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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大的节，传统形成的说法叫
做过年。一个“过”字，含义众多，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尤其
对于小孩子，其中一个含义是和“吃”字等量齐观的。这和
我们长期处于农业时代有关，也和我们长期经济不发达有
关，吃便显得格外重要，过年大吃一顿解解馋，是以往那个
拮据日子里人们的一种盼望。如今，尽管经济早已有了长
足的发展，吃喝不愁，但是，长期所形成的过年吃食的讲
究，已经流传下来，不仅成为了我们味蕾的一种顽
固记忆，也成为了我们春节民俗的一种传统。

过年的饺子，自然是春节吃食的头牌。不必
说它，只说说记忆中的小吃，尽管只是配角，对于
北京人而言，却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过年
的餐桌排兵布阵，是一场大戏，主角自然必不可
少，七大碟，八大碗，现在也越来越不在话下，但
是，如果缺少小吃这样的配角出场，也会少了色
彩，少了滋味。特别是主角和主将越来越讲究的
如今的春节，重新认识这些配角，恐怕更会让我
们过得多一些年味儿呢。

现在想起来，在我的小时候过年，小吃很多，
对于我不能缺少的小吃，有这样五种：杂拌儿、糖
葫芦、金糕、芸豆饼，还有心里美的萝卜。

杂拌儿，在老北京分为糙细两种：细杂拌儿，是桃杏太
平果等各种果脯，金丝小枣，蜜饯的冬瓜条，蘸糖的藕片和
青梅。糙杂拌儿，主要有虎皮花生、花生蘸、核桃蘸、风干的
金糕条、染上各种颜色的糖豆（包在里面的是黄豆），还必须
得撒上青红丝。小时候过年，就盼望着家长买回杂拌儿
来。因为价钱贵，平常日子里，是吃不到的，这是过年才有
的特供。细杂拌儿比糙杂拌儿更要贵一些。如今，各种果
脯和蜜饯都还有的卖，但蘸糖的藕片和冬瓜条少见了。但
用蜜饯过的冬瓜做成馅，再配其他果料做成的点心，南北方
都有。冬瓜条由外潜藏于内，让我们少了过年时的一种口
味。糙杂拌儿，就是现在的干果大杂烩，已经成为“每日干
果”的必须。但是，现在的没有青红丝。没有了青红丝的干
果，便不叫糙杂拌儿，别看只少了这两样，却是像做汤少了
盐一样，少了滋味。这滋味是记忆的滋味，是传统的滋味。

糖葫芦，比杂拌儿要张扬。这也怪杂拌儿个头儿太
小，放在盘子上，拿在手心里，跟豌豆公主似的，都不显眼
儿。糖葫芦长长一串，红红火火，多么打眼儿。糖葫芦也

是过年的标配。杂拌儿可以不买不吃，但糖葫芦，哪家的孩
子不要买上一串呢？可不是平常日子里走街串巷小贩插在
草垛子上卖的糖葫芦，得是那种长长一串得有四五尺长的
大串糖葫芦。这种糖葫芦，因其长，一串又叫一“挂”。以
前，民间流传竹枝词说：“正月元旦逛厂甸，红男绿女挤一
块，山楂穿在树条上，丈八葫芦买一串。”又说：“嚼来酸味喜
儿童，果实点点一贯中，不论个儿偏论挂，卖时大挂喊山

红。”这里说的大挂，就是这种丈八蛇矛长一挂的山糖葫
芦。春节期间逛庙会，一般的孩子都要买一挂，顶端插一面
彩色的小旗，迎风招展，扛在肩头，长得比自己的身子都高
出一截，永远是老北京过年壮观的风景。如果赶上过年下
雪，糖葫芦和雪红白相衬，让过年多了一种鲜艳的色彩。

金糕是糖葫芦的一次华丽转身。老北京过年，各家餐
桌上是离不了金糕的，很多是拌凉菜时用来作为一种点缀，
比如凉拌菜心，它被切成细长条，撒在白菜心上，红白相间，
格外明艳。这东西以前叫做山楂糕，后来慈禧太后好这一
口，赐名为金糕，意思是金贵，不可多得。因是贡品而摇身
一变成为了老北京人过年送礼匣子里的一项内容。清时很
是走俏，曾专有竹枝词咏叹：“南楂不与北楂同，妙制金糕数
汇丰。色比胭脂甜如蜜，鲜醒消食有兼功。”

