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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红 学 丛 谈（一）

又起，每当阳气再升，在人们戮力同心拓殖耕耘下，红学的春
花不愁不更烂漫。这是确然的，或有偶然，或有忽然，却笃是
必然，笃是定然。
拙著《红楼梦论说及其他》中，
收入我的近作《据说〈水浒〉
〈三国〉是“坏书”
》，这是一篇论辩之文，疆场之文。有人奉西
方价值观诬贬中国人心目中的经典《水浒传》
《三国演义》，其
推黑意识之偏见且莫深言，其诓学意念之偏执难辞讽谇。无
论是普通读者还是学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任何外力
此文长达七万字，可能是八十有余之叟的收官作了。文长， 摧不破的。我在文中还对《红楼梦》的一个重要人物秦可卿，
单独发表于期刊不易，就考虑登上“论丛”这个平台。撰此文 发表了与论辩彼方反向的评价。彼诬贬《水浒》
《三国》而诬赞
之因已多有年所，八十衰年心尚孩，就想趁此机缘了却此愿， 《红楼》，如此对中国经典文化分割灭裂，妄是其是，
妄非其非，
给近年来波澜不惊的“红学”静池泼点生水。脂砚斋和脂评 是徒劳的，只能证明彼乃外路人。我们自己人不会这样，即从
被红学界奉为神物久矣，这次我想给他（她、它）做一点人脸 《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看，天津的研究者把《红楼
识别功夫。更想标举芹批，在伟大小说艺术家曹雪芹身上， 梦》放置于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文学的总体和总平台上作研
叠印伟大小说理论批评家曹雪芹剪影。还想借此平台和机 究，这是正确的应当的。
“论丛”
的作者们大概都不是红学专门
缘，发表一点对《红楼梦》小说艺术在自古迄今的中国和世界 家，我也不是。我们只是中国古典文学殿堂的虔诚巡礼者随
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位置的拙见，例如我们在《红楼梦》阅读中 喜者歌赞者，大家各述所学，
不必齐一。这不全是研究个体使
久已习察了一种奇异的小说语言现象，即贾宝玉 然，这是学术自体使然。天津《红楼梦》研究的初创团体，原是
沽上 和林黛玉式的超语言对话，但人们察焉不求其解 高校教师和其他单位研究人员自组的古典小说、古典戏剧研
不得其解；终于有研究者在脂批丛中注意到了“囫 究团体。
“论丛”
的作者们本来个个术有专攻，又都会聚红学研
丛话 囵语”说，以为这是脂砚斋之得；我则认为这就是 究十人一丛花中。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朝花夕花次第
被脂批裹没的芹批，我认为宝、黛的囫囵语及芹批 开，不争姹紫，
不论嫣红，但呈各自天然色，春花不愁不烂漫。
的诠释，就是中国式或曰曹雪芹式精神分析文学
这个“论丛”的参加者，涵老中青三代人。老年人多，寓
理论图式和精神分析文学书写的艺术模型，这要 自然规律，青年人少，显希望所寄。据说如今流行一种声调：
比弗洛伊德们提出精神分析说，早了一个多世纪；而且直到 年轻人谁读经典读《红楼梦》啊？学界谁还研“红”啊？悲观
今天，宝黛的“囫囵语”，仍然是阅遍世界文学经典而难觅的、 流布家舍坊间。我已老，但我不这么悲观。我算是唯物论
最地道、最出彩的精神分析文学书写的范例。这只是一例， 者，唯文论者，精神文化进化论者。我相信，经典还是会有人
我们若放开眼界，放出眼光，那么，等待我们开掘的“红”矿宝 读的，
《红楼梦》还是会有人读的。
《红楼梦》它就摆在那儿，它
藏应很大很深很多。
《红楼梦》研究的面和点，包括《红楼梦》 是精神产品，也是物质存在，它是文化积淀。物质在，宇宙
的创作方法、艺术造就，绝非中外传统的或经典的现实主义 在。人类在，文化在。人类与文化共命，与美欲共命。天行
等人们已知的诸多创作方法、艺术方法所能范围，绝非已成 健，文行健，美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红楼梦》是不老的传
的文学研究版图、已有有文学知识谱系所能范围。
《红楼梦》 奇，正如春天，正如春花。春花不愁不烂漫，这是必然的，确
不是明日黄花，她是永远的春花，她无尽的芽和苞，每当春风 然的。春花永远装点宇宙、人类，春天永远延展宇宙、人类。

