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能
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字的形状与发音，“所指”
指这个字涉及的对象及其形成的心理概念。牛，每当
我们读或写到这个字的时候，除了眼前浮现出牛的形
象，还会形成心理概念：温顺、勤恳、力量、坚强……总
之，满满的正能量。如果用牛字组词，现代国人大多会
想起“孺子牛”，鲁迅脍炙人口的这句诗，用了
春秋时期的一个典故，齐国一个国君，颇似后
来的唐明皇，前期英武后期昏庸，他特别喜欢
他的小儿子，为讨儿子欢心，一次嬉戏的时
候，竟然嘴里衔根绳子让儿子牵着走，小儿蹒
跚突然跌倒，拉断了他的牙齿，《左传》记曰
“君为孺子牛而折其齿”。

此典既生僻又庸俗，鲁迅竟点石成金，
原本的荒唐行为一变而垂范人生，有感于
斯，郭沫若曾作文议论，题曰《孺子牛的质
变》，认为“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手里，却
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化腐朽出神奇
了”。在我国古代的诗文里，岂止牛的典
故，更不乏牛的形象，最有名的当数唐代那
位属牛的文章大家柳宗元的《牛赋》，此文
不足200字，疑问句开篇，先声夺人，“若知
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肩，毛
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你知道牛
吗？牛这种动物，体庞头大，耳垂角弯，毛
疏皮厚，鸣如黄钟，嗓音饱满。寥寥几笔，
直击视觉听觉，不仅牛的形象跃然纸上，牛
的声音也近在耳旁。柳氏笔下的牛，生前躬耕劳作，
栉风沐雨，死后皮肉不保，一做绳索，一做祭品，所以
柳宗元说，要论给予人类的利益，天下任何动物都不
如牛，“利满天下，物无踰者”。此赋短小精悍，读来
朗朗上口，一经问世，士林传颂。
200多年以后，宋朝一位也是属牛的文学家、

书法家苏东坡，曾将此
赋书一记，送给一位名
叫道赟的和尚，当时，
因为朝臣的排挤，苏东
坡被贬海南儋州，当地
有杀牛之风，一是为治
病，“病不饮药，但杀牛
以祷”；一是为祭鬼，海

南盛产沉香，黎族人以香换牛，以牛祭鬼，所以苏东
坡说，当地以沉香供佛，“皆烧牛肉也”，对于此种恶
俗，他哀叹“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
僧道赟，使以晓谕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企
望借助宗教的力量移风易俗，并作《书柳子厚》一文，
记录了他书写《牛赋》的原因及当时的心情。第二

年，这位文坛巨子便死于北归途中，这幅
书法作品也不知所终，倘能流传至今，定
是国宝中的“双璧”。
其实，我国历朝历代都曾颁布耕牛禁

杀令，即所谓“王法禁杀牛，犯禁杀之者
诛”，这条底线，甚至官宦人家也不敢触
碰。南北朝时期，一个名叫傅昭的西北人，
曾在齐梁二朝为高官，有一天，儿媳给他做
了一碗牛肉，顿时吓坏了老公公，“召其子
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
之’”。古人以五行解释世间万物，家畜也
在其中，六畜五行，未免龃龉，古人舍弃了
马，大约因为马主要用于“致远供军”，非
“耕稼之本”，于是，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了
犬鸡猪羊牛，牛为土畜。公元398年，鲜卑
人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大同）登基即位，成
了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上朝首日，群臣奏
曰：“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
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意思是
说，我们既然是黄帝的后代，就应该以土德
为正统，牛就应该被视作神兽，因为牛是土

畜，而且天上又有黄星闪耀，就是征兆。北魏奉牛为
神兽，这大约是牛的最高礼遇了。
古人咏牛之作虽夥，但题旨雷同，皆“以牛自喻”

