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小朋友们
“六一”这个节日，是孩子们
每年都期盼的日子。这个日子
的花儿最香，歌儿最甜，这个日
子的童心最欢畅。这个日子伴
随着盛放的鲜花悄然而至，孩
子们满怀喜悦，翩翩起舞，伴随
着阵阵歌声欣然赴约。这个日
子像一支棉花糖，甜蜜了孩子
们的人生；这个日子是一幅水

彩画，荡漾着孩子们的梦想！
六一国际儿童节已然到
来，本刊特集一组文章，在故事
中寻觅童趣，在回忆中品味温
情，在童年走过的足迹中返寻
来时的路。
让我们祝愿小朋友们健康
成长，节日快乐，在幸福的天空
尽情地翱翔！

童年的布拉吉
□ 李纪莲
我在梦中醒来，枕边还有泪水。起
跳起来 。
晚了吗？揉揉眼睛，不敢睁开，因为害
爸爸走近，把什么东西放在了枕头
怕期盼落空。
下，我不敢掀开被子，怕他看见不争气
老师说，你要穿一件漂亮的新衣
的眼泪。
服，小辫子上系两条红绸子。今年“六
听到外屋烧柴火声，飘进来一股酸
一”儿童节，由你做节目主持人。这是
菜味，然后传来洗衣服的声音。
1964 年
“六一”
儿童节的前一周，我上四
这几天我爸下班跑遍了卖布的供
年级。
销社，都没有找到我妈说的那种布。今
老师们特别重视这个节日，每个班
天，他下班骑车奔着市里去了，来回几
都报上来很多节目，筛选后确定的节
十里地呢，所以回来这么晚。
目，由大队辅导员按节目的内容，撰写
妈妈连夜烧水“抛布”，纯棉布必须
了报幕词。今年的儿童节不像以往报
在温水里泡一泡，再晾干。缩过水的布
个节目名字，而是有一段朗诵词。
会比实际量出的布短个一二寸，这样做
让我担任这个节目主持人，我自然
出的衣服才合身。如果等明天再缩水，
欣喜，可漂亮的衣服得找妈妈。不知道
晒干，来不及了。
爸妈会不会给我花钱花布票做一件全
不知道我心情有多好，第二天彩排
新的衣服。姐姐比我大几岁，我的衣服
顺利通过。
“你的新衣服呢，穿来让我们
都是用她的旧衣服改造的。
看看。”辅导员说。
“ 还没做好。”我声音
爸爸听了，脸上仅是微微的嘴角上
小的像蚊子。
“这怎么行，服装非常非常
扬，然后就眼睛看着远方。我心里有
重要。”好像不是我妈能做新衣服，不会
底，他看远方，是在“想辙”。妈妈听后
选我当主持人。
也没有表扬我，只是说离着太近了，太
上学之前，妈妈让我看了这块布，
近了。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是时间太近
绵绵软软，雪白雪白的布面，凸起一个
了，还是家里的钱太紧了。
一个“丘陵”，缀着一个一个小红果，鲜
姐姐文质彬彬，我爸最爱，小弟，我
红鲜红的。这叫什么布呀！我惊讶。
妈捧着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我一
这 布 是“ 泡 泡 纱 ”，做 一 件“ 布 拉
直以为他们不太爱我。
吉”，好看的裙子。妈妈告诉我。我想
妈妈的针线笸箩里，一条条绣花
象不出这个裙子是什么样子，只想穿着
线，没绣完的肚兜兜，小孩子的虎头鞋
全新的裙子站在辅导员面前，看他什么
面，衲好的布鞋底，有些是帮邻家婶婶
表情，情不自禁地
“哼”
了一声。
做的。她坐在煤油灯下做活的样子很
晚饭是姐放学和爸爸下班后做
美，进针快拔针也快，手腕灵巧地一个
的。我们家没吃过这么晚的饭，我一直
翻 转 ，特 别 是 翘 着 兰 花 指 ，扯 线 的 动
催促着妈妈赶紧开饭。
作。布面上留下一串针脚对针脚，不偏
妈妈在全家人的支持下给我缝衣
不斜，步调一致的
“脚印”
。
服 ，她 的 动 作 连 贯 舒 展 ，轻 盈 的 像 舞
这几天越是焦急，爸爸下班越晚， 者。我躺在被窝里，像看电影似的看着
躲着我似的。爸在供销社上班，我家的
墙壁上的影子，随着我妈穿针走线，心
衣服都是我爸买布，妈妈做。眼看只有
情一上一下，一会觉得衣服很快就做
两天的时间了，天黑的很快，爸还没有
好，一会又感没希望了，就是不睡觉也
回来。妈也不似往常那样安静，要下雨
做不完了。尤其看见妈妈发现哪儿不
吗？妈在外屋打转转。
“板生”，还得拆了，重新缝，我心里急得
新衣服泡汤了?我心里一阵失望， 跟什么似的。
眼泪一颗一颗地滚落。虽然妈改做的
梦里，又哭又笑的，不知道做了些
旧衣服总会有新意，添加一串花边或者
什么乱七八糟的梦。
绣一朵小花，也与众不同。可是老师
“布拉吉”和节日的阳光一起，出现
说，一定要穿一件新衣服，怎么跟老师
在土炕的枕头旁。圆角荷叶领正冲我
解释呀。把头埋在被子下，怕妈看见眼
笑呢，两边的袖子像灯笼一样彭隆，高
泪儿，睡着了。
腰百褶连衣裙。对，还有两只红蝴蝶扎
爸回来了，我听到他轻轻的咳嗽
绸子，我爸放枕头下的。
声，然后听妈说，又跑哪儿去了。用给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六一”儿童节
你做褂子的那块布吧，就是可惜耽误材
的细节想不起来了。
“你不是那个，那个
料了，布票这么紧。这孩子不说话，还
穿布拉吉，在台上报幕的那个谁吗?”，
急哭了呢，唉！大人不穿就不穿吧。我
在医院的大院里，他是我上一年级的老
心里一震，像犯错误似的，把头又紧紧
同学。提起当年“六一”儿童节，我的同
埋在被子里。
学都记得那件
“布拉吉”。
我撩开被子的一角，爸正递给妈一
这件“布拉吉”深远意义在于，她教
个纸包，包着一块布。我的心“咚咚”狂
会我怎么去爱。