春花不愁不烂漫
滕云
这标题诗句是句大实话，如果我不是从杜甫集摘出，或许
连我也未必认它为诗，而且是杜诗。那么它算不上名句了？
然而我细味之，却悠然觉到了它诗思的不凡，诗味的醇厚。老
杜一定是把春花认作具灵性的、参透物候自然之理的生命
体。当她还只是一粒裹着青皮的花芽时，
就储积着生命能量，
一旦春风起，阳气升，
她和同伴们就把山野烂漫装点。这是确
然不误的，没有或然，只有必然。天道有常，春花不愁不烂
漫。春花是主体，赏春花的人也是主体。老杜一定是把等候
花放的人，认作具情性的、参透天道人道自然之理的主体。有
人担心某一粒芽苞不绽放，有人则把单体置于群
体，从不担心总体不绽放。这是确然不误的，没有
偶然，只有必然。天心有常，人心有常，人心不愁
春花不烂漫。至于咏花亦咏人的老杜，他写这句
诗，一定自承作者乃具诗性、参透造物自然之理加
之参透诗艺自然之理的主体。天心人心诗心有
常，春花不愁不烂漫。这是确然不误的，没有忽
然，只有必然。老杜写这句“白话诗”，并非或然偶然忽然出
之，而是天由之天设之天然之的神来之笔。
我指说一通这句杜诗，其实想说的是新近出版的《天津
〈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成书的偶然与必然，想说我忝列
其中的拙著《红楼梦论说及其他》成书的偶然与必然，尤其是
想说拙著中收入的拙文《抽丝剥茧说脂批》成文的偶然与必
然。拙著所收大部分是旧文，多发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早已是黄花、落英了；此外收有一篇近文，一篇新文。新文就
是《抽丝剥茧说脂批》，我主要是为此文而加入这个论丛的。

天津传统风味江米面红豆馅炸糕堪
称北方小吃一绝，且素有大牌名扬四方，
其历史广有讲说，
不赘。聊到某些民间小
食，今人爱说
“自家门口那个最好吃”
，
此
话不无道理，联想到老天津街头巷尾、庙
会集市常见卖热炸糕的摊贩，街坊、游人
吃主儿络绎不绝。民国时期冯文洵《丙寅
天津竹枝词》中说到炸糕：
“ 买糕记
取北门北，
十（什）锦元宵祥德斋”
，
其
中的糕，
即北门外增盛成的炸糕。
天津爷们儿形容小日子过得好、
活得滋润，叫
“吃香的喝辣的”
，
炸糕
在旧年算得上高级吃食，
也是生活富
裕的标志之一。相声大师马三立在《十点
钟开始》中即说：
“再过几年你见着我，
我
就不是这样了……我钱就多了，
有钱！我
就买被卧，买棉帽子；有钱我就吃，吃炸
糕！我吃油饼！吃啊……”
当然，表演中
并没提怎样吃炸糕，
难道这还有讲究？
是，津人爱吃现包现炸的，趁热，甚
至最爱稍微烫嘴的眼瞅着才出锅的炸
糕，嘘着热气下嘴，觉得此刻的滋味最

棒。温度，是许多美味的灵魂，之于炸糕，
温凉后油与江米面的口感不免逊色。这也
反映出“卫嘴子”口味“刁钻”的民俗特点，
因为很多人常自诩“吃过见过”。说“刁”，
还表现在炸糕现包。不熟悉津俗的人也许
以为像包饺子、包子，慢慢做好一排盖（盖
帘，一种炊具）先放旁边待集中下锅上屉，