之怨：己有益于人，人无益于己。“五四”新文学以后，
“怨牛”淡出文坛。1942年，抗战最艰难时期，重庆《新
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长诗《水牛赞》，牛的“坚毅、
雄浑、无私、拓大、悠闲、和蔼”，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全诗一气呵成，时有惊人之语：“花有国花，人有国手，
你是中国国兽，兽中泰斗。”7年之后，新中国从牛年走
来。从此，牛的定义开启了新的内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自出版社退休，从事编辑工
作三十余年，业余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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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牛的日子写得幸福美好的，我读到的，
最早的应该是《诗经》了，比如：“尔牛来思，其
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夕阳西
下，牛们无忧无虑，悠闲自得，从高坡上款款
而来；或者在清澈的池塘饮水，脸上虽无笑
纹，偶尔眨一眨眼睛，也足足显露出蜂蜜的甜
美。这首诗最生动有趣的是“其耳湿湿”，反
刍时的牛是最安静的，两只耳朵缓慢地摇动
着，和嘴巴、胃保持着同样的均衡的节律，也
不知摇落多少流星，摇灭多少盏油灯，摇走多
少朝代，反刍的卧牛，总是给了人世间
大山一般的安详。
《诗经》之后的诗文，谈及牛的，真真

是多如牛毛了！写田园的“牧童归去横
牛背”，写劝学的“牛角挂书”，写励志的
“不用扬鞭自奋蹄”……牛“诗意地栖居
在大地上”，成为一个幸福、安乐、祥和的
象征。
从诗文中了解的牛到与真实的牛为

伴，是在我18岁那年。
1968年的元旦，天气非常冷，这是

我高中毕业回乡的第二天，农活是到30里外
的地方挖河。那时我身高一米八，体重才一
百零几斤。挖河最苦的活是打龙沟、清淤
泥，站在冰凌里两个小时，两腿冻成了大红
袍萝卜的颜色，早就没有了知觉，上岸时必
须两个人架上来。最重的活是抬兜子筑堤，
一兜子河泥大约三百斤，如果把两股兜子绳
挤到一块儿，槐木杠子也会折断，往堤坡上
攀爬，每一步都仿佛要把全身的骨头压碎。
相对轻一点的活是拉梢子，牲口拉一车子泥
土，前后各有两个人推拉才能运到堤坡。最
轻的活是拉边锨，这是个技术活，一张锨在
堤上铲铲补补，堤面既要整齐，又不能用太
多的土，虚虚实实，利于验收。这些活，除了
拉边锨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专职，其余的
都是两小时一轮换。最让我祈盼的，当然是
陪牲口拉梢子了。
我们小队的牲口只有一头牛。它体形不

大，准确地说偏小，一身大红绸缎似的毛柔软
明丽，最叫人喜爱的是它的四个蹄子，都长一

圈纯黄的毛，像个金黄色的圆环，环高约一寸半，
格外醒目。明明是红牛，大家都乐于叫它小黄
牛。饲养它的是位六十多岁的老汉，我称呼他为
三舅。三舅说，我走遍五个省，也没见过脚踝长
着金镯子的牛！它可是头神牛啊！说它神，真的
不过分。它个头小，力气大，我们小队二百多亩
地，耕犁耩耙，全靠它劳作。平时使唤小黄牛，都
是三舅一人，除了常用的“喔、咧、喁、驾”几个词，
三舅努努嘴、摆摆手，小黄牛也完全明白什么意
思。小黄牛的鼻环，只是个摆设，从没有系过绳

子。三舅还常常骂道：“那个给它上了鼻环的坏
人才该上个鼻环！”三舅年龄大了，有心脏病，不
能来工地，他一边抚摩着牛头，一边警告我们不
许打它一巴掌，不许骂它一句话。

每过4个小时，就能轮换到我拉梢子。一
只手摸着小黄牛的脖子，感觉有暖流和力量传
递过来。一车干土也不过一千多斤，一车河床
的泥土，至少两千多斤。爬河堤的艰难也许不
亚于三峡纤夫，不是不进则退，而是不进就有可
能车翻人伤，我们都竭尽全力，头低得就要磨到
地，小黄牛的角在地上划出一道道的浅辙。“白
天拼命干，晚上连轴转。工程提前完，打倒帝修
反”，这是当时的口号，我们每天实际睡眠的时
间，只有三个多小时。工程到了半个月的时候，
河堤越筑越高，爬坡也越来越费力。有一天，爬
坡爬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车轮停住了，拉梢子的
四个人连缚鸡之力也没有了，车子慢慢向下滑，
后面的两个人连忙用肩死死抵住车轮。危难之
际，极少听到叫声的小黄牛突然仰天一声大叫，
随即两个前腿跪下来，它降低了前身，以两个前

