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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它们送去祝福

许
厚
全

（
外
二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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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独自过年的老娘
北京刚解除隔离的闺女
染发后容光焕发的妻子
口罩上妙目忽闪的护士
邻居家喜欢在楼道散步的猫
和身旁酣睡的短腿柯基
这些我最亲近最接近的人和物
我给她们送去祝福

长江给黄河讲了一个段子
黄河板了一冬的脸笑得全是皱
纹
泰山阳坡的桃花半路偷听
一鼓再鼓的芽苞终于忍不住
“噗嗤”
展开粉容

要祝福的还有很多
比如远方的亲友和故乡的山河
比如南方大片含蕊欲吐的油菜花
和北方枯黄中冒出的一星点草色
我的祝福狭小而又辽阔
看起来没有多大用处
却因为善良和真诚
而让刚出栏的老牛
兴奋地昂头哞了一声
并愉快地摇了摇尾巴

春风急

美女们！考你情商的时候到了
反应敏捷的先嫁春风
春天是个慢性子的画家
须知春天就是一段子，短
她要用三四个星期
不让你细咂摸就走远了
才能完成一帧水粉画
看来蔷薇和荼蘼这亲姐俩儿
悟性最差。等她俩笑得花枝乱
颤
春天追随翩跹的蝴蝶
就要翻过墙去了

从头到尾的祝福
长城的古砖，黄河的冰
高原上磕长头的匍匐
和干裂嘴唇念诵的经声
泰山阳坡即将绽妍的野桃树
长江岸边牛背上柳笛的短鸣
海岛上正在成熟的椰子
南海日夜不停的涛声
这些离我较远的事物

我一直观察她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楼下这块不大的画布
被她涂得点点斑斑
这里点一簇粉红
那里晕一片黄白
玉兰的酒杯已举了三天
绿柳才刚刚舒开
惺忪的媚眼
好在有个急性子的妹妹
她三天两头就来捣乱
她裙裾带起八级大风
把桃花从枝头吹尽
怂恿，处女样羞涩的榆叶梅
打开，紧紧含着的苞蕾

又一春怒潮，
鼓荡山河

这些文字写作的时间跨度很长，已
有 20 年。20 年，我从乡野出走，眼目清
纯还是未经世事少年模样，如今尘世浮
沉肉身沉重，心有千千结，长恨水东流。
（外二首） 许多人离散，有一个人，也曾误解丛生，
失去联系，我也曾痛苦，但最终释然，他
是我的入行偶像，且有恩于我。我们的
张建明
人生都曾受惠于《天津日报》。天津这座
城市，因有这份卓越的党报而更有温度、
密谋的暴动渐渐临近
气度和不凡品位。
又一春怒潮鼓荡山河，长草、
他是《天津日报》终身荣誉通讯员，
开花
的契机
一位基层新闻人。2020年岁末，
他准备
不可一世，用尽颜色
多年的《啊喔哦》诗集付梓了，
真心为他
我们在它们面前应该心怀愧 现在，刚刚好
高兴。前两年，
我们还策划出版一本有
色
正式刊号的书……夏天，
消瘦的他感到
我们从来也没有走在草木的 我等待你的进入
我是你待挖掘的神秘的部分
不舒服，决定把书稿出版事宜提前、从
前面
简，
只做内部交流。看着因日夜操劳而
东风鼓动，
暗处思乡的人
满头白发的他，想想，他已是 70 岁了。
我的身体春情荡漾
从乡下运来石头，仿制池塘
70 岁了，他依然很忙。他有一小块菜
的模样
园，
躬耕田园，
稍有空闲便整理他庞大的摄
开始柔软，从心开始
影资料，
躬耕文字。还要陪伴老伴儿，
照顾
我的眼里长草，长绒绒的毛 圈出一块地。这里就有山有
水了
已六旬的单身的四弟。这些年，
他和亲人
刺儿
水里，睡莲挽着彼此的手
一起送走了父亲、
母亲、
三弟、
三弟媳，
他不
彼此已不只是分散了一个亲
足一米七零的身高，
体重也只100斤出头，
阳光开始透明
人
可承受着来自现实生活和精神上的多重压
身体里蛰伏的虫开始苏醒
风跟紧风。走进夜中央
力，
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幸好，
瘦小
脚开始迈出第一步
的他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无论多么困难，
开始选择温暖的语言以匹配 我眼里的蒲苇铺满银色的鳞
片
他都笑对一切。2020年，
病毒和自然灾害
温暖的节气
青蛙的声音在鳞片上闪亮
让我们领受了更多的苦难和残酷，
也让人
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坚韧与顽强。一本书
东风开始鼓动，我的身体春 多么好。在城市里听见了乡
下的声音
有一本书的命运，诗集里面的诗篇都是
情荡漾
在自己博客上发表过，并得到广泛关注
从一波水波开始荡漾出涟漪 成群的蝌蚪在少年眼里
顺着时光游过，成了城市公
和好评，那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人
园的客居者
生的热爱，
以及忘我奉献的写照。
苞芽开始挣脱囚禁伸展出叶
我隐身在暗处
想起 4 年前的春天，我应约采写他，
片
在以为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为我的这位新闻前辈和做人典范：
从上世
万物等待一个时辰
纪 90 年代初，就经常从报纸上读他亲切
所有的故事都等待适合发生 ——安抚着离乡的自己
生动的文字，看他绿意葱茏、水意丰沛的
名字，想当然地就觉得这是个大记者，
一
定是个文质彬彬的人，起码不应该和瘦
小、老农民沾边。但第一眼见到他，
印象
太深刻了，一件绿大衣挂在身上，
晃晃荡
荡的，愈发衬托出他的瘦削，
与臆想中的
老师形象相去甚远。但是在和他交谈后，
立即打消了我那肤浅的失望与失意，
他幽
第二八一一期
走在季节前头的草木
懂得隐忍，懂得在冬季之前
就退出
但它们的心思昭然若揭
在它们没有长芽开花之前
没有谁会去揭露真相
像守着共同秘密的亲人

