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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节气应该把堂屋扫
扫。从卧室客厅

到餐桌厨房，那些看不到
的边边角角

都应该擦洗一遍。寂寞的
家具

抚慰一下
然后换一身新装，等那个
叫年的人来

这个节气应该把父母的坟
头扫扫

那些经年的杂草和飘零的
落叶清理一下

抷两抷土，扎一些纸花
告诉他们一年的欢快和幸福
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心安
和满足

这个节气应该把城市的每
一个角落扫扫

让马路发出太阳的光泽
让每一棵景观树，都开出
如春的花朵

为流浪的猫和狗，备好晚餐
给流浪的人，一份儿回家

的喜悦
这个节气应该把每一寸山河
扫扫

叶子和花朵不在，也要给枝
干除一除雾霾

那些冒着黑烟的囱，停停
那些裸露的矿山，填填
把灰暗的地方擦一擦
给祖国，换一副新颜

这个节气应该把我们的心灵
扫扫

那些颓废的思想，肮脏的灵魂
腐朽和堕落，暴孽和罪恶
都应该清除殆尽
让我们的精神，焕然一新

小白杨哨所

小白杨哨所原来叫塔斯提哨所，位于中国边境，与哈萨
克斯坦为邻。之所以更名为小白杨哨所，这里面还有着一
段感人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哨所的锡伯族战士陈福
森回家探亲，母亲让他带回10株白杨树苗，叮嘱他不要想
家，要像白杨树一样扎根边疆，为祖国守好边防。返回哨所
的陈福林和战友们，把树苗细心栽种在营房边。哨所干旱
缺水，吃水都要到一公里外的布尔干河去挑。战士们每天
用节省下来的饮用水、洗脸水、刷牙水浇灌，小白杨幼苗还
是难以忍受干旱、风沙、严寒的肆虐，10株中只有3株顽强
地存活下来。从此，小白杨在战士们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
长，日夜陪伴着守卫边疆的哨所战士。1983年夏天，著名
诗人、词作家梁上泉来新疆边防部队采风，为小白杨事迹所
感动，写了歌词《小白杨》，由作曲家十心谱曲，1984年“八
一”建军节那天，在中央电视台庆“八一”文艺晚会上，军
旅歌唱家阎维文第一次演唱《小白杨》。这首歌随即唱响
祖国大江南北，也激励着戍边将士保国守边的意志，中哈
边界的塔斯提哨所，从此被称为“小白杨哨所”，那3棵历
经风雨雪霜、沙尘风暴而顽强生长的小白杨，成了戍边军
人的象征，小白杨哨所则成为边关将士们的精神家园。
这次我们去新疆哨所，共8个人、两辆车，其中7个人

都是退伍老兵。我们夫妇与北京的两位战友同乘一车，
车是和存的，他个头不高，体型偏胖，浓眉大眼，年轻时非
常帅，是部队宣传队队员，声音洪亮喜爱唱歌。他入伍后
学习开车，驾龄近50年了，技术娴熟，难走的路段都由他
开。和存说，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小白杨哨所，平生最大的
心愿，就是在小白杨哨所高歌一曲《小白杨》。
在去往小白杨哨所的路上，起初都是坑坑洼洼颠簸不

平的石子路，上下坡时就蹭到了车底盘。我紧紧抓住车门
上的把手，车身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行驶的小船，上下
起伏时头部不时就会碰到车顶。我担心路面不好对车损伤
厉害，和存握着方向盘，说：“没事，只要能到小白杨哨所，车
就是散了架也值得！”我们艰难通过四五十公里的弹坑路，
终于驶上了柏油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没过一会儿，又
遇到了修路无法前行。正当犯愁时，远远看到草原深处一
辆摩托车驶过来，来到跟前才看清是一位哈萨克族老大爷，
他说话我们听不懂，但他比划的手势能明白，让汽车跟着他
走，就可以绕过这段路。我们高兴起来，跟着他的摩托在草
原上行驶了大约二十多分钟，终于见到了公路。当得知我
们走过的是他家的草场，真是万分感激，大家把车上带的食
品饮料塞到大爷手里，连声感谢，挥手告别。
在车上，远远就看到巴鲁克山下布尔干河畔无名高地