膝为蹄，一膝一膝地扒着地前行，终于拉到了堤
顶。此后，每次到了危难关头，它都是这样跪着
拉车。几天后，我们看到小黄牛的两个前膝磨
掉了皮，脏兮兮的膝骨森然裸露着，边缘不时有
鲜血渗出，又因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凝结成
痂。面对这般的惨烈，我们这些大男人都流泪
了。炊事员用笼布蘸了白酒给它包扎，它用嘴
巴拱开，只顾用舌头没完没了地舔着膝盖。开
饭的时候，我们明明饥肠辘辘也无法下咽，围着
小黄牛，全都失声痛哭……

小黄牛陪着我们又坚持了一周，总算大
功告成。三舅看到那粗糙的满是凹痕的白
骨，当场休克了。回家之后的小黄牛有些反
常了，一天到晚地卧着，浑身出汗，就连耳朵
也是湿漉漉的。腊月二十二，小黄牛的头扎
在三舅怀里，流下两行泪咽气了。三舅为它
擦干了泪，费了好大周折才取下了牛鼻环。
没有一个人说宰牛过年，结局是把它卖到了
邻省的一个乡村。

小黄牛的一生是天下所有牛的写照。
辛苦又安详，无私无怨，固执决绝，无意也无

力改变宿命。闭上浑浊的老眼，不带走人间一丝
儿云彩。然而，人们对牛的赞颂胜却了那些如蝼
蚁苟且的千古帝王。“牛马年，好耕田”，是平民百
姓的祝颂。“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
是人们对牛的永世的依恋与敬畏。“耕犁千亩实
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
羸病卧残阳”，是镌刻在人们心头的碑文。陆游
的“勿言牛老行苦迟，我今八十耕犹力”，更是挂
在长空系住斜阳的催人奋发的经幡。

一个属牛的人在牛年写下上面的文字，胸中
陡然扬起了浩荡的春风，送来的是五十多年前小
黄牛的感天动地的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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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牛并非是因为我属牛。小时候最喜欢牛，希望有
一头完全属于我家的牛，听从我的驱使，接受我的呵护，我要
天天跟它呆在一起，对它好，好得让所有的牛都妒忌。那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叫属相，我的命运完全听信算命先生所言。他
们说我将来不是靠锄头而是靠“笔”头吃饭，极大地鼓舞了
我。因此，我跟村里的小伙伴们放牛的时候，我确信我只是暂
时放牛，时候一到，我便将离开这里到城市去任职，成为靠笔
头吃上皇粮的人。而他们当中，大部分将在村里跟牛相伴一
生。这是算命先生给我带来的心理优势，但我偶尔会想
到将来不能跟牛相伴终生而怅然若失。

我六七岁的时候，还没有分田到户。我家6口人。
我爸在茶场工作，不在队里拿工分。我们兄弟4人还不
到16岁，只能挣小工的工分，只有我妈挣工分，不管队里
分什么东西，均按工分总额多少排序，我家几乎都是排在
最后几名。我妈跟生产队里说，我家想替生产队养一头
牛。生产队给我家分了一头牛，是队里最差的一头。它
是一头公牛，没有阉割，年轻气盛，脾气暴躁，牛角往前弯
曲，尖利而坚硬，面相吓人。队里没几个人能驾驭它。有
几次我看见壮汉驾驭它犁地的时候被它就地造反，把犁具从
身上抖掉，并掉头对壮汉怒目而视，甚至抄起牛角攻击，吓得
壮汉丢盔弃甲，狼狈而逃。把这头牛安排给我家，我妈很无
奈。她也驾驭不了，每次都气急败坏，扬言要宰杀它吃它的肉
扔它的骨头喂狗。它不怕，知道没有人舍得杀耕牛，它甚至欺
负女人和小孩，看到女人和小孩，它就远远冲过去，用牛角顶
撞，如果躲避不及将十分危险，而这正是我放的第一头牛。

我第一次放它，我想对它好一点，把它牵到田埂上去吃刚
长出来的嫩草。它却偏偏不正经吃草，时不时把嘴伸向水稻，
把稻苗吃了。我抖抖牛绳，警告它。开始时它还听从我的警
告，后来它发飙了，鼻子喷水，牛眼圆睁，凶狠狠地架起牛角向
我冲过来。我吓得大哭，弃绳仓皇而逃，它竟一直追杀过来，大
人持扁担拦住了它的去路，才为我解了围。三日，我依然惊魂
难定，半夜里被惊醒。从此，我妈再也不让我靠近这头牛，还把
这头牛退回给生产队。但我依然想得到一头牛，没有牛的日
子，我替别人家放牛，但我明明知道哪里有绿油油的嫩草，却舍
不得牵它去吃，我想把最好的草留给我家将来的牛去品尝。