具风味。有文友同好美食，他还听说过昔
日更有趣的吃法：
炸糕放盘中，
用小叉子先
在糕面上扎一圈小孔，然后掀开金黄脆皮，
先细品些热豆馅，再皮馅同吃。类似个性
吃法在民间不常见，权算一例，
大致更适宜
慢条斯理的正餐吧。
天津人卖炸糕、
吃炸糕一向以早餐
为主，随着食生活的飞速发展，
炸糕馅
也增加了桂花、
红枣、
玫瑰、
草莓、
菠萝、
黑芝麻等多种口味，
且逐渐登上了正餐
席面，
还衍生出连锁
“专门”
餐厅。笔者
由国庆
曾吃过一样高级炸糕，主食，
器皿为木
雕花枝造型，每个枝头各托一炸糕，
犹
做炸糕则不，商贩老规矩守着一盆江米面、 如累累果实。那炸糕口味很好，
但笔者似乎
一盆豆沙馅，现包现团顺手下锅，
而少见等 还不大适应这高端吃食，
觉得它顿失民间烟
半天集中一起下的，因为半湿半软的江米 火气，这还是那
“有钱我就吃”
的老炸糕吗？
面比较“娇嫩”，久了难免发酸、发苦，影响 这感觉也类似网民对鱼香肉丝馅炸糕、
煎饼
口感，尤其是在夏天；
二也需顾及炸糕外观 馃子夹海参鲍鱼等新派江湖小吃的调侃。
别太塌。
绝大多数人还是对传统老味道炸糕情
除了趁热趁脆吃，天津老饕早点还有 有独钟，更不乏食客怀恋旧时的另一种烫
一种吃法——用现烙的热油盐大饼夹热炸 面（面皮）炸糕，今下相对少了，
笔者曾撰相
糕吃，二者的油香、咸香、甜香交融复合，别 关掌故文章，或许可解馋念。

天津人吃炸糕

得更多。古时皇帝，多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中国历史上
拥有后妃最多的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后宫居然多达万人，他
就是夜夜不虚，轮一遍也要三十年，疲于奔命，哪还顾得上欣
赏，简直是暴殄天物。
陈鲁民
珍玩是正儿八经用来欣赏的，它没别的功能，
一旦和占有挂
上了钩，性质和味道就变了。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
欣赏与占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欣赏是人所特有的审 图》，
大气磅礴，美不胜收，
是许多人都想一睹真迹的名画。收藏
美功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重要标志，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 家吴洪裕因对其珍爱之极，居然要烧这幅名画给自己殉葬，
幸亏
欣赏。人的最大误区就是分不清欣赏与占有的界限，该欣赏的 被人从火盆里救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烧损成两半的名画残
却偏偏想去占有，该占有的又只是远远欣赏，譬如美德、
知识、
技 迹，
令人不胜遗憾。
美景的欣赏价值也大大高于对它的占有。名胜古迹，山水
能、
学养等，
如孔子所言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人的最大苦
恼就是想占有更多的物质而无法实现，
欲望太盛而能力不足，心 园林，总会吸引很多人来参观凭吊瞻仰欣赏，如果不幸被某些人
太大而本事太小，而一旦满足欲望后又觉得索然无味。
或团体占有了，不仅会大煞风景，而且也极不公平。陕西秦岭，
先说对金钱的占有。很多人都对金钱充满渴望，
来者不拒， 风景迷人，有人却在此违规大建别墅，把一片片美景据为己有，
多多益善。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日食三升，夜眠八 引起天怨人怒，舆论哗然，
最后不得不一一拆毁。
尺，占有太多金钱确实没啥实际作用。陶朱公就是个明白人，他
会欣赏是人性的亮点，进化的硕果，学会欣赏需要学识和悟
曾三次成为国内首富，又三次把金钱散发给民众，因而被封为财 性；疯狂占有则是兽性的表现，
典型的返祖现象，
完全出于本能，
神。和珅则是个糊涂蛋，费尽心机捞了海样的财富，富可敌国， 可以无师自通。西哲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欣赏就是
不仅用不上，甚至连欣赏的机会都没有，巨大金钱财富
天使属性，占有则是魔鬼特质，因而，我们要尽可能地
最后成了他覆亡的罪证，并因此遗臭万年。
发挥自己身上的天使属性，限制有强烈扩张欲望的魔
拾 鬼特质。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
再说美色。秀色可餐，也就是说美丽的颜值是可
柴 生，1956 年曾无偿向国家捐赠《平复帖》
《游春图》
《赠
以供人欣赏的，或远或近地端详美色，会给人一种很
篇 张好好诗》等一大批珍稀字画，每件都价值连城。今
愉悦的感觉。若仅限于欣赏，谁都可以“阅尽人间春
色 ”；如 果 还 想 大 量 占 有 ，就 是 累 死 累 活 也 无 法 遂
天我们在故宫博物院欣赏这些国宝时，还会由衷地感
愿。可也总有人，占有一个美姬娇娃还不够，还想占
念他，仅此而言，
他就是个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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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天的境遇

