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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
母。我们总这么说。
不知道这话说了有多少年了，人们一

直守着这一句话的要义，谁也不敢轻漫。
因为我们懂得，倘若没有土地，不管有多
大力气，也只是空怀英雄志。英雄无用武
之地，就算白白有了一身力气和好武艺。
其实古人的话也不一定句句都对。

比如“君子怀国，小人怀土”。这话说得
就毫无道理。国土，国土，没有土，哪里
能有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精明的皇
帝太懂得吝啬土地了。作为平头百姓，
做梦也不敢想“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
但做梦都怕自己没
有一垄土。
我曾经拥有过

很小的一畦小园，席
片一般大小，就激动
得不得了，怀着深深
的情意为它写下了
一章《小园三种》。
我曾想邀朋友咸集
小园，与我一起领会
“小园三种”的喜悦，
然而还未来得及，因
为拆迁，小园便被掩
埋到了高楼下边。
小园被拆迁的前夜，
我曾去与小园告别。其实，不仅告别，是诀
别。我燃了一炷香，插在小园的中央，对着
曾经的小园三鞠躬。
自从丢了小园，我便怅然若失，不知

所为。小园不在了，剩了三粒黄瓜籽，便
也如英雄没有了用武之地。放在案头，
几近废物，每想扔而去之。等真的扔了，
却又舍不得，便又去捡了回来。我把捡
回来的三颗黄瓜籽珍珠一般娇娇地捧在
手里，翻转着看过来又看过去，那三颗黄
瓜籽安静地卧在我的手里，悄悄隐藏着
它的青春和蓬勃的生命力。它还有蓬勃
生命蕴藏其中，我如果把它扔了，就那样
扼杀了它，让它不得萌芽，不得生根，不
得开花而结果，我，我有点于心不忍……
春节后的二月，春雪如诗。我想下

楼踩雪，不意看见楼下堆一小堆黄土，断
香凄神，残痕淡然。“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吗？是谁呢？然而将一抔黄土弃之不
顾，就未免“道是有情却无情”了不是？
我拿小畚箕把那一小堆土撮起来

时，背后有人讪笑说：“哼哼，不就一把土
吗？爱小！”
本想回头对那人说句什么，却又没说。

说什么呢？他哪里知道“百谷草木丽乎土”
呢！晋重耳当年饥渴之际，就因为一位农民
送了他一小块土，便寓言了他十万江山！
我不想弄十万江山，我们不会有那

么大的野心。我们小时候只会与小伙伴

在野地里捉“叫油子”，漫山遍野追赶雨脚，
东山移棵小桃树栽到西山，那是童趣，那是
天趣，那是天性教导我们与大自然亲近的
有效过程，于我是心灵的陶塑，灵魂的浸
润，远胜江山十万。

上世纪中叶，要不是父亲抱了镢头硬从
石头缝里抠出那一片又一片小小的“土地”，
他的一群孩子即使不被冻馁而死，也难免饥
肠难耐。父亲谢世时，我遵照老父亲的遗嘱，
用衣襟抱了一包他曾经用汗水浸润过的泥
土，湿漉漉的泥土，轻轻地放进了父亲的墓
穴。我知道，那一抔土，是他的生命，他将生

死相依，以灵魂，以品
质，守卫着，捍卫着，千
秋万代，永远，永远的
十万江山……

之后，我也渴望
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也以自己的生命与灵
魂与之生死相依。
人，只要有梦，是总会
圆的。因为有了那一
抔土，我便也有了一
片自己的“土地”。只
是花盆小了点，小到
只能放下两掬土。我
把三粒黄瓜籽小心翼
翼地下了种，浇点水，
我的“土地”就格外滋

润起来。过了几天，黄瓜苗就长出来了。
小小的苗子破土而出那一刻，就显出了让人
兴奋不已的生气。大约半个月之后，纤纤的
瓜秧便爬上了阳台，瓟上了窗棂，像是想偷
窥外面的世界，却又毫不吝啬地逸散了满屋
的绿意。淡黄色的小花开了，一朵，又一朵，
像点亮的小灯，照得我眼明心亮，照得我心
旷神怡。瓜儿坐胎了，小小的，像个针，转眼
便像几条小棒槌吊在那里。古人说，只要工
夫深，棒槌磨成针。我说，只要认真，针也能
长成棒槌。每当我洒点水上去，瓜秧儿便真
个是郁郁葱葱，苍翠欲滴。打开窗户，轻风
一吹，叶也摆动，花也摇曳，那才真正叫袅袅
娜娜，那才真正叫曼妙多姿。

若值明月当窗，不光多姿，而且多趣。
如果有一只“叫油子”在上边振翼而鸣，那
声，那色，那情致，那韵致，即使十万江山又
怎么能够与之媲美呢！

风景随着日子变换，而唯一不变的，是
那一窗风景给我的好心情。

看着那一条条带了嫩刺的黄瓜，邻居
说，真好！快摘下来鲜鲜地吃呀，那才真正
叫绿色食品呢。

我没舍得摘下来。摘下来统共能值多
少钱呢？我那一窗风景又值多少钱呢？

邻居似乎算不过账来了。一拍手说，
真是一寸土地一寸金。

然而，岂止呢？
题图摄影：王淑珍

那个上午，我们一直都泊在
江上，为了拍摄巫峡的红叶。

江水滔滔，马达声声，劲风
吹过。

漫山遍野都在随着船只晃动摇移，水色淋漓。
“两岸青山含黛色，一江枫叶落红时”，这是我留下记
景的诗句，其时已经是2019年底，冬日未见萧索，南
方满目尚是秋色。

我也不禁念叨着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句子，“玉露凋
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
故园心”。我们所在舟上，又在巫峡，真是情景交融。