唐豆豆像平常一样离开家，
独自去学
校。当她走到一楼时，
注意到楼梯间的墙
角有东西在动，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只金
黄斑纹的蝴蝶。唐豆豆忍不住停下来，
她
还从没有如此近距离观察过一只蝴蝶。
蝴蝶好像累坏了，趴在那里一动不
动。过了好一会，忽然闪着翅膀飞起
来。结果一头撞到扶梯上，又跌跌撞撞
飞回墙角。唐豆豆顿时明白了：这只蝴
蝶一定被困在楼道，飞了很久也没找到
出口，它已经精疲力竭非常绝望了。
我要带它出去！唐豆豆小心翼翼
让蝴蝶爬到自己手上，再轻轻地把蝴蝶
放到书包背肩上。金黄色的蝴蝶就这
样趴在唐豆豆的书包背肩上出了楼道，
来到小区的广阔天地。
唐豆豆以为它该自己飞走了。蝴
蝶实在太轻，丝毫不能让人感觉到它的
重量。唐豆豆蹦蹦跳跳出了小区，穿过
一条不宽的马路，进入另一个小区，然
后走进学校的大门，走过长长的走廊，
坐进教室。
唐豆豆不经意地一扭头，啊，那只
蝴蝶竟然还趴在肩上。她又惊又喜，轻
柔地把它拿下来，没想到它扇了扇翅
膀，飞了一下又停到自己的胸前。或许
蝴蝶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得自由，给它点
儿刺激就好了。唐豆豆跑出教室，绕着
操场跑了一圈又一圈，还围着乒乓球案
子和单双杠场地正向、反向跑了几圈，
累得呼呼直喘吐出舌头。然而，任唐豆
豆如何像箭一般地飞驰，又蹦又跳，蝴
蝶一直紧紧地贴在她胸前，没有飞走，
也没有掉下去。
重回到教室，蝴蝶从唐豆豆的胸前
飞到她的手上，舒展了翅膀，依旧没有