告密事件发生后，
工友们发誓收
拾杨工头。大伙儿发现，
这条走狗常
斜倚在巷道暗处一根支柱上偷窥，
便
取掉砸进柱顶的木楔使之松动。采煤
炮响时，
剧烈的震动使支柱倾斜，
柱旁
的杨工头被落煤掩埋。几个工友想趁
机把他砸死。焦裕禄悄声对大伙儿
说：
“杨工头虽然作恶多端，
但还没有害
死过同胞。如果砸死他，
必然引起鬼子
怀疑，
惹火烧身，
大家都过不去。
”
大伙儿被焦裕禄说服后，七手八
脚把杨工头扒了出来。杨工头大难不
死，对众人感激涕零，嗣后监工不再明
目张胆虐待工友。
然而，数月后，鬼子嫌井下出煤
少，认为杨工头“监督不力”，将其调至
井上，派来大和士兵歪嘴领班。此人
是个日本武士，喜好摔跤。一次，他邀
一个身强力壮的山东工友摔跤，工友
一时兴起连赢三回。歪嘴领班铁青着
脸，令工友立正转身，拔刀从后背将其
刺穿，又残忍地翻转他的身体开膛破
肚。焦裕禄本家爷爷焦念重哭着扑上
去，被歪嘴领班一刀削掉头皮，跌倒在
地又被重重踢了几脚，顿时口吐鲜血，
三天后便含冤死在焦裕禄怀里。
亲人和同乡的惨死，激起了焦裕
禄的复仇怒火。一天，歪嘴领班下井，
端着枪骂骂咧咧朝工友们走来。焦裕
禄判断他要寻衅杀人，
约定一会儿由他
夺枪，
大家一起动手将其除掉。当歪嘴
领班命令给他端水时，焦裕禄舀水上
前，一拳打在他的眼睛上，就势抓住他
手中的枪，高喊：
“打死他！”谁知，枪背

大河初心
高建国
作家出版社

带缠在歪嘴领班手上，
他腾身后挪，
一个马
步端枪在手，举枪拉栓就要射击。生死关
头，
焦裕禄飞身跃起，
将歪嘴领班和枪死死
抱住，
就势把他拱倒。工友们锹镐齐下，
一
鼓作气将歪嘴领班砸死，挖坑埋在井下。
焦裕禄和大伙儿合计，
歪嘴领班失踪，
鬼子
必然疯狂报复，唯有一人逃走，独担“罪
责”，方有可能解脱工友。于是，焦裕禄冒
死外逃，
冲破三道铁丝网，
又幸遇矿上一郑
姓同乡相助，
最终逃出了魔窟。
1943 年 4 月，焦裕禄辗转回到家乡，
惊闻他被抓走后，爷爷和嫂嫂相继惨死。
因抓丁在家站不住脚，焦裕禄只得避走他
乡，流落江苏……
从危在旦夕的井下劳工，到受人尊重
的人民公仆，新旧社会两次出关两重天的
境遇，令焦裕禄思绪万千。他忘不了少小
痛别南崮山小学，自己一步三回头的情
景。不能继续吟咏阚家泉的风景读书，是
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如今，那个被故园
的青石碾碾碎的学子梦，就要在遥远的北
国重圆，这怎不令人欣喜万分呢？
汽笛声声，车轮铿锵。焦裕禄极目秋
实丰硕的原野，眼前浮现出一位面容清
癯、银髯飘拂的老翁——那是 1945 年 4 月
至 6 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七大上三度赞
扬并奉为全党楷模的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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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专版