上，屹立着一座披着迷彩衣的哨所，然后又看到哨所下方那
3棵闻名遐迩的小白杨树。如今，小白杨已经长成高大粗
壮的钻天大树，仿佛英俊威武的卫兵，一个人都难以环抱它
的树干。我们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眼里盈泪地站在小白
杨旁拍照留念。
手抚着小白杨，和存仿佛置身灯光闪烁的舞台上，激情满

怀地说：“这里是著名的小白杨哨所，今天，我和战友们把《小
白杨》这首歌献给常年守卫在祖国边防的解放军战士。”说完，
便放开洪亮的嗓音唱起来：“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
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罗喂，太阳
照得绿叶闪银光。”唱到“来来来”时，他用手势招呼我们几个
老兵一起上，我们走过去和他一起高唱：“来来来来来……小
白杨，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他的眼中涌
出热泪，我们的眼中也涌出热泪，共同忆起当兵的岁月……
女孩小周负责全程录像，为我们这些老兵留下珍贵的视

频纪念。当时游客不多，只有一对从河南来的中年夫妇，他俩
边当观众、边拍摄，使劲儿拍巴掌叫好，并走过来与我们握手，
含着热泪说：“一看你们就是当过兵的，唱得太有激情了！”
我们还参观了小白杨哨所展览室，这里已经列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每年的新兵入伍，连队干
部都会带新兵到哨所，进行入伍宣誓，讲述小白杨树的故
事。老兵复员时，连队还要在小白杨哨所举行军旗告别仪

式，将每个老兵在哨所的生活，刻录成光盘送给他们，珍藏
起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77号界碑

有幸看到77号界碑，主要是国华的执著坚持才得以实
现。国华从海军退休前是位大校军官，酷爱自驾旅行，几乎
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中等个头儿，头发花白有点儿
谢顶，脸长耳郭不苟言笑，一看就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2017年，他曾到新疆游览过二十多天，遗憾没能看到77号
界碑，他约我们一起重游新疆，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去看
看那不同寻常的77号界碑！

77号界碑位于祖国最西端的伊尔克什坦口岸。那天，
我们从乌恰驱车150多公里前往。由于到达时正赶上午休
时间，先找到一家河南人开的面馆，边吃午饭边等了两个多
小时。待到上班时间，我陪国华一起到口岸，向驻守的武警

部队卫兵说明来意，并出示军官退休证和残疾军人证。卫
兵汇报后，有一位军官出来，他说77号界碑在口岸里面，现
在因修路谢绝入内参观。我们苦口婆心轮番解释说，我们
大老远由北京、天津、西安开车跑来很不容易，只为看一眼
77号界碑，我们都是年近七旬的老兵了，恐怕难有机会再
来了，请求务必通融一下以满足我们的心愿。军官被感动
了，说很同情也愿意满足我们的心愿，只是作不了主，说特
殊情况只有参谋长才能批准，但领导正在开会。我们说，没
关系，等开完会再请示吧。

我们站在门外耐心等待近两小时，参谋长会议才结束，
向他再次真诚叙述，他审查证件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还
没等道谢，他又说，我们负责守卫第一道关口，里面还有解
放军部队把守第二道关口，必须征得他们同意才可放行。
我说，那就先让我们进去方可和里面的部队沟通啊！他坚
持先沟通好才可以放行。想方设法费尽口舌，才得到了第
二道关口负责首长的电话，拨了几次无人接听，我每隔一会
儿拨一次，记不清拨了多少次电话终于通了，又是一阵子满
含深情的请求，电话那边的首长最终被说服，答应放行。

好事多磨啊，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与沟通，终于被准许我
们进入口岸，在一位军校刚毕业的排长带领下，来到了向往已
久、中国最西端、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77号界碑前，大家激
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首先为国华与77号界碑拍照，他精神
抖擞地立正在界碑一侧，敬着标准的军礼。拍照后，他长长地
吐了一口气，有些哽咽地说：“终于了却了我的心愿，不虚此行
啊，死也甘心啦！”接着，我逐个为老兵拍照，最后我们7名老
兵合影，大家变换不同姿势，先是一同向界碑敬礼，接着一起
振臂高呼：“77号界碑，我们来了！”“祖国在我心中！”“祖国万
岁！”高昂的呼喊声，震撼着周边的山林，过往等候出入关的大
货车的中外司机们，伸出大拇指笑盈盈地为我们点赞！老兵
们无比兴奋，为我们是中国军人而骄傲和自豪！