老张办出院手续，是在腊月二十九。老伴儿想
除夕，就这样踩着一地鸡毛，姗姗而来。快中午
通知儿子们，老张拿胳膊一挡，
气哼哼地说：
“不指着 时，老伴儿在厨房忙活年夜饭，老张看看电话，又看
他们。”叫出租车时，又气哼哼地说：
“我开了一辈子 看门口。等到简单的饭菜上桌，
老张又管不住嘴了：
车，这回，
还得让别人拉我。
”
老伴儿没说话。她大半 “大过年的，
就吃这个？
”
老伴儿说：
“都预备好了，
他们
辈子，跟这倔老头儿没少怄气，孩子们也嫌他事儿 没来呢，
就没做。
”
老张草草吃了几口，
把筷子一扔。
多，都躲着他。可老张这一病，老伴儿的心一下软
到了下午三点多，气哼哼的老张，拿起三轮车
了，任老张说什么，
她都忍着。
锁，走到了门口儿。老伴儿问：
“你干嘛去？
“
”我上街
第二天就是除夕，
一大早，
老张坐在沙发上，
摸摸 转转，在家憋得慌。”
说着，
老张绕过摊开两手做无奈
这儿、动动那儿，
总静不下来。他看老伴儿忙着擦这 状的老伴儿，开门走了。
儿扫那儿的，又管
老伴儿刚坐定，门铃响了。她以为是老张落东
不住嘴了：
“差不多 西了，急忙开门，
却是老大一家三口儿。老大还是那
得了，他们指不定 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往沙发上一坐，愣半天，问：
“我
王奕君 来不来呢，翅膀都 爸呢？”听说“出去溜达”了，就点点头，本来不想再说，
硬了。哼！”
老伴儿 忽然又想起来一句：
“出去转转也好，
省得——”
不说话，
接着忙。
门铃又响了。老伴儿上前开门，进来的是二儿
大 儿 子 离 得 子一家三口儿。
近 ，就 住 对 面 的
二儿子进屋直奔厕所，出来又进了小屋，然后是
楼 。 刚 下 岗 那 会 厨房，看着再没呆人的地方了，
才问：
“我爸呢？”
得到
儿，他走马灯似的 “出去溜达”
的答复后，也放了心。
一天来好几回。老张看着无所事事的儿子，
又着急、
现在就差老三了，他是提前打电话请假的，至少
又心疼，可嘴上没好话。七十多岁的老张，数落起四 这一两天不回来，过后什么时候回，就看他的孝心
十多岁的儿子来，
一句跟一句，
如行云流水一般，
想收 了。小屋子一下热闹起来，大家伙儿聊着天儿、嗑着
都收不住。那天，大儿子被数落急了，
腾地站起身来 瓜子，电视没人看，
也就那么开着。
摔门而去。自那时起，
就很少上门了。
半小时过去了，大家还在聊。一小时过去了，大
二儿子住得远，两口子工作积极，入了党，还老 家还在聊，话却明显少了，
只剩下电视里的喧闹。
加班，所以一年也来不了几趟，留下孙子常住，说是
天色渐暗，却没人去开灯。老伴儿说了句：
“他
给老人就个伴儿。这个“伴儿”，可不省心，功课不 走的时候，脸色发红，
我怕——”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
好，爱玩、爱花钱，今儿带朋友来吃顿饭啦，明儿参加 进水里。不知谁，腾地站起身，
这下，带动了全家人，
个生日 PARTY 啦，后儿给同学买礼物啦，事儿虽 穿衣服的、拿钥匙的、找手电的……
多，话就一句：
“给点儿钱。”
正这时，电话响了。老三的声音，隔着听筒，还
有一回，老张忍不住火气：
“小子！你就是个白 带着颤声儿：
“快去找啊！快去啊！”
两个孩子从小屋
眼儿狼，知道吗？跟你爸一样！”
跑出来，
小孙子问妈妈：
“怎么了？
”
刚一听说
“你爷爷……”
孩子委屈，大哭，并回敬给爷爷同样的大嗓门 就“哇”一声哭了。一时间，孩子哭，大人吵，之后像
儿：
“我不是白眼儿狼！我的眼睛不是白的！”
一群蜂，
“ 呼啦”一下，拥了出去。门又“砰”地关上
这把老两口都给气乐了。
了，刚还热腾腾的屋子，顿时一片空寂，只剩下老伴
三儿子在外地，上完大学，又留在当地教中学。 儿，叹一声：
“唉！这年过的……”这年过的，是有点
他老忙，一两个月也不打个电话，就等着爸妈找他 儿揪心，可隐隐地，
她又觉得欣慰。
呢。用老张的话说：
“更指不上。
”
本版插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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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责掩护同志