此外，陈骥彤还特别对“夫子”
“烤地瓜”的含义进一步进行解释：
“‘夫子’即‘老夫子’，
‘ 烤地瓜’即
‘ 烤 老 白 薯 ’，皆 朋 兄 白 薯 之 象 征
也 。”其实，作为曾任沈阳《中央日
报》采访主任、沈阳《和平晚报》总编
辑的陈骥彤，哪里能想象得到当时
的京津读者都以能率先买到朋弟漫
画《老夫子》
《老白薯》为骄傲，
《老夫
子》
《老白薯》在京津地区的知名度岂
用做过多的解释。
朋弟自 1939 年至 1943 年，为《立
言画刊》创作了大量漫画，
笔者初步统
计朋弟在《立言画刊》刊发的作品约五
百二十余幅。伴随着大量作品的问
世，朋弟也成为北方漫画界最为引人
瞩目的作者之一。
1939 年夏秋之季，天津发生了
大水灾。9 月 30 日，
《立言画刊》第
53 期，专设“天津水灾专版”，朋弟在
《立言画刊》
“天津水灾专版”刊发了
一篇《记画水灾》的文章，并配了多幅
自己创作的漫画，全面记录天津水灾
的所见所闻。按照朋弟的描写，
“马
路 两 旁 的 水 头 ，长 蛇 一 般 蜿 蜒 地 跑
着，淹没了全市”
“ 人们有楼的上楼，
没楼的上房顶。牛羊、犬马、洋车，以
及难民，齐集在我们家门口经过的一
块较高的草地上”。
大 水 初 期 ，朋 弟 还 曾 穿
游泳衣出去办事。到后来，
水渐渐深了起来，不但变了
黑色，上面还浮着彩云一般
的油质，垃圾、粪便在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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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着跟斗。鉴于卫生状况极差，朋弟再
也 不 敢 出 门 ，每 天 囚 在 家 里 坐 卧 不 安 。
后来，有位小姐约朋弟出去写生，于是朋
弟便携带纸笔乘船到各处考察。在朋弟
眼里，
“ 华贵的永安舞场，门面泡成了浮
桥。法国教堂前面的绿牌电车道，变成
威尼斯。英租界电灯房，好像苏州河旁
边的风景。那座大大的烟筒，倒影映在
水中，却好似‘雷峰夕照’”。作者一边考
察一边画着素描，
“ 每个‘对象’都须在一
分钟内画成，否则一刹那的时间，所画成
的东西便已经跑到身后去了。我只有把
铅笔放在纸上，始终不抬笔来，几乎一笔
即 画 一 个 风 景 ，里 面 还 包 括 人 物 、船
只”。这样的速度，连朋弟自己都不敢相
信，
“这时我自己不得不惊叹自己的本
领，这里的速写，叫我快得没法再快了，
一分钟一张”。
朋弟在自己创作漫画的基础上，还主
持“星期文画”专页（后改为“漫画专页”
）
的主编工作，为了使“漫画专页”的作品更
为丰富，朋弟以自身的感召力聚
集了一大批漫画专页人员，如窦
宗淦、王朱、招司、郑梦塘、郑桐、
李草荫、杨承伯、苏铭林、黄冠廉，
并且借助“漫画专页”的阵地宣传
漫画创作理念，培养漫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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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进到那片伴有水声的林子里，有
两只略大的鸟儿上下翻飞而过，虽然一时看
不清，我们却能够很轻易地判断出，
那不是鸽
子，那是斑鸠。尽管斑鸠的大小、体形、颜色
和鸽子都差不多。
更多时候，好似王熙凤初见林黛玉，未见
其影，先闻其声。斑鸠的鸣叫声是平仄之
调。
“咕，咕，咕咕，咕——”半拍上声，半拍去
声，紧接着两拍平声，虽然少变化，却流畅而
悦耳，仿佛风吹树叶声都是在与之轻轻相和。
我那时还在上小学五年级。暑假时，我
和三弟就会来到乌尔禾。爸爸在这里工作。
妈妈在市里的面粉厂里工作，家属工的活较
李
重，在制粉车间三班倒，为了减轻妈妈的负
显
担，爸爸带着大哥、小弟、妹妹在自己的工作
坤
之地生活、学习。
那时，那片林子对我们有着无限的诱惑。
这片林子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河流的回水
湾。很大是相对我们这些少年而言的。河流
委实也不大，是条小河。夏季河水平缓、清
浅，不似春季。上游的水库把水调节到油田
上去了。
林子里呆久了，感到闷热，
小伙伴们就会
到河湾里戏水。这样的地方，女孩儿们都不会靠近，小伙伴们玩起来
就更加肆无忌惮。
总是会水的先跃入水中游上一阵，无非也是那种溅起很大水花
的狗刨式。我不会游水，但敢从高处向深水里跳冰棍。上岸后，就看
着那些狗刨的玩水者发笑，总觉得他们的动作很滑稽。
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河边钓鱼。爱上钩的多是鲫鱼，草鱼
比较难钓。泥鳅之外，还有一种内地所没有的体延长、稍侧扁的白条
子鱼，小伙伴们也都叫它狗鱼。
但我总是在林子里呆得最久的一个。这里有许多种鸟儿，
引人注
目的有花的啄木鸟、黑的乌鸫，
树杈上欢唱的黄鹂，
林间疏影下蹦跳的
白鹡鸰。在林子里所见的斑鸠，是欧斑鸠，
是一种体型略小的粉褐色
斑鸠。为中国常见的五种斑鸠中的一种，
颈侧有黑白色细纹的斑块。
这是一种夏候鸟。春季迁来，秋季迁走。常单独或成对活动，很
少成群。主要以桑葚、玉米、小麦等植物的果实和种子为食，也吃少
量动物性食物。
别小看了，斑鸠真算得上是第一个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出场的名
鸟。翻开《诗经》第一篇，就是那《周南·关雎》：
“ 关关睢鸠，在河之
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就是斑鸠。据闻一多所言，这种鸟
“尤笃于伉俪之情”，
“其一或死，其一亦即忧思不食，憔悴而死”。而
在《卫风·氓》里，则是以小斑鸠的形象出现的：
“ 于嗟鸠兮，无食桑
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传说斑鸠贪吃略有酒味的桑葚会昏醉，以
此告诫热恋中的姑娘不要沉醉于爱情。
斑鸠筑在胡杨树上的巢很高，我不会爬树，经常仰脖盯着树上的
斑鸠巢看，听斑鸠在巢中的窃窃私语。但哥哥他们知道，一窝斑鸠产
卵两只，不知为何，我们发现已孵出小鸟儿的巢中，只有一只幼鸟的
鸣叫声，我们都希望掏了这只小鸟儿养起来。哥哥他们则不急，他们
都说，还得等几天，
让这只小鸟儿再大一点，
掏早了不好养，但若让小
鸟儿在巢中长过半个多月，就可能离巢飞走了。
那天中午，哥哥爬上离地四五米的大树，去掏那只小鸟儿。这个
时候，也不知道一场风雨之后的老斑鸠去哪里觅食了？竟然顾不得
巢中的孩子了。哥哥掏了小鸟儿从树上下来后说，当他缓缓地伸手
去捉那躲在角落里的小斑鸠时，小斑鸠既不动，也不鸣叫，只是睁圆
了眼睛，满眼透出绝望之光。
这只小斑鸠并不只是我们兄弟在养，左邻右舍的男孩们也都非
常上心，不停顿带来的，
都是些玉米粒、馒头心，甚至捉了虫来喂。喂
鸟时，把食物握在拳心里，让小鸟儿从食指和中指留出的缝中啄食。
小弟格外喜欢这只小斑鸠，翻出来一块饼干，嚼了嚼，攥在手心里喂
了小鸟儿。我也学着喂了一次，手心里痒痒的。
几天工夫，
小鸟儿嘴边的嫩黄就渐渐褪去，
喙也似乎更长更黑了。
养小鸟儿的笼子，
被我们挂在门前的棚沿下，
能迎风，
阳光却又不能直
射之处，
还要防着野猫能够得着。那时我很奇怪，
每天都有两只老斑鸠
在近旁的树上冲着小鸟儿叫，
小鸟儿闻声，
便不停地在笼中扑腾。
有一天，我们中午回来，
笼中的小鸟儿不见了。笼子被开了一个
洞，显然是小鸟儿挣出来的。周边也没再见老斑鸠在叫。显然，小鸟
儿不是被野猫抓走了，而是一家团聚去了。
心里不免有深深的失落，却也有着一丝丝宽慰。毕竟小鸟儿回
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古人常言：
“以鸟鸣春。”虽然在西北之地，我们最早只能在初夏
里听到斑鸠的鸣叫声，但斑鸠的鸣声也是天籁，令人喜欢，自是别有
一种韵味。想着去年初夏，每天醒在斑鸠田园风格的鸣声里，心底乡
愁难忘，可感心灵的慰藉。若是个响晴，内心自是更加清明。而虽在
绵绵雨天里，则另有一种感觉。雨声淅淅沥沥，也掩不住斑鸠的鸣
声，便觉着自己又进到了一片幽静的林子里。
现在当然还不到那个季节，
惊蛰刚到，
仍然遍地残雪，
当然听不到
斑鸠的鸣叫。可立春之后，再冷的风也是春风，斑鸠也快回来了。作
为归客，
满地残雪化尽时，
斑鸠也许就回来了。斑鸠啼暖落花风，
那风
当然是夏季花落时节的风。而对斑鸠啼破杏花天，
则是满怀期盼的。
去年，
四月间，
楼前的杏花次第满树，
在微风里灼灼。见着斑鸠翻飞而
过。我发现，
所有的斑鸠都会唱歌，
没有一只唱歌的斑鸠是寂寞的。
而我们的那只斑鸠飞到哪里去了呢？而今，时常出现在我触景
生情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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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子惹祸了