临走时，大家仍恋恋不舍，仿佛与亲人告别一般，一步
一回头地望着77号界碑。走出二十几米远，突然发现我的
墨镜放在界碑前的石柱上了。当我返回界碑去取时，看见
和存也跑了回来，深情地亲吻起77号界碑，如同亲吻自己
的恋人，那冰冷的石碑仿佛有了生命和温度。看到这一幕，
我的鼻子一阵发酸，用手机抓拍下这感人的画面。

红其拉甫哨所

红其拉甫哨所，地处中国新疆喀什地区西南部，帕米尔

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毗
邻，海拔达4733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口岸哨所。每年的中央
台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都会代表全国人民，向那里坚守岗位
的哨兵们拜年！
红其拉甫风光壮美，但常年积雪，风力在七八级以上，最

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环境恶劣，氧气含量低于平原的
一半，波斯语中被称为“死亡之谷”，当地百分之八十的居民为
塔吉克族游牧民。尽管如此，这里仍是我们退休老兵十分想
去的地方，并且做好了充分准备，顺利办理了各种手续。
去新疆前一个月，我们夫妇就开始天天泡红景天水喝。

去往红其拉甫哨所的前一天，大家都做好了各种准备。随着
海拔越来越高，驾驶员边把握方向盘、边吸氧，我们都服下葡
萄糖和红景天胶囊。
终于到达了庄严的红其拉甫国门前，老兵们激动得手舞足

蹈，把高原反应一股脑儿全丢掉了，每个人都忙着拍照。我举起
相机“啪啪啪”地连拍，不时地跑上跑下，上气不接下气也全然
不顾。国门对面是一群巴基斯坦游客，有白发的老人，也有奇
装异服的男女青年，他们友好地向我们挥手、微笑、呼喊。
我正在拍界碑时，国门前来了一队武警战士。看到生

龙活虎的年轻战士们，我仿佛回到当年新兵入伍的岁月，格
外亲切啊！他们准备拍集体合影，但举着照相机拍照的小
伙子对焦了一会儿，遗憾地对战友们说：“相机镜头不行，拍
不全。”大家听了很扫兴。我在一旁听到，就对小伙子说：
“你也站进去，我的相机是广角镜头，我来拍吧。”小伙子听
了兴奋地说：“太好了，谢谢阿姨！”我说：“不用谢！我也是
当兵的，咱们是一家人。”我举起相机，对他们喊道：“准备，
一、二、三！”拍了两张后看了一下，觉得缺少了战士的精气神，
我曾是带过7年兵的士兵队队长，便说：“咱们都是当兵的，一
定要有兵的精气神。现在都听我指挥，我喊一句，你们就跟着
喊一句，好吗？”战士们放声齐喊：“好！”我想了一下，站在祖国
红其拉甫国门前，喊什么最有意义？脑海里突然就出现了四
个字：“祖国万岁！”于是我用相机对好焦距，铿锵有力地喊出：
“祖国万岁！”战士们跟着齐声呼喊：“祖国万岁！”我再领喊第
二遍，他们用更洪亮的声音跟随。喊第三遍时，我们的几位老
兵也加进了士兵们的队伍，再喊时周围的游客也都涌进了队
伍，随着“祖国万岁”的呼声越来越大，镜头里的人数也越聚越
多。我的眼睛模糊了，尽管气喘吁吁明显缺氧，但领喊的声音
却一声比一声高。人们都面红耳赤、竭尽全力地振臂高呼，战
士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挥动着手中的军帽蹦起老高。人
们虽说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相识，但“祖国万岁”的呼喊声，把
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凝聚到了一起，声音越喊越响亮，震撼
着国门，周围的雪山也似落下纷纷雪花。
国界外的巴基斯坦游客也被我们感动了，跟着蹦跳呼喊，

他们中有一位大眼睛、黑皮肤的小伙子，兴奋地把帽子抛向空
中，帽子沿着弧线飞越了国境线，正好落在了我的脚下，我顺
手捡起用力给他抛了回去，小伙子接到帽子，笑眯眯地左手举
着帽子蹦跳，使劲挥动，右手高高地伸出大拇指，用生硬的中
国话高喊：“中国！谢谢！”我也向他友好地挥手高喊：“友谊万
岁！”战友为我们夫妇在界碑前留影，背景后面就是巴基斯坦，
不经意间，把他们的游客也拍进了镜头，从相机中，看到那位
小伙子还在挥手、蹦跳……
这时，一名战士领着一位军官来到我跟前，介绍说：“这是