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
公安局去了，
但他们再没有回来——
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将其
扣押，
同时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
武装警察，
向曹顺标他们正要开会的
沪西共舞台那里开赴过去……
“警察来抓人啦！赶快疏散——”
别看曹顺标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
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
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戏院拥来的
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
“警察来了！大家快跑——”温
济泽也大声喊道。顿时，会场内那些
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
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但门口已被警
察 堵 死 ……
“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跳
啊！
”
这时，
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
在喊。他叫蔡疾呼，
人高马大。他这一
招呼，
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
“快快！快跳呀！”就这样，足有
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疾呼已
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
往外跳时，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
准了他的胸口……
在前院的曹顺标和蔡疾呼等共 88
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
上海滩上
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
敌人将曹顺标等 88 人每两人用
一根麻绳子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
海公安局。
经过三天“审讯”，曹顺标等又被
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
标等 88 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

革命者
何建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
由于叛徒出卖，曹顺标被敌人确认了
真实身份。
“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
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
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曹
顺标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掩护其他
同志，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共党”
的“要犯”判决很快下来，包括
曹顺标在内的 13 人被判死刑。
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位姓肖的
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 13 人中年岁最大
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为江苏阜宁人，
这位老同志全家四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
有 14 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
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
年龄太小，改判 18 年徒刑；大儿子 20 岁，
被判 12 年；肖先生的夫人也从事革命工
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
所以被判交保释放。
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标十分敬
佩。临将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标对与
他同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济泽
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 革命能
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
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
憾：一件是我再不能革命了；还有一件事
是，我只活了 18 岁，还没有恋爱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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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风趣，平易近人，
睿智机智。他无论到
哪里采访，都不会和被采访者有距离感：
下到田间地头和农民交流，
就像邻家大哥
拉家常；
走进胡同社区采访婶子大娘，
他
总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与委局镇街领导
干部接触，
他谈笑风生，
镇定自若，
他的沟
通艺术体现一种人格魅力，也是一种禀
赋，让人由衷佩服。他采写的消息、通讯
读者都爱看，
渐渐的，
在我们后辈眼里，
他
就是我们这里的 No.1，是腕儿，是“爷”，

