，以至于影
片推迟了三年多才勉强发行。在好莱坞的连连碰
壁，让他变得迷茫。在最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他集合
了欧洲的朋友，拍摄了《德克萨斯州的巴黎》，这部
电影的成功让他找到了拍电影的方向，确定了想要
表达的情感。

本片女主角娜塔莎·金斯基1961年出生在德国
柏林一个演艺世家，父亲是德国著名演员克劳斯·金
斯基，却是一个十足的暴力狂，几乎没给过她一点教
导，而娜塔莎的母亲终于在她8岁时忍无可忍，选择
了离婚，带着小金斯基独自生活。于是，娜塔莎从小
便外出工作。14岁那年，她在打工时被文德斯导演
的妻子看中，邀她在《错误的举动》中演一个小配角，

之后才有了《德克萨斯州的巴黎》中的精
彩演出。由于这些经历，她就像是电影
圈内的游牧民族，美丽却有些奇异的风
格。正是因此，她才能作为一个德国人，
在《德克萨斯州的巴黎》中成功演绎了这
一美国人角色。

除了蓝白红，影片中还有很多美丽
的色调，一起构成了德克萨斯州如梦的
景象。这还得益于荷兰著名摄影师罗
比·穆勒，除了《德克萨斯州的巴黎》外，

他还拍摄了《黑暗中的舞者》等众多电影。而来自德
国的导演维姆·文德斯、荷兰摄影师罗比·穆勒、德国
演员娜塔莎·金斯基，这一众欧洲主创将如何呈现属
于他们的美国往事呢？

2月6日22:05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
《德克萨斯州的巴黎》，2月7日15:12“佳片有约”周
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扫房日
杨仲凯

说年
过

年

《德克萨斯州的巴黎》：
欧洲人眼中的美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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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
当天下午4时，中共上海区委

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市民
在傍晚6时暴动……当起义的炮声
响起后，各区工人纠察队立即开始
袭击军警，在街头巷尾中与敌人进
行着短兵相接的激战。然而，谁也
没有想到，正当上海工人第二次武
装起义达到高潮，迫切需要北伐部队
援助时，蒋介石却令进军嘉兴的白崇
禧部停止进攻上海，而且原本与上海
方面的中共组织讲好密切配合的钮永
建部队竟然也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没有外围援助、缺少武器弹药且

军事经验不足的工人武装起义，一下
陷于孤军奋战之困境。眼看又是一
场血流成河的悲剧，“上海市民临时
革命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第二次武
装起义。
一把血、一把汗的工人们流泪了，

叹气了。
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等武装

起义领导者则在大骂蒋介石：
他是个不讲信誉的叛徒！是革命

的真正敌人！
然而，骂得再凶，也改变不了武装

起义失败的结果。这让上海的许多革
命者心生闷气……
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

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两项重要
决定：立即停止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
起义，立即动手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
三次武装起义；成立武装起义特别行
动委员会(简称“特委”)，为武装起义的
最高领导机构，总书记陈独秀亲自出

马任“特委”书记，委员有周恩来、罗亦农、
赵世炎、汪寿华和彭述之等，特委下设特
别军委，周恩来任书记。

之后，正式起义前又确定周恩来为武
装起义总指挥。前两次武装起义虽然没
有成功，但也锻炼了工人和共产党人。同
时，垂死的反动军阀则更加猖獗。他们组
织了“大刀队”，只要见到贴标语和呼口号
者，逮住就砍头。即便如此，也没有吓倒
工人和进步的学生们。原商务印书馆老
工人任其祥说：“他们的残暴吓不倒我们，
我们还是照样进行巧妙的宣传活动。为
了和敌人周旋，我们宣传队分作两批，前
一批上街呼口号，有意吸引‘大刀队’来追
捕，而第二批宣传队早已在街头到处贴标
语和散发传单，然后迅速撤走，弄得‘大刀
队’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处处扑空。”

于是，军阀又使出毒招，将起义中牺
牲的工人和学生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电
线杆上，暴尸在街道上示众……同时又在
大街上、小巷内任意进行搜身，给市民心
理上造成极度恐慌。
“必须以牙还牙！”24日晚召开的“特

委”会上，罗亦农等义愤填膺、摩拳擦掌道。
周恩来则示意他们现在更多的是需要

冷静下来，认真分析前两次起义失败的原因，
同时坐下来一起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杨灯罩儿要做缎子鞋
杨灯罩儿又说，让你过来，是我的

主意，看出你是块材料儿，才去包子铺
跟高掌柜商量的。来子听了看看他。
杨灯罩儿不等来子说话就走了。

来子第二次见杨灯罩儿，是杨灯
罩儿回来找老朱拿钱。老朱正等着
跟他商量铺子的事，但他说外面还有
事，急着要走，让老朱赶紧把提成算
算，一共出了多少鞋，每双多少钱，又该
给他提多少。老朱算了一遍，他说不
对。又算了一遍，他还说不对。老朱把
账本一扔说，你自己算。杨灯罩儿就翻
着账本自己算了一遍，还是这个数儿。