我们的排长。”排长很礼貌地向我敬了一个标准军礼，热情地
和我握手说：“谢谢您为我们拍照，我们是山下的武警部队，这
些都是即将退伍的老兵，他们退伍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到红其
拉甫国门前拍照合影，您帮他们实现了愿望。谢谢！非常感
谢！”我和那名战士加了微信，答应尽快将照片传给他们，保证
战士们离开部队前都能见到照片。
这次祖国边防哨所之行，留下了一幕幕感人的画面：看

到在小白杨哨所高唱《小白杨》的快闪视频，我不由得开心
大笑；看到老兵们向77号界碑庄严敬礼和亲吻界碑的照片，
我的眼睛湿润了；看到在红其拉甫国门前为武警战士拍摄合
影，我心情激荡犹如大海波涛，“祖国万岁”的呼喊声仍在耳
畔回响……

本版插图 张宇尘

一早，她正忙着整理堆在公用
厨房的快递，大包小包，大纸箱小纸
箱，总共得有十多件。
“你又干嘛啦？”我脱口而出，因为

她平时快递也多，不像今天这么多。
“快过年了呀！”她看了我一眼，

“昨天单位动员最好不回家，老家也
说外地打工人员最好春节不返乡。
不能回去，我就只好把要带回去的
年货快递回家。”
她18岁那年，自安徽宣城到上

海打工，第二年就和现在的老公自由
恋爱上了，20岁结婚，育有一男一
女，而后就一直住在石库门，一住就
是二十多年。她说这几天特别忙。
以前听老人说过年是个“关”，现在才
慢慢明白个中缘故。过年了，一年到
头，许多事情要有个交代，才能心安
理得，顺顺当当地迈入新的一年。
她的房东女主人是一位教师，

很善良大度。以前多少年亭子间带
公用晒台等，租金才300元。她见
左邻右舍房租一年年往上涨，实在
于心不忍，前三年和房东“协商”，好
不容易才把房租涨到每月 1000
元。房东的意思是，我又不缺这点
钱，你们来打工挣钱不容易，还要养
家糊口的。今年，她想，又过去几年
了，旁边的一间6平方米的房租还
要1300元，自己应该再主动涨一

点。她就和房东商量，但房东死活
不让涨，并在微信里再三叮嘱：要
小心，多加防范，戴好口罩，注意安
全。令她感动不已！
前天她还去市电视台了。她的

儿子初中毕业后上了烹饪学校，去
年暑假在一个饭店实习打工，当时
一个小偷偷了饭店的钱，被他发现。
他立即大声呼喊：“有人偷钱！抓
贼！”他一把将小偷拦腰抱住！小偷
拿出水果刀，一下子戳在他的耳后
根。小偷被抓住了，她儿子险些丧
命。儿子被评为见义勇为小英雄，受
到了市政府表彰。那天，电视台主持
人问她有什么想法？她激动得不知
说什么好：“儿子做得对，都是学校老
师培养教育得好！”现在，她的儿子已
被一家大型餐饮企业聘用。
记得去年春节，她老公开着小

车，一家4口拉了一车年货。回来
时，还给我们各家都捎来了老家的土
特产，亲如一家，情谊浓浓。今年不
好回去了，她就给外公外婆、公公婆
婆、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的小孩，买了
吃的穿的用的快递回去。她意味深
长地说：“人不能回家，心意得有！”
晚上，厨房里传来一阵阵浓郁

的香味，并听到嗞嗞啦啦的声音。
我跑过去一看，她正在炸肉圆。大
半锅油在翻滾，肉圆在缓缓地移动
沉浮，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忙碌之
中，她的脸更显光洁红润，洋溢着祥
和与喜庆：“过年就是忙，昨天腌了
十几斤肉和鱼。”她的马尾辫不时地
甩动，更显得年轻与活力。
“年，越忙越有劲，年年有余

呀。”我由衷地说。

每个村庄都有池塘，而且有
的村子还不止一方，我们村东边
和西边就各有一方。池塘是洗
衣、洗菜、男人洗澡、孩子戏水的
地方，水面上常年游着一群麻点
鸭，漂着一些水蜘蛛。每个村子
都离不开一方绿水盈盈的池塘，
池塘不仅方便了全村人的生活，
还可以种菱角、种藕、养鱼。快过
年的时候，大人们用大网拉鱼，每
家分上一筐，欢度春节。
池塘是大家的，大人谁也不会