们载到一个幽远的村庄，那里居住着他和
他操着淳朴乡音的亲人。他领我们走入一
个寻常农家院，进了屋，
他向我们介绍了母
亲和妹妹，便褪下大衣，脱下鞋子上了火
炕，炕上横卧着的就是他的病妻。他轻轻
托起妻子的上身，用单薄的身体支撑着，让
她半躺在自己怀里。
我们来之前，她嘴里含着一口稀饭，已
有一个多小时了，婆婆和小姑呼唤着她的
名字，像呵护婴儿一样。他对妻子轻声慢
语，指着我们问她：
“ 认识他们吗？我和
她最好，你还记得吗？”他依然不忘打趣
儿，指着娥姐说。我看到那张没有表情
的面孔，掠过一丝难以言传的情绪，
很快
季晓涓
瞧了一眼娥姐就低下了头。她用手不停
地比划着，婆婆赶快递过纸笔，
原来出院
后，她偶尔精神好的时候，
就拿笔在纸上
写字。我看她写下了“我不认得”几个
字，他看过笑着说：
“ 你不认得他们了
他的名字和文字形成了品牌。
吗？”
然后握住妻子的手，爱怜又无奈地说：
作为一个后学来说，我对他充满了 “原来又白又胖的一个人，现在只剩下 100
敬仰，也承蒙他提携，
后来我与他成了同 斤了。”他低下头，轻声对妻子说，
“我知道
行，再后来又有幸成为同事，
更多地了解 你心里是爱我的，对不对？啊，
不对！是我
了他。他出身农民，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 自作多情啦？”半躺在他怀里的妻子，像个
凭借着谦虚谨慎、聪明好学，
在部队做过 孩子，身子绵绵的，嗔怨地看了他一眼，别
文书。为了写好新闻稿，
他付出了比别人 过头去。他说：
“哈，不理我啦，
嫌我贫嘴。
”
多很多的心血，
他对新闻的热爱、
执著，
是
后来，
村医、
医院护士、
医生、
针灸师又来
发自骨子里的，
是难得的
“新闻虫子”
。有 看她，
给她输液、
针灸。他捧住妻子的头，
一
痴情，才不会计较付出，并且乐在其中。 根根银针扎在她头上、身上，每一根针刺下
他不仅自己钻研业务，还手把手教徒弟、 去，
他和家人都疼得闭一下眼，
尤其是他，
每
带队伍，他的努力和刻苦，
使他的业务水 一针都像刺到自己的心上，
嘴里还要不停地
平不断提高，
他的真诚也使他有了更多的 安慰着，
不知妻子能否感受到这份爱心。
回程的路上，
我们心情压抑，谁都没有
朋友，上到区委书记，
下至工人、农民，
都
亲切地称他
“大爷”
，
这是新闻带给他的荣 言语。我从疾驶的车窗，
望着那一片片原野
耀，
是对兢兢业业付出者的最好奖赏。
上并不平坦也不宽阔的道路，
那是他上班所
也曾有不幸降临到他的身上，但谁 走的路径，在那些过于蜿蜒的小径上，以前
也没想到，就是这个身量瘦小的他，
始终 他每天骑行一个多小时，
才能够到单位。单
支撑着一个家，白天写新闻，
晚上照顾妻 位领导告诉他，
要好好照顾爱人，不必牵挂
子，没有请过一天假，也再没有出过远 工作。但他仍然一边伺候妻子，
一边抽时间
门。他对妻子的不离不弃，和家人一起 到单位上班，
他的脚步更加匆忙了。
坚持了 18 载，
那份对爱的坚持与坚守，
让
越是在关键时刻，
越是在艰难岁月，越
人觉得他确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好丈夫。 能考验人的意志与品质，
考验你所拥有的东
那年冬天，我和朋友一道去家中探 西，
比如爱情。他是一个走在我前面的引路
望他们。同行的娥姐是一位美丽清秀的 者，他的敬业、事业心，
压不垮的肩膀，让我
女子，和他的妻子比较熟悉。车子把我 常怀感恩之心……他的名字叫林逢水。