这里说的汇丰，指的是当时有名的汇丰斋，我小时候已
经没有了，但离我家很近的鲜鱼口，另一家专卖金糕的老店
泰兴号还在。就是泰兴号当年给慈禧太后进贡的山楂糕，
慈禧太后为它命名金糕，还送了一块“泰兴号金糕张”的匾
（泰兴号的老板姓张）。泰兴号在鲜鱼口一直挺立到上个世

纪50年代末，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止。我要吃的得是那里卖的
金糕。金糕一整块放在玻璃柜里，用一把细长的刀子切，上
秤称好，再用一层薄薄的江米纸包好。江米纸半透明，里面
的胭脂色的山楂糕蒙蒙眬眬，如同半隐半现的睡美人，甭说
吃，光看着就好看！前几年，鲜鱼口整修后，泰兴号重张旧
帜，算是续上了前代的香火。
芸豆饼，可以说是我过年时情有独钟的小吃。小时候，

只有春节前后的那几天，在崇文门护城河的桥头，
有卖这种芸豆饼的。都是女人，蹲在地上，摆一只
竹篮，上面用布帘遮挡着，布帘下有一条热毛巾盖
着，揭开热毛巾，便是煮好的芸豆，冒着腾腾的热
气，一粒粒，个儿大如指甲盖，玛瑙般红灿灿的。
她们用干净的豆包布把芸豆包好，在芸豆上面撒
点儿花椒盐，然后把豆包布拧成一个团，用双手击
掌一般上下夸张地使劲一拍，就拍成了一个圆圆
的芸豆饼。也许是童年的记忆总是天真而美好，
也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吧，至今依然觉得那
芸豆饼的滋味无与伦比。虽然不贵，但兜里没有
钱，春节前几天，天天路过那里看她们卖芸豆饼，
只能把口水咽进肚子里，一直熬到过年有了压岁

钱，疯跑到崇文门桥头，买芸豆饼，可劲儿吃，怎么那么好吃？
如今，以前过年的小吃，可以说应有尽有，唯独这个芸豆

饼见不着了。这让我多少有些遗憾和不甘。我曾经翻到一本
民国旧书《燕都小食品杂咏》，看到有一首题为“蒸芸豆”的诗：
“芸新豆蒸贮满篮，白红两色任咸干，软柔最适老人口，牙齿无
劳恣饱餤。”诗后有注：“芸豆者，即扁豆之种子。蒸之极烂，或
撒椒盐，或拌白糖均可。”虽然未写裹在豆包布里的最后那一
拍，但说的就是芸豆饼。我以此为据，向好多人推荐，应该让
这芸豆饼重见天日，成为今天过年的一种新鲜小吃。
老北京，水果在冬天里少见，萝卜便成为了水果的替代

品，所以一到冬天，常见卖萝卜的小贩挑着担子穿街走巷地
吆喝：“萝卜赛梨！萝卜赛梨！”过年我买萝卜，不是为吃，而
是为看。卖萝卜的小贩，萝卜托在手掌上，一柄萝卜刀顺着
萝卜头上下挥舞，刀不刃手，萝卜皮呈一瓣瓣莲花状四散开
来，然后再把里面的萝卜切成几瓣。这种萝卜必须得是心里
美，切开后，才会现出五颜六色的花纹，捧在手里，像一朵
花。吃完后的萝卜根部，泡在放点儿浅浅水的盘子里，还能
长出漂亮的萝卜花来，和过年守岁的水仙花有一拼呢。

天津机器厂起源于甲斐铁工
厂，主要生产织布机械，天津沦陷
后先后改名为兴亚铁工厂和华北
机械工业株式会社，产品由民用机械转向军火，如六零迫击炮和三八式步枪
等。日本投降以后，工厂由国民党接收，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公司天津
机器厂。在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公司天津机器厂的一份产品目录档案里，可
以看到有卷扬机、柴油机、抽水机、水泵、纳泵浦、鼓风机、筛机、冷凝器、衡压机
等多种类别的机械产品，主要面向民用。