去里面逮鱼，小孩子们钓鱼，或用丝
网沾些白条解馋，是没人管的。
拉大网捕鱼这天，是一年之中

全村人最快乐的一天。腊月里一个
晴好的日子，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辈，
招呼几个年轻人抬出大网，来到池
塘边把网解开摊好，全村的大人、孩
子都高高兴兴地围拢过来，几条狗
在人群中摇着尾巴跑来跑去。四个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穿上连着雨鞋
的半身下水胶裤，两人拉一边，从池
塘这头往另一头拉。刚开始网里没
鱼，拉得比较轻松，网子拉到中间就
渐觉吃力，缓缓拉到塘埂边，男人们
七手八脚上前帮着抬网，网还没离
开水面，就有白生生的大鱼跃了出
来。网抬出后，一网大大小小的鱼
活蹦乱跳，被倒到了塘埂上。女人
们把小鱼挑出来，作为种鱼，小心翼
翼地放进盛着水的木桶里，放在一
边，等拉鱼结束，再把它们放进池
塘。孩子们纷纷把鱼往竹筐里拾。
几只馋嘴猫“喵喵”叫着，衔住孩子
们扔过来的小鱼，跑到一边大吃起
来。还有一只大黄猫自不量力，咬
着一条大鱼非
要拖走，大鱼
挣扎着，不时
用尾巴拍打
它，孩子们看
得哈哈大笑，
有给猫加油
的，有盼着鱼

挣脱开的。拉网的人把空网整理好，
再从池塘这头往那头拉。这样拉四五
个来回，塘埂一周就堆满了鱼。

网上来的鱼大多是鲢鱼和鲤
鱼。鲢鱼因为头很大，被我们称为胖
头鲢子，头剁下后适合炖鱼头汤，背
部、腹部肉很厚，片下来适合炸鱼丸
子，可以存放得久一些，方便正月招
待来拜年的客人。鲤鱼多是红色的，
看着非常喜庆，而且嘴上还有两条触
须，小孩子喜欢拉着玩。红鲤鱼一般
长得小一些，适合整条下锅，糖醋或
清蒸，用来待客。拉鱼的时候还会拉
上来很多冬眠的癞蛤蟆，它们带着天
生的慵懒，慢慢爬到向阳的地方，趁
机晒晒太阳、透透气，等拉鱼结束再
爬回水里。

拉鱼结束，网子被摊开，在一边
晾晒，过两天干透后才会被收回，等
待来年再用。负责过秤的人算出鱼
的总重量，按村里人头平均，把鱼分
下去。大人和孩子们提着竹筐、抬着
竹篮，笑逐颜开往家走。女人们已经
开始杀鱼、生火，孩子们把充满气体
的鱼鳔踩得“啪啪”响，像是放起了迎
接新年的鞭炮。

这一晚，整个村子都沉醉在鱼香
里。过了一夜，池塘前一天搅浑的
水，已经完全澄清，麻点鸭欢快地游
在水面，鱼儿在水下悄悄地生长。

福来者福往。手机屏下藏玄机
一个个福字，跳着
各自的舞蹈，编排各自的
福气。工笔的，正楷的
行草的，篆隶的
无不有自己的红、折射的红
簇拥的红
——红红火火，五福临门
坦然接受，一派大好
赠送与合成，不可言传的希冀
扫、扫、扫。子鼠丑牛
寅虎卯兔，辰龙巳蛇……