他钟情于这个世界

牛屋印迹

每年春节，父亲都要监管贴春联这事，哪里
贴啥、怎么贴，他都亲力亲为。这几年，父亲对
贴春联的热情大减。好几次，他手中拿着
“六畜
孙克艳
兴旺”
的大红春联，
茫然地对着曾经的
“牛屋”
摇
头叹息：
“哎，又糊涂了——牛都没了，
哪来的牛
屋？还贴啥
‘六畜兴旺’
？”
牛屋及耕牛的存在，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对
很多人来说，特别是父辈影响之深，
是我们无法 出牛屋，他们就紧紧地扯着大人的衣角追问：
探究的。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前，耕 “那故事里说的，
都是真的吗？”
牛是集体财产，也是重要的劳动工具，
每个生产
“都是真哩，
比针还真哩！”
大人们总是这样
队都有各自的牛屋。
应付着回答。
生产队的牛屋是一排高大严实的土坯房，
第二天晚上，牛屋里继续着昨天的故事，一
足有百十平方米，养着牛、马、驴和骡子等牲口， 样昏暗的煤油灯，一样温暖的火堆，孩子们睁着
却偏偏叫做牛屋，大概是因为牛的数量最多 一样好奇的眼睛……流传千古的故事，
就在散发
吧。队里派最善于侍弄牲口、又最认真细致的 着牲口粪便味的屋子里，
讲了一遍又一遍。就在
人，住在牛屋里，
照料着众多的牲口：
清理打扫、 这一遍又一遍的故事里，
有人来了，
有人去了，
有
担水拉草、拌和饲料……一年四季都绑到这里。 人长大了，有人老了。然而，村民们对牛屋的感
一到农闲，特别是冬天，
牛屋成了村里最受 情，
却像血脉似的传了一茬儿又一茬儿。
欢迎的地方，因为那时柴禾金贵，只有牛屋可以
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
各家各户自我管
经常烤火，
虽然点燃的都是一些细碎的柴禾末或 理土地和农具，包括耕牛。那时，牛仍然是重要
者麦糠，熰起来的黑烟弥漫起来，能把人呛出眼 的劳动力，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养牛，自然也都有
泪来，
等到黑烟散尽，
屋子里就暖和起来了。
牛屋。将一间偏僻的房屋改造一下，
架上食槽，
饭后，劳力们领着孩子，
围着牛屋里的火堆 绑一根系牛的木棍，
就是一个简易的牛屋了。
分散开，大家一边烤火，
一边听着
“能人”
们天南
父亲是一个木匠，他将牛屋打理得很得体，
海北地扯着那些传说和故事，
《聊斋》
《水浒传》 牛食槽横向靠着南墙，牛屁股对着后窗；
后窗挨
《封神榜》
《三国演义》最受欢迎，随便捞出来一 着厕所，便于从窗户里直接清理牛的粪便。靠
部，就够大家听上一阵子。呼啸的东北风蛇一 着房屋的西北角，父亲支了一个悬空的床板，足
样地钻进来，将昏暗的煤油灯吹得忽明忽暗，大 有一米多高，床板下是收拾干净的土坷垃，大小
家的心也被故事牵引着，随着灯火一起跳动。 均匀，没有杂质。每当父亲清理完牛的粪便，就
那些离奇的故事，经过
“能人”
们的加工、夸 将干净的土坷垃均匀地铺撒在牛屋里。然后，
张的动作和细微的表情，演绎得和单田芳的评 给牛拌和上丰盛的饲料，才将在庭院外面放风
书一样精彩。也许，这就是乡间的评书，或者单 的黄牛牵进来。我每次牵黄牛进屋，都能感觉
口相声。这样的表演，在那个大家连电视与收 到它的脚步特别急促，总是还没站稳，
牛嘴巴就
音机都不知为何物的年代，堪称消磨冬季的必 对着食槽大快朵颐了。
备节目。每当夜深人静散场时，孩子们总是恋
冬季的夜特别漫长，北风肆虐之下，人一入
恋不舍，执意地追问故事的情节和结局。一走 睡就沉入梦乡。因此，漆黑的冬夜容易招贼，而