“摘”
“拆”
孰是？也不宜拘某一本为断案
之据。
）
燕园老校长——
那么，
“断渔樵”究为何义？林冲在
此时此境“唱”出这一句，是何谓？应有
司徒雷登、
陆志韦
良解。拙见以为，这一夜，从“良夜迢
“红巾”的问题，蒙友人张丙旺先生
迢”，到“一霎时明星下照”——到“忽喇
助查史册，
认为
“红巾”
乃元代之事，
林冲
喇风吹叶落（lào）”
——到
“顾不得风吹
是北宋人，怎能“预言”元代之史？况且
雨打”
，
看来这是个骤变的天气；
那么，
依
我记忆清楚：
我学的、见的本子是
“黄巾” 侯先生讲解，是天刚明的“残角”之声来
“黄巢”
“
，二黄”
相连。故在拙文提出。
“催促渔樵早起”，但从情理事实而断，
“鞲”字也记忆分明，这样的僻字是 “渔”者在雨天可以披蓑戴笠而“作业”，
我“空想”想不出的。
《折桂令》中“脱鞲” 至于“樵”者，他恐怕不去捡那湿淋淋不
“离笼”
“ 摘网”三个排句是三个实物相
能烧的柴了吧？那样还
“断”
个什么呢？
喻：鞲、笼、网。这叫“旗鼓相当”
、
“铢锱
关键是
“残”
角而且在
“断”
。
相称”
。换上一个
“扣”
，
反而乏味了。
拙见归结为几点——
如本来是“扣”，很难“讹”为一个罕
（一）戏文这一
“行当”
，
情况复杂，
有
为人知的
“鞲”
。反之，
因不认得它，
遂因
原作本，有“演出本”；有文人“案头”本，
音近而读为讹音
“扣”
——这是一般规律
有梨园传抄本……刊本其实也是个“整
和情理。
理”本，整理者所见有是有非，有正有
（顺便一提，所见老本子是“拆网”， 误。比如我们讨论的侯先生《回忆录》，
不是“摘网”。蛟有力而不驯，故拆破网
也得算是“刊本”之一种，也有它的不小
络而腾身……
“摘”
是别人给
“拿掉”
。故
的权威性、代表性，
就不一定全对。
“五陵

□ 唐燕桐
飞走。唐豆豆无比惊讶：
太疯狂了，
它不
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正如唐豆豆所料，蝴蝶就这样粘上
了自己的小恩人，一刻也不肯远离。唐
豆豆给蝴蝶起名——小仙子。小姑娘
与小蝴蝶仙子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晚上回到家，唐豆豆用树叶和花给
小仙子搭窝。小仙子似乎非常喜欢，在
窝里停留很久。等到唐豆豆上床睡觉
时，它从窝里飞到她的枕头上，粘着她
过了第一个晚上。
第 二 天 ，唐 豆 豆 起 床 洗 漱 ，小 仙
子飞过来趴在她的肩头，刷牙时也粘
着……唐豆豆去学校，一路上小仙子都
安静地趴着。事实证明，小仙子很喜欢
唐豆豆，走到哪里都形影不离，就连唐
豆豆做作业，都要落在她的小手指上替
她把关……喝牛奶时也要落在吸管边
替她检查一下。她们一起吃午餐、上洗
手间……上学、放学，除了唐豆豆，路上
所有人都没有发觉，她一直带着自己的
小伙伴——蝴蝶小仙子。
一个疑问萦绕在唐豆豆心头。她不
确定小仙子是否真的喜欢自己？还是因
为自己的书包背肩比较舒适而已。她决
定自顾自做自己喜欢的事，顺便看看小
仙子是不是真的对她不离不弃。

唐豆豆在操场边的单杠上引体向
上，和侯大圣打羽毛球，和胡跃跃打乒
乓球，与吴玉琼、余楠楠、侯佳艺踢毽
儿、跳绳……蝴蝶小仙子都会选唐豆豆身
上的某个地方停着不肯离开……最后，唐
豆豆决定放大招——
唐豆豆换好泳衣泳裤，小仙子离开
了一阵子，
看她站着不动，
又飞回来落到
她肩上。唐豆豆准备下到泳池，她把毛
巾放在泳池边上。万万没想到的是，小
仙子竟然懂事地落到她的毛巾上，看着
唐豆豆游泳。直到唐豆豆游泳结束上
岸，
小仙子又无比自然地落在她的肩头。
唐豆豆被彻底征服了，
她不再尝试赶
走蝴蝶小仙子，
一人一蝶就这样过起了属
于彼此的快乐日子。每天，
唐豆豆都会想
方设法给小仙子营造舒适环境，
让它感到
快乐和安全。她和小仙子越来越熟悉，
感
情日益加深。她甚至还用汤勺给小仙子
喂水，
周末带它去公园短途旅行。
蝴蝶小仙子适应了和唐豆豆一起
的生活。它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一阵
子，比如唐豆豆在淋浴。什么时候可以
飞回来继续趴在她肩上。甚至会自己
躲到窝里，等唐豆豆洗漱完上床，再飞
到枕头边和她一起睡去。
唐豆豆总有一种神奇的感觉：我们