刘大头的几个徒弟来到包子
铺，跟少高掌柜的一商量，事情就定
下来，三天以后的中午，刘大头在这
里做寿，把包子铺全包下来。
但就在这天中午，又出了一档
事。刘大头平时对徒弟管教很严。
这天中午，在包子铺做寿虽然热闹，
徒弟们为让师父高兴，都说说笑笑，
挨着个儿地给师父敬酒，可喝归喝，也
没出大格儿，
更没有敢在师父面前喝大
的。就在这时，
包子铺来了个人。这人
进来先朝铺子里扫一眼，
就冲柜台走过
来。来子正往外端菜，一眼就看出来，
这应该是个安南人。安南人也就是越
南人。这些安南人本来是跟着洋人的
军队来天津的，在租界替洋人站岗巡
逻，看家护院。后来越来越不长进，也
就散在天津各处，
三教九流干哪行的都
有。安南人的长相儿很特殊，
脸和鼻子
都往横里长，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安
南人不光脸横，
还是个撅嘴儿。这时小
闺女儿正在柜上。这撅嘴儿的安南人
过去，
跟小闺女儿说了几句话。来子一
见撂下菜过来，
问怎么回事。小闺女儿
说，
他想要六斤包子。来子一听对这安
南人说，今天中午不开板儿，是私人包
桌。这安南人的中国话说得挺好，
显然
是在天津学的，还带点天津口儿，张嘴
就说，
甭管谁包桌，
赶紧给我做。
来子朝旁边一指说，你自己看看，
现在忙得过来吗？安南人一拨楞脑袋，
忙不过来是你的事，
我等着要。来子一
见这人横着说话，
看看他。安南人也看
看来子，
还等嘛？来子还看着他。