结识挚友

王森然在“艺术周刊”上发表赵
望云的作品，撰文赞扬赵是具有“充
富爱”和“战斗的勇力”的米勒式“群
众画家”
。
1932 年年底，
《大公报》拟创造
一种以绘画代新闻的新形式，而赵
望云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于是，在
《庸报》主笔张琴南的介绍下，天津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特聘赵望云为
《大公报》特约旅行写生记者。赵望云
受聘之后，坚持“到民间去”的创作理
念，从北平出发奔赴河北农村写生采
访。
《大公报》为此特辟《赵望云农村旅
行写生》的专栏，
连载赵望云写生采访
时绘制的速写作品。赵望云以毛笔速
写形式创作的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中
国农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
民，他们苦难的生活以及在死亡线上
苦苦挣扎的现状，通过《大公报》这个
新闻的窗口，活生生地暴露在世人面
前，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
病态。赵望云的写实作品与大众的忧
患意识相沟通，引发了巨大的共鸣，
得
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追捧，反响极大。
冯棣结识赵望云的这一年，就是
赵望云自河北农村写生采访后的
1932 年冬天。冯棣、赵望云因为志趣
相同而成了很好的朋友，没事的时候
他们就
“在一块混”
，他们经常
带着写生本在北平各处采风，
在风雪中跑到北平的城外，描
绘那里的乡村人物、丛林树
木，这些人们毫不在意的普通
素材，竟然都成为他们习作描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写的对象，而且他们终日在这种流浪的速
写绘画中度过贫困的日子，依然乐此不
疲，乐在其中。
在与赵望云的交流中，
冯棣认识到，
赵
望云的成功之路是自己可以复制的。这也
让冯棣看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
说，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赵望云都是冯棣艺
术道路的引路人。好友赵望云与《大公报》
的合作，也让冯棣看到了艺术创作与新闻
媒体相结合的力量，这力量重新唤起他在
成都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曾经涌动的革命
意识，
冯棣觉得自己也可以像赵望云一样，
以作品唤醒民众，唤起这个社会对劳苦大
众的关注，
从而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状。
1933 春，冯棣受聘“天津河北省立民
众教育实验学校”，从北平来到天津新开
河畔，教授学生美术、音乐、戏剧等课，从
此也开启了他艺术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
段旅程。
在天津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
教音乐和戏剧课，对冯棣来说乐在其中。
自幼在家中，父兄对昆曲的热衷，
令冯氏兄弟均能拉琴唱戏，冯棣
更是在大哥冯森的影响下，痴迷
于京昆戏曲。戏曲中的人物让冯
棣找到了与自己境遇的契合点，
演戏其实也是在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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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丢失了牛，那绝非是能够轻易承受的。于是，
但凡养牛的人家，都要陪着牛住在牛屋里。临睡
前，先在牛屋里点上火，一家子围着火堆，一边呱
嗒、一边烤火。等到通红的火堆失了光彩，
夜已经
很深了，大人们的故事也告一段落，
孩子们的眼皮
也沉重起来。于是，
母亲揽着孩子们，
与父亲作别。
次日清晨，大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牛
拌和饲料，等牛吃完草料，
将牛系在庭院外的树桩
上，再清理牛屋。一天，
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不多
久，堆积的牛粪攒够一车了，父母一人牵着牛，一
人驾着拉车，将牛粪撒在田地里。回去的路上，顺
便再拉回一车土坷垃。农忙的季节里，
犁地耕种、
拉车收粮……广阔的土地上，到处是黄牛沉稳的
身影。哪一片土地上，没有留下黄牛的足迹呢？
放牛和割牛草的任务，就落在了孩子们身
上。放学后或者假期里，孩子们总是相约着一起
去田间地头放牛。大家找到一块青草茂盛的地
方，将牛系好，一边嬉闹、一边割草。等到晚霞铺
满了西天，牛吃好了，
竹筐里的草也满了。孩子们
赶着牛、背着竹筐，
在霞光里走向回家的路。识途
的老牛走在主人前面，默默地走过一条又一条路，
拐进庭院，踏进牛屋里。
日子，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孩子们渐渐长大，
小
牛犊变成了大牛，
大牛又生了小牛犊。春去冬来，
每
年的春节，
牛屋的食槽上，
谁家都要贴上
“六畜兴旺”
的春联，
那四个大字和
“开门大吉”
一样重要。
时过境迁，曾经的农耕时代湮没在历史长河
中，不过几十年的光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耕
牛，被现代化农具所取代，牛屋也被改造或废弃。
然而，人们曾经和牛一起耕耘的时光，
却深深地刻
在几代人的心中，成为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和无
法取代的美好记忆。
如今，
只要一想到家乡那片辽阔的田野，
就忍不
住怀念曾经的悠悠时光：
夕阳下，
随着袅袅升腾的炊
烟，
孩子们牵着牛走向村庄。
“牧童归去横牛背，
短笛
无腔信口吹”
的画面，
到底定格在了古诗中。