□

晨阳水田飞白鹭

郭记标 摄

“六一”的音符
□ 魏益君
六月注定因这一天而欢快
清晨的鸟儿叽叽喳喳
像童真的笑声
雨水多起来
小雨点蹦跳在芭蕉
蹦跳在水面
蹦跳在盛开的花伞上
像顽皮的孩子跳舞
这一天的歌声很嫩很甜
像清澈的流溪
叮叮咚咚地流进你的心田
每一张稚嫩的笑脸
绽放在六月的首日
芬芳着欢乐的节日
这一天并不仅仅属于孩子
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

□ 周汝昌
(42)

蝴蝶仙子

时讯

没有说话，但知道彼此都懂对方。
“每天
早上醒来，我就看着她趴在我身边，我
知道它在看着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
的感觉。”快乐日子是短暂的。当唐豆
豆还沉浸在和蝴蝶小仙子陪伴的幸福
生活中，分离却突然降临。
这天早上，唐豆豆发现蝴蝶小仙子
趴在窝里。她走过去，小仙子没有像往
常一样飞起来趴到她肩上，只是舒展了
一下翅膀便停住了。唐豆豆觉得小仙
子大概是不想出门，又或者想留在窝
里，于是，
便匆匆上学去了。
这是没有小仙子陪伴的第一天，
唐豆
豆下意识地转头看肩膀，
那金黄色的身影
没有在身边。一天终于结束了，
唐豆豆匆
忙赶回家，
想第一眼见到自己的伙伴。然
而当她回到熟悉的卧室，
桌上熟悉的蝴蝶
窝里，那个金黄色身影躺在那里一动不
动，
像是睡着了。唐豆豆小心翼翼地用手
指戳了戳它，
依旧没有反应。那一刻，
唐
豆豆终于醒悟，
小仙子已经死了。
爸爸说：蝴蝶通常只有 14 天左右
的生命，而小仙子已经陪伴在唐豆豆身
边整整 5 天了，也就是说，从唐豆豆救
下小仙子那天起，小仙子用余下的三分
之一生命历程陪伴了她。
唐豆豆看着那个她亲手为小仙子
搭建的窝呆立很久。
“我经历了很多个 5
天，却从来没有哪一个 5 天，像和小仙
子在一起时这么特别。”
“ 好像梦一样，
虽然只有 5 天，我却感觉度过很长很长
的时光。
“
”我很想念它。”
晚上，唐豆豆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蝴蝶小仙子真的变成了小仙子，姗姗来
到唐豆豆面前，拉起她的手跳起欢快的
舞蹈……

内心深处的爱

红楼无限情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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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
假使明刊本刻的是
“武陵年少”
，
那
也不能只论
“明刊”
，
而置文义于不论。
（二）
“红巾”之事，恐怕不宜与科考
制度这类
“书生”
之事相提并论。它们性
质不同。因为“红巾”是元朝的“叛国”
者，
而元朝是灭却宋朝的政治势力；
林教
头身为北宋人，被逼逃生，还念念不忘
“回首望天朝。……顾不得忠和孝”
。在
他口中唱出“叛元”者作为己身的比喻，
毕竟不足为训。若连这种历史重大问题
也借口于版本依据，
是否妥当，
似可慎重
考虑。总之，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
而不必
强以非为是。
（三）
“残角断渔樵”，断字绝不可以
解为
“催促早起”
——不知可有训诂或典
故依据？如无，那么“渔樵”就失去了与
“残角”的文义关系，而“谯”字之易讹为
“樵”，也是显而易见的：音同，形似。如
不懂“画角声断谯门”之类的诗词古义，
“舞台”
本讹为
“樵”
就
“可以理解”
了——
但那是否符合《宝剑记》作者本义？
因为昆曲本子与京剧、梆子等分别

所有的心都变得甜美柔软
依稀记得那些美好时光
骑一头老牛横笛无腔
翻一本小人书膨胀了理想
五彩的毽子踢出了花样
还有月亮底下的捉迷藏
六一
一个盛满欢乐的城堡
缤纷在热烈的六月
六一
一个长满青苔的记忆
柔美在岁月的深处