辽沈战役结束后，面对解放军的进攻，天津的国民党守军设计了地雷
阵。此时，一纸由天津警备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到达天津机器厂，要求该厂生
产地雷。面对这种情况，厂内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分子和群众会采取怎样的
举措？国民党又会对这些举措进行怎样的反扑？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的前一天。这天晚
上，天津机器厂工人刘宝兴通过收音机，听到了解放天津的总攻击令。之
后，他透过自家的后玻璃窗，机警地观察着什么，发现没有异常后，他拿着早
就准备好的剪刀翻出窗户，顺墙根儿找到事先侦查好的地方，刨开土，利落
地将里面的线剪断。然后迅速将土掩埋，悄无声息地返回家中。这是什么
线呢？剪断它，会有什么效果呢？刘宝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事儿，还得
从何其浩建立天津机器厂党支部谈起。

何其浩，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受党的派遣来津发展党组
织，工作一度遇到困难。1946年他回到解放区，得知张兆峰有一位从未谋

面的舅父郑畔林在天津多年，而这位舅父的二儿子郑
国栋，懂技术，在天津机器厂当工人。何其浩想利用这
一有利条件进入该厂开展工作，并邀请张兆峰一同前
往天津，但张兆峰离不开。于是，何其浩遂冒名张兆峰
去了郑畔林家里认亲，住进郑家，并进入机器厂工作。
在郑家，何其浩与“表弟”郑国栋交好。郑国栋苦闷于

厂内反动势力对工人的压榨，时常向其倾诉。何其浩则向郑国栋描述解放区
的生活。郑国栋察觉到了“表哥”的真实身份，经其介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两人又陆续发展了厂里技术精湛、威望高的工人刘宝兴和邢本贵入党。
天津机器厂党支部成立，郑国栋任支部书记。他们开展了团结群众、为工人
谋福利等一系列工作。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不仅没能使天津的形势好转，反
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天津机器厂的工人被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生
活困苦。天津机器厂党支部向工人们揭露国民党官员贪污克扣等丑陋罪
行，鼓励他们积极改变目前的处境，争取自身利益。

陈宝玉等工人就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积极分子，尽力为工人争取权益，在
斗争中敢作敢为，曾躺倒在转移机器厂物品的卡车前，也曾走在讨薪队伍的
最前面。通过斗争，工人获得了补发工资和分发粮食等权益。工人越来越
多地环绕在党员和积极分子周围。

1948年，国民党死守天津。为了加强防御能力，天津警备司令部将生
产地雷壳的任务交给天津机器厂。该厂的工人则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斗争，
以确保没有合格的雷壳出厂。

最初的一个月，工人们有组织地消极怠工。每个车间门口，都派人放
哨。工头来了，大家装模作样“工作”一番；工头一走，所有人就把手头的活
儿放下。因为没有产量，该厂武器制造部部长董其甫搬出警备司令部的生
产命令，以压制工人进行生产。但被陈宝玉等人以吃不饱饭无法干活儿、被
打死总比被饿死强等理由反击，使得厂方没有得逞。

同年冬，国民党军队入驻机器厂，监视工人生产。之前的办法失效，郑
国栋等党支部成员遂改变斗争方式：提出增加工资，以求继续拖延。这一要
求得到允准后，转而冒充国民党驻军破坏地雷砂模。经过以上种种，敌人的
管制更加严厉。党支部和工人们转而寻求从技术角度破坏地雷壳。在偷到
地雷壳设计图之后，党支部钻研出方法，传授给工人，用各种方法让地雷壳
报废，如蘸水让地雷卡子产生气泡、浇铸厚度不均匀或内部有冷口的地雷
壳，以及敲裂合格地雷壳等。有一天，工人邢本贵接到厂里下派的生产任
务：车一根直径四寸、长一米的钢管。作为老技术工人，他知道厂里的生产
根本不需要这样的钢管。此前，他观察到厂里有一个秘密工程正在进行。
这项工程在办公楼之间，上面还建有一个地堡。察觉到异常情况，地下党支
部迅速进行侦查。原来地堡里有两根线通往厂外。晚上，工人刘宝兴顺着
地堡引出来的两条线，途经自己家的后窗户，一路来到恒源纱厂。线的源头
就在恒源纱厂，而恒源纱厂则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驻地。原来，这是国民
党军队预谋逃跑时用电雷炸毁机器厂。这一情况被迅速汇报给了何其浩，
根据上级指示，党支部决定摧毁电雷。因为其家在机器厂旁、两根线的附
近，刘宝兴成为这项任务的执行者。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刘宝兴特意准备了
一把剪马鬃用的大剪子。最终，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通过上述斗争，大大破坏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地雷战部署，为我军解放
天津的战斗作出了贡献。