不久，分田到户了。队里给我家重新分配了一头老母
牛。看上去我家吃亏了，但我们觉得老母牛好，虽然它走路和
犁田的时候，都不紧不慢甚至有些慢吞吞的，但它性情温顺、
慈祥、听话，令行禁止，只顾埋头吃草，不挑食，从不偷吃庄稼，
也不乱跑，不用指引也记得回家的路，仿佛给它系上牛绳是多
余的，是对它的不信任和侮辱。我喜欢跟它呆在一起，它能听

懂我说的话。家里有一头牛，似乎多了一个亲人。我们给它
最好的照料，牛房和牛栏每天都打扫得干净整齐，牛的身子要
洗拭得皮毛光亮，不得有污垢。每天父亲都要检查母牛是否
吃饱了草，如果母牛的肚皮两侧是鼓起来的，就证明吃饱了，
父亲会很高兴，如果肚皮瘪下去，说明它还饿。父亲会痛心地
骂我，要给母牛吃消夜，红薯粥或青菜粥。因此放牛的时候，
我从不敢马虎怠慢，总是想方设法找到水草最丰美的地方，看
母牛大口大口吃草，肚皮一点点地鼓起来。每天我都要在河

里给它洗澡擦拭身子，让它一尘不染地回家。我觉得我家的
母牛拉的粪便，都比别的牛更干净、更清香。而我最好的阅读
时光是少年时代放牛的下午。必须是春天，最好是雨后，草
肥、凉快、恬静。云在青天，牛在吃草，我在读书，互不干扰，心
照不宣。书读完，牛吃饱，昏鸟归巢，饭香袭来，兴尽归去。夜
里，牛在反刍，我在消化。它咀嚼的是草香，我回味的是书
香。有时候，在草坪上，在山涧里，我对牛朗读唐诗，经常是王
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它肯定听懂了，要不然，它吃
草时发出的声音、摇尾巴的频率，不会那么有节奏、温婉，有贵
族风范，站在一群牛中间，它显得鹤立鸡群，浑身上下散发着
饱读经书、学富五车才有的儒雅。对牛弹琴未必有用，但对牛
读书肯定是有效的。有时候，当我背诵卡壳时，它会抬头看我
一眼，似乎是在笑话我，我赶紧打开书瞧瞧，继续往下背诵。
直到现在，我捧起书本的时候，总会想像对面站着一头满腹经
纶的老母牛，让我对阅读肃然起敬，不敢马虎、轻浮。
可是这是一头老母牛，人家的孩子可以骑到自己的牛背

上，而我却不能，父亲不准。到了农忙时节，要耕耙很多的田
地，驾驭犁耙的父亲舍不得用鞭子打它，或大声吆喝，实在忍
受不了它的缓慢才轻轻地咳一声，它便会走快一点，但很快又
慢了下来。它体力不支，无法像年轻的牛那样负重奔跑。有
时候把它累得倒在田里，父亲无可奈何，只好停下来让它喘息
一会儿。每天早晚，父亲总是把母鸡刚生下来的鸡蛋，三只、
五只，喂给老母牛吃，只有这一时刻让我羡慕老母牛。母亲坐

月子的时候，也只能每天吃一只鸡蛋，而老母牛一天可以吃五
只！这一年夏天，有一天下午，老母牛突然轰一声倒在田里，再
也爬不起来，并且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旁人说它是累死的。父
亲为自己辩解，说它太老了，即使养尊处优，什么也不干，也活
不过冬天。屠户在田里架起屠台，就地将老母牛肢解。完整
的、好端端的一头牛，被切解成一块块，血污淋淋的，被不同的
人拿走，最后只剩下牛头。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它，牛的眼睛突
然睁开了，怔怔地看到了我，好像在央求我给它朗诵一首唐诗。

我心里一阵震颤。夕阳的余晖下，田里的水变成了血红色，
天上的云朵也是红的。我被惊吓，逃命一般跑了，一边奔
跑，心里一边默读着王维的诗……
过了两个月，父亲买回来一头小牛犊，牛角还没有长出