又一个轮回年的开始
福来了！迎福，接福，纳福
闲下的人啊，闲不下来的心
新年快乐。手指灵巧
快门闪过，大容量卡存储器里
牛气冲天的，是网络时代
铺天盖地的幸福

蒸花馍
南瓜是水做的。具体如何做
阳光和月色知道
风雨，蒸锅，火焰，和面的手

也知道

南瓜馍与花联姻
母亲知道，我知道，具体到
妻是怎样知道的
我不知道

面粉知道，红枣知道
栩栩如生的刺猬、蛇、小鱼儿
知道。信手拈来的食材
都是她的俘虏

春风里，刮来丑牛新年
欣喜乱蹿。遇煮生水的
南瓜，成为了好面怯怯炫耀的
一朵花

祖国边关行
袁志军

打工嫂的年
崔鹤同

拉网捕鱼迎新年
李 季

小年，拂尘
闫殿才

扫福记（外一首）
李志胜

逃出虎穴
举着屠刀的蒋介石此时仍在假

装仁慈，当这一系列“密令”布置完
后，他于4月9日大张旗鼓地离开
上海到了南京，其伏笔是：即将在上
海发生的所有事与“蒋某”无关。
从上海出发到南京途中的蒋介

石想着自己的计划，不由暗自得意。
没有了蒋介石的上海，此时一片

杀气腾腾，以白崇禧和黄金荣为首的
两股势力正迅速按照蒋介石的反革命
计划开始实施第二个毒招：抓捕武装
起义领导者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
赵世炎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这一切，靠的都是伪装和骗局。
对付周恩来，他们命令二十六军

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邀请”他到师
部去商量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管
理等“相关事宜”。“当时斯烈写了一
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
去了。”周恩来后来这样说。就这样，
起义胜利后一直在东方图书馆内工
作的周恩来带着几位指挥部的副手
就匆匆赶到位于宝山路的二师师
部。但师长斯烈见了周恩来只是客
气的寒暄，并没有商量什么事，显然
是想诱骗和软禁周恩来。
一向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大怒，甚

至把桌子、花瓶及杯子都推倒在地上，
用手指着斯烈，训斥道：“你背叛了孙
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你
镇压和欺骗工人，收缴了他们从军阀
手中夺来的武器，你们是得不到好下
场的！”斯烈只得低着头喃喃道：“我是
奉命……”斯烈执行的是蒋介石的密

令，他软硬兼施不让周恩来走。这一夜，
可把中共中央和工人纠察队员们急坏
了。第二天清晨，周恩来被二师中共地下
党的军官们营救了出来，逃出了虎穴。
“笨！笨到黄浦江里去了！”蒋介石得

知后，把斯烈骂得狗血喷头。
1927年4月11日，29岁的周恩来从

敌人的虎口中死里逃生。可也就在这一
夜，另一名只有26岁的上海武装起义的
领袖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就是上海总工
会委员长、中共上海区委常委汪寿华。

汪寿华在此次武装起义中，除了负
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
还负责“外联”，即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的联络与协调工
作。由于汪寿华是在上海工人中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3月27日
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
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
断然不答应。
“此人必除之！”蒋介石离开南京前，

给黄金荣等“帮凶”们下达密令。而这也
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
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能有帮
会的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
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
毒计……

杨灯罩儿补字据
杨灯罩儿就把来意说了。当初

跟老朱合伙儿开这“福临成祥鞋帽
店”，两人也就是拿嘴这么一说，直
到现在也没立个正式字据。可买卖
上的事，不是一天两天，没个凭据总
觉着不是事儿，这回跟老朱一商量，
老朱也是这个意思，还是补一个字
据更稳妥。

郁掌柜一听就懂了，说，不就是写
个字据吗？这容易。说着就让伙计把
纸墨笔砚拿过来。想想又问，老朱不
来，能行吗？杨灯罩儿说，事情都是说
好的，写了字据他一份，我一份，让他
按个手印也就行了。

郁掌柜先问清，俩人当初是怎么
商定的，一听条款也简单，几下就写成
了。杨灯罩儿好像又想起什么，说，等
等，还得补上一条。郁掌柜就把笔停
下了。杨灯罩儿说，这合伙儿做生意，
也像两口子过日子，总是有合有散，再
补一条吧，万一双方哪一边觉着不合
适，哪天不想干了，可以把自己的这一
半儿倒给别人，倒的时候也不用跟对
方打招呼。郁掌柜一听就笑了，对杨
灯罩儿说，您的意思我明白，可真落到
纸上，这么写，就太啰唆了。