天津终于迎来了黎明。厂里的积极分子拿着共产党颁布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争取到了厂办公室主任的支持。天津机器厂的工人
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护厂纠察队。1949年1月15日清晨，护厂
纠察队抵挡住声称奉命接管工厂的地痞流氓，在得到解放军的及时援助后，
使得工厂免受劫掠。1月16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天津机器厂，
使其迎来了新生。

在初五这一天，过年有“告一段落”的意
思，要进行各种收尾和总结活动，是过年的又
一个小高潮。常听人们说这天有“破五”的说
法，什么是“破五”呢？“破五”的“破”，有很多
个版本的解释。归结起来，可以认为是“打
破”的破、“破除”的破。民俗里过年的禁忌太
多了，比如妇女不能随便出门，比如连垃圾都
不能扔掉，不能随便做针线活儿……但是这些禁忌
在初五这天都要“打破”，都要“破除”，从此后都可以
做了，就是说初五是个分水岭。

出嫁女过去在初六就可以回娘家了，因为“破五”
了，商铺也可以在初六就开业了，也是因为“破五”了。

也有传说“破五”和姜子牙封神有关，姜子牙的
妻子背叛了他，被他封为“穷神”，人们为了避开穷
神，要在正月初五这天“破了她”。所以这一天也是
送穷神的日子，好多地方有送“五穷”的风俗，在天津
没见过。用纸糊成妇人模样，称为“五穷娘”，这个
“五穷娘”身上有个背袋，把屋里过年的秽土扫到袋
子里，扔掉，再放鞭炮辟邪。“五穷娘”就是以姜子牙
的妻子为原型。“五穷”指的是“智穷、学穷、文穷、命
穷、交穷”等五种穷。韩愈曾有篇诙谐的《送穷文》，
韩愈是河北省昌黎县人，此文是他在河南做官时写
的，不知道他是受到哪里的风俗的影响。

还有人说“破五”的“破”是“破费”的“破”。这些
都是一家之言，也可信，也可不信。
天津的“破五”年俗保留得比较好的是“剁小人”“捏

小人嘴”。又和“吃”有关，天津在正月初五也是要吃饺
子的。所谓的“剁小人”和“捏小人嘴”其实都是包饺子
的过程。早早起来放了鞭炮，就开始“剁小人”，就是剁
饺子馅。人们的朴素观念里，对于“小人”是最为痛恨

的。谁都想和“小人”躲远远的，但是“小人”却
是防不胜防、无处不在。于是怀着所有对“小
人”的憎恶，用力把“小人”剁成饺子馅！在初
五的清晨，去天津的大街上听听，如果耳音好
而且运气好，一定能听见清脆的声音，菜刀和
菜板在亲密地交谈，仔细听听，那里面融进了
主人多少情感，过去的生活里，他走了多少的

弯路，遇到了多少“小人”，你去听吧！
“捏小人嘴”是包饺子的最后工序。饺子馅放进

饺子皮里，要捏紧，越紧越好，那个饺子皮就如同“小
人”的嘴巴，让你乱说，让你胡说，让你瞎说！多说少
道，打小报告，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捕风捉影，含沙射
影，无耻之极！捏紧点，以后看你还乱说！生活中很多
人都受过害，但反过来说，受害者可能没有留心，也让
自己的嘴巴不紧，给别人造成了伤害，要引以为戒。