多长，满身稚气，很调皮，脾气倔，好动，无事欢奔，难以管
教。有一天，我在山里放牛，突然乌云压顶，天昏地暗，雷电
交加，随后暴雨如注。身边放牛的伙伴已经各自驱牛回家，
而我家的牛犊受到惊吓，不知所踪。如果牛走失，父亲必定
震怒，我家的损失三五年无法弥补。我必须把牛找回来。
然而，雷电轰鸣，山洪滚滚，我心惊胆战，举目无助，在山腰

上放声大哭。待雨过天晴，我翻越两座山才找到惊惶的牛犊。
我把它拴在树上用树枝将它痛打一顿，作为教训，它更加惶恐，
而且满眼委屈，仿佛在告诉我，雷雨交加它也害怕，它要去找它
的母亲。不管怎样，从此我不再喜欢它，不愿意对它好，跟它怄
气，连看都不愿意多看它一眼。但我已经到镇上去读书了，放牛
的责任落到了弟弟的身上。一年后，父亲将它卖给了牛贩子，我
家买了铁牛，再也不养牛。后来我很懊悔，我觉得自己错怪了那
头小牛犊，它毕竟才3岁，比我的年纪小得多，而我欺负了它。
我一直希望能在某时某地偶遇它，向它说声对不起。

那么多年过去了，老母牛的形象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
里，尤其是在春天里我和它在一起，它吃草，我看书，现在想起来
画面还是美。老母牛的性格任劳任怨，兢兢业业，隐忍奋力，我
一直引以为榜样。几年前，我在中越边境的一家家具店，看到一
尊母牛木雕，形神特别像小时候我家的老母牛，我毫不犹豫地买
回来，摆在书房最重要的位置。 2021年元旦

作者简介：朱山坡，1973年出生，广西北流市人。出版有长
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
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灵魂课》《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
院》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广西文艺
创作铜鼓奖等多个奖项，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
获年度文学排行榜等，有多篇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现供职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

进入牛年，让人想起体
积庞大的牛。牛头上一对
弯弯的角，一双又大又深的
眼睛，一身黑色或黄色的毛
发，两个忽闪忽闪的耳朵，
和一条长尾巴。在甲骨文
中牛是象形字，牛字形象牛
头，上面是牛角，下面是牛
耳，中间一竖表示牛面。
牛在有的国家，象征最

神圣的动物，许多少数民族
将牛作为神来供奉，有些宗教信徒甚至把牛称作母亲。郭沫若
曾在《水牛赞》中写道：“花有国花，人有国手，你是中国国兽，兽
中泰斗。”
在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人们一千年前就用牛耕种水田，牛耕

一直延续到中国的近代。现在虽然进入机械化耕种，牛的作用退
到了次位，但在偏僻的山村，那些小丘小地仍离不开牛，牛仍是农
民的宝贵。前年，我在偏远的山村扶贫，一到春耕，千家万户，赶着
自家的牛去耕田。犁装到牛身上，牛很通人性，见主人装好犁，乖
乖地下到田里。牛在前面拉，人在后头举起牛鞭，嘴里不时发出驾
驾声，牛低着头，默默地、心无旁骛地耕作。犁在水田哗哗哩哩，身
后掀起的土地散发出泥腥味和青草的甘味；田里的青蛙从地里钻
出来又躲藏到地里，刚惊飞的鸟又落到田边的树枝上。那山村的
景象，那幅田园劳作的画面，正如当代诗人臧克家《老黄牛》中描绘
的:“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
鞭自奋蹄。”
牛具有勤劳本分，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李可

染在他的牛画中写道：“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其为牛乎！”鲁
迅先生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牛又是力量的象征。在西班牙斗牛士中，牛瞪着圆圆的眼睛，

耳朵竖立，尾巴夹紧，头低低垂下，一步一步，用坚硬的角顶过去，
健壮勇猛……
真可谓，牛年话牛意不尽。

作者简介：薛媛媛，湖南桃江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19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已
发表和出版作品五百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湘绣女》《我是你老
师》《六三班的成长报告》，小说集《雕花床》《湘绣旗袍》，散文集《那
个女人那个雪夜》，长篇传记文学《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作品多
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
说选刊》转载，有作品翻译到国外并拍成影视剧，曾获多种奖项。