杨灯罩儿说，您就看着写吧。郁
掌柜就把这一款也加上了。然后又誊
写了一份。杨灯罩儿拿到手里，谢过
郁掌柜就出来了。

杨灯罩儿故意等到晚上，估摸着
来子回去了，才又来到鞋帽店。可到
了门口一听，来子还没走，正在铺子里
跟老朱说话。杨灯罩儿这时一见来子

恨得牙根儿都疼，这次要不是这小子，
“缎儿鞋”的事老朱就答应了，也就不会
有后来的这些麻烦了。这么想着，就转
身先回去了。
来子自从老朱生日的那天晚上，就学

会了喝酒。老朱也愿意跟来子说话，这以
后晚上没事，俩人就经常一块儿喝。喝酒
也不就菜，用胡同里刘大头的话说，就是
干拉。这个晚上，来子又跟老朱干拉着喝
酒，一边喝一边闲聊。来子问过老朱，老
朱只比他爸老瘪小一岁，论着该是长辈。
但俩人说得上来，也就不论长幼，只当是
忘年交。来子看老朱太实诚，也厚道，这
个晚上一边喝着酒就说，尚先生说过，人
要实，火要虚，可这话也得分怎么说。
老朱问，怎么叫也分怎么说？来子

说，实，也得分人，跟有的人实行，可有的
人，也不能太实，太实了就得吃亏。
老朱明白了，来子指的是杨灯罩

儿。来子说，没错儿，说的就是他。
来子一见既然说到这儿了，一直搁

在肚子里的话，也就索性都说了出来。
他说，我来这铺子快一年了，没来时，你
的事也听过一些，过去你是绱鞋铺，现在
又多了个杨灯罩儿，成了鞋帽店，可你该
绱鞋还是绱鞋，跟过去不一样的，也就是
多了个卖帽子。

42 39 愧对女儿
王继才对大女儿王苏始终充满

了愧疚，甚至可以说是这辈子都没
能愈合的伤痛。王苏两岁多，爸爸
就上岛了，没过多久，妈妈又撇下
她，也上了开山岛，由奶奶带她。后
来妈妈又生了弟弟，父母就接她上
了开山岛，帮忙照看弟弟。在岛上
两个孩子和大人一样受苦，一样挨
饿，一样受蚊蝇叮咬，一样经受狂风暴
雨。该上学了，她又回到奶奶身边，和
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奶奶没文化，管
得了她吃穿，却管不了学习和教育。
王苏的童年一点都不快乐，因为缺少
父母的关爱，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
层阴影。

后来弟弟王志国、妹妹王帆也该
下岛上学了，奶奶已经80多岁，实在
是没有精力管他们了。叔叔把奶奶接
走了。王苏13岁就辍学了，早早地担
起照顾弟弟妹妹的家庭重担。

这还不算，王苏还有一项重要的
任务，就是给爸爸妈妈当后勤。妈妈
让她把托船老大捎回来的鱼和蟹给卖
了。刚刚辍学的王苏最怕见人，妈妈
却让她卖海货，她觉得丢死人了。懂
事的王苏，知道爸爸妈妈在海上打捞
这些鱼和蟹很不容易，非常辛苦；她还
知道海货要在新鲜的时候卖掉。所以
尽管内心一百个不愿意，她每
次还是早早地等在码头。拿
到鱼和蟹，就在燕尾港上卖，
换回钱，给爸爸妈妈买粮食和
岛上必需的物品。

她不好意思做生意，总是

低着头，有时遇到好心人，对方看她一个小
姑娘，就帮她吆喝着卖。后来又听人说，镇
上好卖，能多卖不少钱。她就把东西搬到
镇上去卖，换了钱，再按照妈妈的吩咐买
煤、买粮、买烟、买酒、买油盐酱醋……都置
办齐了，再一一搬到码头上。她还要先去
看看，是哪家船出海，请船家帮忙捎上东
西。船老大们都很乐意帮忙，因为他们都
得到过王继才夫妇的帮助，而且看这孩子
小小年纪，要干那么多事儿，太不容易了。
有时周围一些热心的熟人，还会帮她往船
上搬东西。干完了这些事儿，她还得赶紧
回家给弟弟妺妹烧饭，还要像个小家长似
的管教弟弟妺妹，她所做的已超出同龄孩
子所能干的。
王苏就这样整天忙碌着，一天天长大

了，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
眼看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谈恋

爱了。女儿要结婚了，王继才兴奋不已。
王继才早就在心里做好了打算，他要请一
个靠得住、值得信任的人上来帮他守几天

岛，因为他答应女儿一定亲自送她
出嫁，他一定要亲手把女儿交到那
个值得托付的人手上。终于，这一
天到来了。可是，王继才又失约
了。又是和上次一样：遭遇海洋风
暴，海面上不见船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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