正月初五这天，在天津基本上不会有人去串
门。甭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还是一般关系，人家那儿
正在“剁小人”呢，你去了，这算怎么回事呢？一年来
有过得不如意的，到了年关岁尾，有人就开始寻找自
己的“小人”，猜度着“犯小人”犯的是谁。当然可能
猜到，也可能是疑人偷斧，主人正满腹狐疑地把菜板
剁得山响呢，这会儿工夫你来了，你就说不清楚啦！
就算是很好的朋友亲戚，也一般不去串门，免得相互
猜疑，有的人一定能相信你不是他的小人，但是心里
也还会有些别扭。我记得我年幼时候和父亲到一位
长辈家里去拜年，巧了，那天就是某年的初五。老人
大为不悦，说哪天来不好，偏偏要今天来啊！她不高
兴，其实我们也不痛快，入乡随俗，看来很有必要。

正是因为不串门，也反过来促成了正月初五这
一天是过年的一个小高潮，关起门来自己合家欢乐。

想起很多个初五，我父亲也在家用力地剁着饺
子馅，那个时候我们还小，父亲风华正茂，浑身有使
不完的力气，我记得他有时候会赤膊上阵，露出他小
时候胳膊上打预防针的疤痕。他一边剁着菜馅肉
馅，一边给我们讲很多关于他年幼时的过年往事。
我记得他用两把菜刀交叉着剁肉馅，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我至今也没搞清楚，响声那么大，是因
为他力气本来就这么大，还是在那一天格外地用力
呢？他用两把刀同时剁，是因为图快，还是因为他也
痛恨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小人”，为什么自己总
是怀才不遇。 题图作者：卞家华

前几天去同事家做客，听见
同事的女儿唱起了儿歌《捏面
人》，小姑娘的歌声稚嫩动听，也
唤起了我对捏面人的记忆。

在我的家乡，每逢腊月，捏面
人的就会推着独轮车走村串巷招
揽生意，车子上放着一个小柜子，柜
面上放着一个圆木盘，上面画着宽
窄不等的由圆心向外呈辐射形的
格子，格子里面写着“大头娃娃”“猪
八戒吃西瓜”“关云长”等。圆木盘上
有一个转杆，转杆的顶头垂一根小
针，转杆停止转动时，小针指向哪个
格子，就中哪个奖。当然奖品越
大，格子就越窄，命中的几率就越
低。柜子的抽屉里放着面团、竹
签、小刀、细绳等，面团是用面粉、
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再加上色素、
石蜡、蜂蜜等经过防裂防霉处理后
制成的，五颜六色，非常漂亮。
捏面的老伯总会在孩子多的

地方“安营扎寨”，孩子们一围拢
过来，捏面的老伯就拿出做好的
面人向我们炫耀，有拿着金箍棒
的孙悟空、有踩着风火轮的哪吒、

有握着丈八蛇矛枪的张飞，我们
被栩栩如生的面人吸引了，脚都
迈不动。这时捏面的老伯就会催
促我们说：“快回家找爸妈要钱
去，还可以拿鸡蛋来换面人。”我
随即跑回家中，央求父母给点零
花钱。父母在家里忙活，做腊鱼
腊肉，腊月里母亲变得特别大方，
一次就给我几块钱零用。奶奶最
心疼我了，怕我钱不够用，还给了
我几个鸡蛋让我去换面人。

我兴冲冲跑到捏面的大伯那
里，此时他已经被孩子们包围
了。我挤进人群，给他三角钱就
可以拨动一下转杆转面人了。大
多数人转到的都是形态简单、容
易制作的大头娃娃，我的运气总那
么好，总能转到我喜欢的面人，比如
“猪八戒吃西瓜”“三英战吕布”“真
假美猴王”。捏面的老伯随手取材，
在手中几经捏、搓、揉、掀，用小刀灵
巧地点、切、刻、划，面人的头、身子、
手脚、衣裳、发饰、佩带的武器顷刻
之间就活灵活现展现在我们面前。
像变戏法一般的手法，不光孩子们
看得入神，还有许多大人也前来观
看，不时发出啧啧赞叹，捏面的老伯
此时一脸的得意。我和小朋友手拿
形态各异的面人，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在欢乐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长大，在日渐
繁华的都市里却少了捏面人的身影，
真让人有些失落。腊月总会唤起我
们一些美好的记忆，在寒风中涌上心
头的也有淡忘已久的纯真和喜悦。