苦罢黄牛幸诗文
李贯通

我家的三头牛
朱山坡

牛年作家专版

他首先是一位革命战士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鲁迅

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那个时
候只知道是鲁迅的文章，而并不理
解文中提到的那些人被敌人杀害后
的那种悲愤——现在知道了。他们
曾经在鲁迅那里，时常像一团团炽
热的火焰，给鲁迅带去很多很多的
青春活力，所以当这些有志向、有朝气
又能做事的青年突然被人残暴地杀害
后，鲁迅先生气愤至极，导致了他两年
以来，“悲愤总时时袭击”其心，这对勇
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鲁迅来说，是少有
的事情……
鲁迅这篇文章是在“龙华二十四

烈士”遇难两年后的1933年2月7日
至8日间写的，这样一篇只有几千字
的文字，鲁迅却用了两天时间才写完，
足见当时他心头的悲愤至极。正如他
所言，那些年里，他“目睹许多青年的
血，层层淤积起来”，将他“埋得不能呼
吸”，这是一位文坛革命斗士对无产阶
级革命者的手足同志情。
鲁迅文章中提到的殷夫，是“左联”

的一位重要成员，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
代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诗人，生前受到鲁
迅的热心关怀与指导。殷夫出自编诗
集《孩儿塔》时请鲁迅为他写序，在这篇
“序言”中鲁迅这样评价：殷夫不单是一
个诗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
的确，殷夫首先是一位革命战

士。这位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
识分子，后来成为一个革命战士，是有
一个过程的——殷夫本名徐柏庭，他
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还是国民

党的高级军官，是位留德知识分子，当过
国民党航空署长。哥哥曾经力图按自己
的模式“塑造”弟弟，但殷夫并没有按照哥
哥的意愿去做，而是悄悄地参加了革命。
他的行动，被母亲看在眼里，然而母亲并
未阻拦，只说“一切你要自己小心”。殷夫
为此十分感激母亲，创作了重要的诗篇：
《东方的玛丽亚——献给母亲》《给母亲》。

殷夫牺牲时才21岁，但他已经是一
位影响很大的诗人和坚定的革命者了。
1923年，13岁的殷夫用“徐白”的名字考
上了上海民立中学，之后又上了浦东中
学。在这里，他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并加
入了共青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17
岁的他被人出卖关进了监狱三个月，差点被
枪杀，是当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大哥保释才脱
险的。
“你小子以后不要胡闹了！好好念你

的书便是！”出狱后，大哥生气地教训弟弟
道，“我告诉你，时局马上要变，你们胡闹
下去非吃大亏不可！”

殷夫反问哥哥：“时局要变？变成啥
样？你怎么知道？”大哥不便把“老蒋”对
付共产党的底牌告诉这倾向“共产党”的
弟弟。于是大哥只能蛮横地教训弟弟道：
“你别管这些！以后啥地方都别去了，就
在我身边呆着！”

找个中间人
杨灯罩儿脑子转了转，觉着这

事不能答应，倘老瘪找个明白人来，
只要稍微一听，就能听出毛病，真这
样，已经煮熟的鸭子就又飞了。可
再想，这老瘪也是个一根筋，拧轴
子，倘不答应他，兴许这买卖就做不
成了。这一寻思，心里就有点儿起
急。又想了想，看一眼老瘪，试探着
问，要找中间人，你打算，找谁？

老瘪说，既然是中间人，不能跟你
熟，也不能跟我熟，要不日后真有矫情
的事儿，人家向着哪头儿说话都落不
是，白家胡同有个拉胶皮的老吴，这人
耿直，我看，就找他。

杨灯罩儿不认识老吴。但一听老
瘪说，是个拉胶皮的，估计这买卖道儿
上的事也不会太明白，就答应说，行
啊，你说找谁就找谁，本来不大的事
儿，只要你放心就行。

两人当即来白家胡同找老吴。
老吴已经四十多岁，又是风湿腿，

这时已不拉胶皮了，在胡同口摆个小
摊儿，卖点零碎杂货。这个下午，杨灯
罩儿跟着老瘪来到老吴的摊儿上。老
吴平时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跟老瘪
认识，知道是这个胡同里卖嘎巴菜的，
但不熟。这时一听是这种事，又看看
旁边的杨灯罩儿，是个生脸儿，也不像
厚道人，就不想管。可都在一个胡同
住着，又不好驳面子，想了想就说，自
己不认字，这种买卖上的事也不懂局，
别把事儿给耽误了。