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

安南人把头伸过来，
我的话，
你没听懂吗？
来子说，听懂了。
安南人的眼立起来，
听懂了就快去做！
来子倒笑了，我要是不做呢？
安南人冲来子眨巴眨巴眼，问，你说
的，不做？
来子说，我说的。
安南人没再说话，扭头就走了。
来子已经看见了，小闺女儿这半天
一直站在厨房门口，冲这边又摆手又使
眼色。这时就走过来，问她，这安南人是
干嘛的，怎么说话像个
“棱子”
？
天津人把不懂嘛儿、直脖瞪眼的二
百五叫
“棱子”。
小闺女儿说，你惹祸了。
来子问，惹嘛祸了？
小闺女儿说，刚才没顾上跟你说，这
个安南人有来头儿，是给日本人做事的，
他来不是买包子，是要包子，每回不光不
给钱，还得给他送过去。
来子越听越糊涂，
问，
到底怎么回事？
小闺女儿这才告诉来子，
这个安南人来
要包子，
是给日本人要的。小闺女儿问来子，
当初有个
“枣核儿帮”
的混星子，
经常带人来
白吃包子，
后来刘师傅听说了，
带几个徒弟过
来，
就在这包子铺把他打了，
还让他把欠的包
子钱都还上了，
这事儿听没听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