春节五食
肖复兴

破五与“小人”
杨仲凯

远去的
腊月捏面人

余平

说年
过

年

天津解放的故事（四）

天津机器厂的护厂斗争

魏淑赟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面临极端严酷的考验
这个中国男孩叫罗西北，这是

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的真容，之
前他只知道自己父亲是位英雄。罗
西北在出生后被送到母亲的老家四
川江津外婆那儿生活，后组织上送
他到苏联后才知道了父亲的历史。
与此同时，在苏联念书的还有

一位儿童叫赵施格，有一天他也被老师
领到一面墙边，指着标有“赵世炎”名字
的照片，对他说：“这是你的父亲，他是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上海领导
工人运动，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
这个叫“赵施格”的男孩当时13

岁，他母亲夏之栩生他的时候，父亲已
经牺牲，赵施格是遗腹子。
赵施格的父亲赵世炎被捕于

1927年7月2日。那是一个风雨交加
的日子，国民党警探根据叛徒提供的
地址，突然闯进了四川北路志安坊
190号赵世炎秘密居住的地方。那一
天已经怀孕的妻子和丈母娘在家。敌
人闯入家中后，赵世炎的妻子和丈母
娘万分焦急，而就在这时，丈母娘从窗
口看到办事回来的赵世炎正往家这边
走，她不顾一切冲到窗台边将一盆作
暗号的花盆推了下去。可是那天雨太
大，赵世炎没有看清家里的暗号在不
在，依然往家里奔跑……
赵世炎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

1921年2月接到陈独秀来信要他立即
与周恩来等人组成旅欧共产主义小组，
他和周恩来、陈公培、张申府、刘清扬组
成的“巴黎小组”是中共成立时的八个
共产主义小组之一。“四一二”政变那天

清晨，赵世炎在家中听到枪声，断定出事
了，便立即赶赴湖州会馆的上海总工会，途
中有逃亡的工人纠察队员告诉他，总工会
总部已被敌人占领，赵世炎马上绕过敌人
视野，来到纠察队部队附近的一个联络点，
与中共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会面，两人决
定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紧急组织罢工，以
抗议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镇压暴行。

4月13日，赵世炎和周恩来不顾危
险，在闸北青云路召开工人声讨大会，随
后数万名群众游行，去第二十六军二师司
令部请愿与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
人，并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已经打红
眼的国民党军队早有准备，端枪就朝游行
队伍扫射……那天本来天在下雨，敌人枪
响的那一刻，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

形势急转而下，中共所有活动不得不转
入地下。赵世炎等领导人更是面临极端严
酷的考验，每时每刻都有被敌人抓捕和枪杀
的可能。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
一的赵世炎，仍然无所畏惧，继续夜以继日
地工作。他在区委会上说：“共产党就是战
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
就必须战斗一天。战斗就必然面临死亡和
牺牲，这就是共产党人从事革命的命运……
为了建立新中国和我们的孩子有个幸福的
明天，我们可以舍去一切！”

老瘪有点儿心动了
老瘪这个下午来到缸店街，杨

灯罩儿已等在杂货店的门口，一见
老瘪就说，我来一会儿了，还有点急
事儿，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得走了。

老瘪问，到底嘛事儿？杨灯罩
儿说，咱老街旧邻的，我就不拐弯儿
了。老瘪点头，你照直说。杨灯罩
儿说，看你这意思，眼下闲着？老瘪
说，倒也没闲着。

杨灯罩儿说，“狗不理包子铺”的
斜对面儿，有个“福临成祥鞋帽店”，知
道吗？老瘪想了想，去那边溜达时，还
真见过这个鞋帽店。不过他知道，这
个铺子这些年一直是老朱的，叫“大成
祥绱鞋铺”，不知怎么就改成“福临成
祥鞋帽店”了。杨灯罩儿说，这店是我
跟老朱合着开的。

杨灯罩儿这一说，老瘪才明白，杨
灯罩儿叫杨福临，老朱叫朱成祥，这字
号显然是把他俩的名字合在一块儿
了。杨灯罩儿说，这铺子我没心思干
了，想问你，有心气儿吗？

老瘪明白杨灯罩儿的意思了，他
是想把这一半铺子倒给自己。杨灯罩
儿说，就是这意思，不过现在这铺子，
说白了，也没嘛油水儿，不光看不见赚
头儿，真要干还得往里添本钱，说实
话，也没太大意思。