老朱翻着眼问他，对吗？杨灯罩
儿没再说话，拿上钱就走了。

杨灯罩儿这个晚上来铺子，是来
子见他的第三次。杨灯罩儿挺和气，
一进门就对来子说，铺子没事了，你先
回去吧。来子看出他跟老朱有话说，
又不好问，就从铺子出来了。可到家
想想，还是不放心，不知他要跟老朱说
什么。有心再回去，又觉着不合适。

第二天，来子一早就来到了铺子，
问老朱，昨晚怎么回事。

老朱气得脸色铁青。告诉来子，
昨晚杨灯罩儿来，是要做一双鞋，还不
是一般的鞋，是做一双缎子鞋。老朱
说，要是做一般的鞋也就算了，鞋面儿
和鞋帮的青布，鞋口的白布，铺子里都
是现成的，可缎子鞋就是另一回事了，
各种料子得现进，要进料就得花钱。
老朱问杨灯罩儿，主家给了多少定
钱。杨灯罩儿翻着眼皮说，没给定钱。

老朱一听没给定钱，就问，没给定

钱怎么进料？
杨灯罩儿说，铺子先垫上。
老朱说，你的话能这么说，可事儿不

是这么个事儿；别的料子还行，可这缎子
没布头儿，一买就得论尺，做鞋面儿的缎
子不是一般的缎子，幅儿又窄，一尺不
够，两尺又糟践，一般都是几双鞋套着
做，现在只为这一双鞋，就糟践二尺缎
子，没这道理；再说还得买五彩丝线，鞋
面也不能是素的，还得有绣活儿，再加上
鞋口呢，铺子里哪有这么多闲钱。
杨灯罩儿说，就用上月和这月卖鞋

帽的钱垫上。
老朱一听更急了，说，卖鞋帽的都是

本钱，用本钱垫，铺子还开不开了。
杨灯罩儿说，反正这活儿是已经应

下了，真要耽误了，这铺子还真就甭开
了。说完，把这缎子鞋的尺寸扔下，就扭
头走了。老朱跟来子说着，还气得手直
抖。来子想想问，他应的这到底是哪儿
的活儿？老朱说，没问，哪儿的活儿也没
有这么干的。
来子想的，比老朱又多一层。老朱

想的只是钱，没钱进不了料子。但来子
想的是这个鞋。杨灯罩儿要做的是缎子
鞋，这缎子鞋不是一般人穿的。他想，这
里边肯定有事儿。

36 33 光荣入党
夫妻俩你一首我一首，把会唱

的老歌都唱了一遍，唱了整整一个
晚上。歌声抒发了情怀，歌声驱走
了心中的孤寂和郁闷，他们有一种
久违了的畅快淋漓感。转眼午夜时
分了，两人却还是意犹未尽。歌声
把他们带入了甜蜜温柔的梦乡……

多年来，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年
年被江苏省军区评为“国防工程先进
管护员”，开山岛也获得了“一类民兵
哨所”光荣称号。地方媒体也做过相
应的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先进
事迹也逐渐被传颂。

2003年10月的一天，天还没亮，
王继才就起床了，早早地把自己拾掇
得干干净净。王仕花看丈夫这么精心
打扮自己，还是第一次，她也就起来帮
他打理。

前些天，王继才接到电话，今天乡
党委和县武装部领导会上岛来为他举
行入党宣誓仪式。王继才喜悦的心情
溢于言表，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人生
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早在上岛的第
二年，时任县武装部政委的王长杰就
鼓励王继才要进步，要靠近组织。可
是，那时的王继才，总觉得自己思想觉
悟不够高，距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还相
差很远。所以，每次提起他都红着脸
推辞，尽管心里十分渴望，却
迟迟没写入党申请书。但是，
王继才在工作中都是不断地
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以共产党员的条件约束自己。

关于王继才同志入党的

问题，各级党组织都很关心，乡党委书记
每次见了他都提示说：“继才，入党申请
书写了吗？”王继才总是不大好意思地说
道：“我行吗？还不行！还不够格儿。”直
到省军区领导来开山岛视察工作，对王
继才上岛十几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这才给了他入党的信心。面对专
程而来的省军区领导，老实本分的王继
才十分腼腆地把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做了
一次详尽的汇报。领导听了汇报非常感
动，使劲拍了拍王继才的肩膀，说道：“你
真是好样的！你守岛十分艰苦，工作却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组织上一直在考量
你。依我看，你已经符合共产党员的标
准了，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怎么
样？”王继才激动得两眼紧盯着这位领
导，却半天说不出话来。王仕花在旁边
感动得连连说：“愿意！愿意！”于是，王
继才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王继才和王仕花今天像过年一样，把

营房、台阶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天刚刚亮，两个人准备升旗仪

式。今天是个好日子。王继才扛
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正步走在前面，
王仕花正步紧随其后，精神抖擞，
步伐一致。开山岛的晨曦静谧、安
然。东方海平线一片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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