老瘪一听，就知道老吴不想管。
但老吴不管也好。刚才来的路上，老

瘪又想了，老吴就住白家胡同，倘让他当
中间人，哪天真把这事儿说出去，让二闺
妞知道了，后面也是麻烦。这时老吴又
说，归贾胡同有个叫保三儿的，过去跟我
一块儿拉胶皮，他认字儿，也有见识，当
年还在小站当过兵，找他应该合适。老
瘪一听，这个保三儿跟自己和杨灯罩儿
都不熟，也确实挺合适。就说，行是行，
可我俩都不认识啊，怎么跟人家说，就这
么去了，人家也未必答应。

老吴碍着面子，只好把摊儿收了，带
着老瘪和杨灯罩儿来找保三儿。

保三儿是个痛快人，这天下午刚约
了朋友，要去北马路的北海茶园听相
声，正要出门，见老吴带着两个人来了，
一边穿着衣裳问，有嘛事儿？老吴就把
当中间人的事说了。保三儿听了看看
老瘪，又看看杨灯罩儿。保三儿听说过
这个杨灯罩儿，也知道他在洋人的租界
混过事儿。

保三儿最腻歪跟这种混过洋事儿
的人打交道，整天吃洋饭，拉洋屎，一打
嗝儿都是洋蜡头儿味儿。有心想不管，
又驳不开老吴的面子。这时再看看老
瘪，就想起来，来子曾跟他说过他爸的
事，听说话这意思，这个老瘪应该就是
来子他爸。

49 46 生命定格
王苏从小就担起了“小家长”的

重担，给弟弟妹妹做饭。弟弟妹妺吃
惯了她做的菜，他们长大后在外地工
作，难得回来一趟，都很怀念姐姐做
的菜的味道。王苏在这个家庭里的
地位举足轻重，她在厨房忙碌着，王
仕花退居二线给女儿打下手。

今天王仕花特别开心。多少年
来，王仕花和王继才对大女儿一直感到
亏欠太多。由于连初中都没读，王苏没
有正式工作，一直在燕尾港到处打短
工。尽管如此，在弟弟妹妹的眼里，大姐
还是最能干最完美的大姐。令人高兴的
是，后来，在连云港市领导的关心下，连
云港港口集团给王苏在燕尾港安排了一
份正式工作。大女儿有了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王仕花的心踏实了许多。

王继才和儿子王志国此时此刻正
聊得热火朝天，这是这么多年来父子
俩第一次坐在一起说这么多话。志国
现在是标准的军人，难得休假回来一
次。如今儿子也已娶妻生子了，这让
王继才感到十分欣慰。儿媳妇是个湘
妹子，夫妻俩是大学同学。但王继才
最感兴趣的、说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
大孙子的话题。

大家团团围坐下来，一场不同寻
常的年夜饭开始了……

晚饭后，孩子们吵闹着要
放鞭炮。在王继才的小女儿
王帆的带领下，大家登上了灯
塔下面的那个小广场——当
初部队修的篮球场，现在已经
变成了一个小广场。

天色暗下来，小岛上放起了烟花。王
继才说，往年这个时候，儿女们都在大海那
头的燕尾港给他们放烟花。夫妻俩会猜测
哪朵烟花是女儿放的，哪朵烟花是儿子放
的。他们也会在岛上给儿女放烟花，看到
开山岛的方向有光，儿女们就知道父母在
岛上一切都好。在那通信尚不发达的年月
里，烟花成了亲人间隔海沟通的语言。

正月初一，国家电网的同志为小岛送
来汽油发电机。王继才兴奋不已地说：“这
下，能踏踏实实看春晚了！”过去夫妇俩用
的是小功率太阳能发电设备，遇上阴雨天
岛上就没了电。连云港市国家电网的同志
说，过完年还要给开山岛装上风光储一体
化发电系统。等风光储一体化发电装置的
“绿电上岛”项目在开山岛正式运行，以后
就不会有断电的事情发生了。这个项目解
决了开山岛几十年来断电的难题。如今，
岛上电视机、空调等家电一应俱全。开山
岛人也过上了现代化的幸福生活。

岛上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18年7月27日，全国“时代

楷模”、开山岛守岛英雄王继才在
执勤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
幸去世，他的生命定格在58岁。

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英雄
竟这样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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