老瘪一听杨灯罩儿这么说，又让
他绕糊涂了。就问，你这铺子，到底想
盘，还是不想盘？杨灯罩儿乐了，说，
当然想盘，不想盘，干嘛跟你说？

老瘪就不说话了，在心里想了一
下这事儿的大概意思。杨灯罩儿跟老

朱合开了一个“福临成祥鞋帽店”，现在
别管是俩人弄不到一块儿，还是有别的
嘛事儿，反正是不想再干了。他现在来
跟自己说，是想把这一半铺子盘给自己。

老瘪这么一想，还真有点儿心动了。
眼下儿子小帮子已经三岁，可跟这

二闺妞过了几年，越来越看出来，以后
的日子还真保不准会怎么样。其实二
闺妞是个不踏实的女人，用街上的话
说，也就是不稳当。不稳当是说这女人
靠不住，将来不一定能踏踏实实地把日
子过到头儿。但二闺妞胆儿小，又已经
四十来岁，再怎么闹估计还出不了大格
儿。可她现在每天在铺子里，当年在娘
家时的老毛病又都出来了。早晨来吃
嘎巴菜的净是街上的闲人，有的一碗嘎
巴菜能吃两个时辰，就为跟二闺妞说
笑。二闺妞一到这时也是眉飞色舞，跟
这些男人聊得叽叽呱呱，把个嘎巴菜铺
子闹成了酒馆儿。

老瘪已是快五十的人，街上的各
种事也见多了，心里渐渐就明白，跟这
种女人过日子还真不能太认真，以后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管看得过
去看不过去的，都得看。不过也得把
眼瞪大了，千万别让人把绿帽子给自
己扣上。

47 44 唱出心声
王继才最怕在公共场合有电视

台跟踪采访。那年去北京参加中央
电视台“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专
题文艺晚会”节目录制，第二天，江
苏省军区的领导特别安排王继才夫
妇去游览八达岭长城。如果就只是
夫妻俩也没什么，但因为有电视台
记者扛着摄像机跟着，再加上那些天
电视台多次报道他们的守岛事迹，所
以他俩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此行引起
了游客们的注意，大家纷纷围上来要
求合影留念。王继才和王仕花看围观
的游客越来越多，很是尴尬，只好匆匆
游览了一下，就返回来了。

过去在岛上，他们很希望有人来；
如今，有人来看望他们，他们又感到过
意不去，认为给大家添麻烦了。他们
的守岛故事广为流传之后，常有文艺
团体上岛来慰问他们，每次观众就他
们两个，演职人员却有很多。就为两
个人，劳动这么多人，每每这时候，王
继才、王仕花就会感到十分不安。

2014年10月22日，鞠萍、姜昆、
戴志诚、周炜等文艺界名人上开山岛
慰问他们。他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
艺演出。可是，开山岛没有舞台，没有
灯光、音响，也不像其他地方的演出有
那么多的观众。节目一开始
是鞠萍和周炜合唱黄梅戏《天
仙配》选段《夫妻双双把家
还》——这是苏北人最喜欢的
唱段，百听不厌。姜昆和戴志
诚合说的相声使王继才和王

仕花乐得前仰后合。尤其是歌曲《战士的
第二故乡》，令王继才激动得热泪盈眶，这
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演出效果非常好，
让王继才、王仕花赞叹不已。
节目最后，鞠萍提议请王仕花唱一首

歌。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王仕花大大方
方地站起身来说：“我为大家唱一首《最浪
漫的事》。”这是由杨亚洲导演，倪萍、朱媛
媛、张延、彭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浪漫的
事》的主题曲。王仕花将歌词改了，改成
了自己的心声——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守着开山岛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
就呆在岛上看夕阳不也挺好
王仕花把这首歌唱得情真意切，把北京

来的大艺术家都给感动了。每次有慰问演
出，需要招待客人，王仕花就向大女儿王苏请
求援助。王苏就请假，自掏腰包去买菜、准备
物品托人送上岛。如果演职人员超过十人，
王苏还会叫来闺蜜帮忙。后来上岛的人逐年

增多，招待费用也不断增多，都是王
苏默默地帮妈妈解决掉了。

当夫妻俩的故事跨过黄海海
面，被更多的人知道后，来自各方
的关切，便无时无刻不温暖着这
座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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