徐玉昌

分享一篇孩子的作文。
《夏天来了》
太阳报信员扯着嗓子喊：
“夏天来了！
”
荷花很害羞，难为情地从水中探出
了头。过了好久，夏天还是没有来。荷
花急得皱起了眉头。
荷花不知道，自己就是夏天。
我之所以把孩子的作文分享，
缘于
“六
一”
儿童节前夕，
我被：
“荷花不知道，
自己
就是夏天”
，
这点睛之笔所触动。因很多时
候，
我们总是寻觅诗与远方，
殊不知我们本
身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孩子们就是夏
天，
就是我们心中的诗与远方。
正如卞之琳在《断章》中写道：你在
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
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断章》尽管没明示，
但爱隐藏其中。
分享两个故事。
1）课堂上，美术老师让孩子们把心
中最美的东西画出来。同学们有的画
漂亮妈妈、姐姐；有的画红色的小花、绿
色的叶子；也有的画金色的太阳和蔚蓝
色的天空……唯有她，画了一个“黑色
的人”，脸是黑的，衣服也是黑的。老师
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要求，目的很明
确，是让她画出心中最美的人和颜色。
她理直气壮地说：
“ 这就是我心中最美
的人和颜色。
”
老师把她的画举起来，给其他孩子
们看并说：
“为什么他的脸那么黑，是不
讲卫生吗？大家觉得这样的人美吗？”
“一点儿不美！
”
孩子们哄堂大笑。
她哭了，小声嘟囔着：
“他不是那样
的人，
他是我爸，
是很爱干净的人……”
老师连忙示意孩子们静下来，压低
嗓音问：
“为什么把爸爸画成黑色呢？
”
“我爸爸是消防员，之前邻居家发
生火灾，爸爸正好在家休息，救出邻居
一家人，自己却被……”

她又说：
“黑色是英雄的颜色，是世
界上最美的颜色！”
故事很简单，
她用颜色，
宣示了人世
间的爱。也许我们看到的，
喜好的东西，
只是表象，
沉下心来才会体验真正的美，
才能体会
“夏天”
的热烈和纯真。
2）他，父亲去世后，他和妈妈相依
为命。妈妈对他十分严格，他背地里叫
她
“母老虎”
。
他在又恨又怕的心态中，度过了童
年和少年。好在他很努力，25 岁时出了
一本书，入了作家协会，成为小有名气
的作家。他在那本书的后半部，把童年
少年一腔愤懑都写了进去，其中一章叫
作《我最恨的人，是我妈》。这样的书成
稿和出版，不能让妈妈知道。
十几年过去了，母亲老了，他的激
愤也归于平息。
一天，他去医院看望母亲，瞧见母
亲正在看他那本书。他想到他那些愤
懑的文字，心里着实不安。再看妈妈，
毫无异样，并愧疚地说：
“没想到你 25 岁
就出书了，可我啥也不知道，你看我这
个妈当的！”他嗫嚅着说：
“ 这本书没写
好，您还是别看了。给我吧。”他接过
书 ，发 现 夹 着 个 书 签 ，书 签 在 第 80 页
上。他长出了一口气。他把书放进抽
屉里，暗暗祈祷：
“ 妈呀！您不要再读
啦，儿子对不起你。”
没过多久，母亲去世了，整理遗物
时 ，他 发 现 了 那 本 书 ，书 签 夹 在 50 页
上。悲痛之余，有了些许安慰，看来母
亲没看到那些文字。
护士来了，
告诉他，
你母亲真的很爱
你，那本书是她托我买的。她明明看完
了，
却让我把书签夹在 122 页前。122 页
有什么特殊吗？打开，
《我最恨的人，是
我妈》赫然出现，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诗海拾贝
不小：
它是
“套曲”
，
音律严格，
辞藻考究，
是中华古戏曲的典型代表，
人类智慧、文
采的高级代表。
以下再回到燕园。有一次，拍一出
较僻的生戏，高先生吹笛，我以二胡伴
之。高先生很惊讶，说：
“ 你会这出曲
子？”我说：我不会，是眼看着“工尺谱”，
手跟着您的笛子“跑”。他听了，赞了一
句：
“ 真是天才。”
（因为这是好几层“翻
译”：将工尺字译为现代简谱，脑中的简
谱再传到手上，包括各种快、慢、顿……
的节奏。
）
林焘、杜荣要演《奇双会》了，
还找不
到配角小生李保童，为了难。烦人向我
说，要我去填这个空儿。这戏分《哭监》
《写状》
《三拉》
《团圆》四节。李保童是
《三拉》中的按院大人，李桂枝的弟弟。
苦儿做了大官，出场是乌纱、绣袍，端严
而英秀，不唱不念，也无做工，本来是个
简单差使。当时我因他事心绪甚乱，兴
致提不起来，只好推辞了。等到那天演
出，我到台下去看看是谁扮了李保童
——可让我惊奇意外之至：原来是五十
多岁的名家张伯驹先生
“救”
了场！
这些少年往事，如今知者恐怕已然
没有几个了吧？
诗曰：
三生有幸住燕园，
绛帐弦歌总胜缘。
湖柳清波双鬓绿，
一声长笛谱金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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