建教堂为占地

这以后，杨灯罩儿也就三天两
头儿来给送包子。一天下午，大卫
李感叹一声说，其实你这人，还真是
个可用之人。杨灯罩儿一听有门
儿，赶紧说，我这人心粗，以前的事，
做得到不到的，您多海涵。大卫李
这才吐口儿说，找个机会吧，我再去
洋人那儿说个试试。
大卫李这时已离开
“克洛德”
洋行，
又在一家叫
“爱德蒙”
的洋行做事，
老板
还是那个叫赫德的洋人。赫德用
“克洛
德”洋行又注册了一个子公司，自己当
了大老板，
且把大卫李提拔为襄理。大
卫李跟赫德一说，
赫德还记得这个叫杨
灯罩儿的中国人，
也就答应了。
这以后，杨灯罩儿就又来到“爱德
蒙”
洋行。
刘大头打杨灯罩儿，其实是为另
一件事。
当年僧格林沁在天津筑墙挖壕，
后
来这城壕就成了一条河，天津人叫“墙
子河”。在这墙子河的西南，有一片洼
地，天津人叫“老西开”。三年前，法国
人突然在这块洼地破土动工，要盖教
堂。但法国人盖这教堂，
真正的目的却
并不是这个教堂。在这片洼地的东北
面是法国人的租界。其实再早也不是
法租界，
法租界是在海河西岸的紫竹林
一带，
总共不过四百亩地。后来法国人
借着八国联军打进天津，
又把租界推到
墙子河的东北岸，
面积一下扩到两千多
亩。这以后还不死心，还想越过墙子
河，接着往西南，也就是老西开这一带
扩，
这样它的租界连起来就能达到四千

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

多亩。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罗图阁，
为这事，
专门照会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可
这唐绍仪是个面瓜，
不光面，
还苶，
也不知
心里是怎么想的，接到法国人的照会，不
说行，
也不说不行。这一下法国人胆儿大
了，
你不说行，
也不说不行，
那就认为你的
意思是行。于是先在老西开这里破土动
工，声称要盖教堂。所以他们盖这个教
堂只是一种试探，其实真正的目的还是
占地。三年后，这个教堂竣工。这回法
国人要玩儿真的了，先把教会从“圣母得
胜堂”那边迁过来，然后就在这个新建教
堂的附近插上法国旗，又立起界碑。接
着向直隶省公署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
方面两日内让出老西开。这时中国官府
还不吭声。法国领事的胆子就更大了，
干脆派巡捕房的巡捕和安南兵，把在界
桥站岗的中国警察都抓了。这一下天津
人不干了，你法国人跑到天津来占地盘
儿，占一块也就算了，还一而再再而三地
没完没了，现在又在中国人自己的地方
把中国警察抓了，没这么欺负人的。天
津 人 的 脾 气 不 闹 是 不 闹 ，一 闹 就 是 大
的。市民立刻上街抗议，示威游行，接着
又 到 直 隶 省 公 署 、交 涉 署 和 省 议 会 请
愿。商会也通过决议，抵制法国银行发
行的纸币，抵制法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