那山上还有很多猿猴，正在嬉闹、攀援、嚎叫，也
和“听猿实下三声泪”一句略合，据陪同我们登船的
当地人说，这些猿必须投喂，否则无从觅食，它们已
经失去了原始的生存环境。

三峡红叶，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部电影表
现，叫《等到满山红叶时》，爱情故事颇触人情怀。我
们前来当然不是游山玩水或者闲情偶寄，而是追寻一
对党史中的红色伉俪。这就是为了拍摄《曙光》李季
达一集，李季达在“五卅”运动之后曾经担任天津地委
书记，他和我们天津姑娘，也是中共早期共产党员并
曾担任地委妇女部长的王贞儒结为夫妻，后在1927年被
捕而壮烈牺牲。我们摄制组携王贞儒的侄外孙女唐颀前
来寻访王贞儒从未来过的李季达的故乡。在船上的风
中，唐颀作为片中主角，依山靠水，任摄影师一通拍摄，其
实可能也就只能用上一两个镜头。纪录片的创作就是这
样，我们要用山水去表达一个主题，以从感性的认识到达
理性的认识，这是营造。艺术即在于营造之中。

正是巫山巫峡，孕育了革命烈士李季达。
位于重庆市（原属四川省）巫山县的李季达陈列馆

从属于巫山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并不是“巫山县”而是
“巫山”，这表明一个范围，巫山的地理概念要远远大于
巫山县。李季达的故居原在巫山县巫峡镇的起云街，
由于三峡工程，整座县城都已沉入江底，故而将故居在
江东山上按照原样复建而成为陈列馆。

我从未在三峡蓄水之前来过，来时已是高峡平
湖。在巫山博物馆门前的平地上望去，李季达陈列馆
即在三岔江口的对岸，为一条大江所阻，那里的长江正

是一个舒缓而宽阔的转弯，江水
奔涌而气势恢宏，又让人想起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

此回”和“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诗句。
越是山水，越是让人想起李白、杜甫，并非我对唐诗所
知匮乏，而是他们的诗实在太好，他们的诗其实是历代
的人生，被不断地复制着。

唐颀是这次拍摄的“寻访人”。这位天津姑娘嫁到上
海，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成都机场，她从上海前来和我们
会合，我发现她能够迅速融入这个团队，或许她并不漂亮，

但是亲和。她手拿一个简易的摄像机，记录这一路的行
程，她说是带回去给妈妈看。这是她个人的影像档案。

我们在成都拍摄之后，租车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巫山
的时候已是夜里，黑色的夜藏着黑色的群山，灯火阑珊
使人视而不见，次日一早，才发现山和那个阔大的江湾。

我知道李季达的名字，不仅是从党史资料上，而且因
为我的同事，档案馆编辑研究部的老同志，年逾八十的王
成，他是著名甲骨文学家王襄之孙，也是王贞儒的侄子。
在我专门询问他之后，才知并非亲侄子，王贞儒的父亲是
王襄的弟弟王赞。王成给我讲过李季达和王贞儒的故事，
我正是从他开始，才逐渐深入了解的。也是王成的帮助，
给了我李季达侄孙女、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李蓓的电话，
也是通过他逐渐找到了王贞儒的侄女王欣的女儿唐颀。

李蓓在成都不遗余力地为叔祖父发言，也积极地在
巫山老家扩大影响，我们能够从成都来到巫山，就是赖
于她的“推波助澜”。我们此行也得到了巫山县委和巫
山博物馆的大力支持。我们进入巫山博物馆的库房里，

看到了王贞儒写于1960年8月的回忆文章《悼念季达》，这
12页纸的回忆录，因为不断变换人称，时而以第二人称
“你”而记录，因为也可以视作是王贞儒写给李季达的一封
明知无法寄出的信。那信中主要记述了李季达在天津领
导党的工作情况、李季达被捕就义的情形和李王二人的爱
情往事。在将近六十年之后，它的纸页已经卷边泛黄，字
迹已经斑驳漶漫，但是王贞儒洒下的泪痕如新，还保持着
当年的样子。唐颀的母亲王欣四姐妹在发现了这份珍贵
的资料之后，适逢李季达陈列馆建成，于是将它捐献出来，
它跨越了时间和地域，从天津飞往重庆李季达的故乡。李
季达虽然没有收到，但是故乡的山水收到了。而且，年
轻人唐颀也代替她的姑姥姥完成了一次巫山之旅。
在我们离开巫山一年多以后，我才知道，唐颀为此

行还有一篇心灵的对话，她也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给
她的姑姥姥王贞儒，一段一段的文字，感人至深，也令
没有血缘关系的我感同身受。因为篇幅所限，我不能
全文摘录，只能撷取其中的段落——我选来选去，也算
是不惜笔墨了：
“您一定听过他讲的家乡的山山水水，100年后，我
代您走过了他走过的路，摸过了他摸过的石墙，看过了
养育他的江河，这也肯定是他一直想带您来看看的，也

是您一生的夙愿。
“当我站在他的铜像对面，静静地听山下江水流过，

一抹夕阳照进来……1900——1927 这数字太好算了，所
以才太刺眼！27岁，感觉什么还没开始！
“‘大咕噜车，咕噜咕噜转’我妈妈说她小时候您经常

哄她玩的歌谣，我想您一定想唱给自己的孩子。
“嗅觉也是有记忆的，就像我闻到茉莉花香就会想到

小时候姥姥家的四合院，当您闻到火烤橘子味道的时候，
一定想到了他，想到了他蹲在火炉旁为您烤橘子的背影。”
我们看着唐颀，在江东岸上的李季达陈列馆里的铜

像献花，在其他集的片中，也常常有这个桥段，这次导
演周相宜期待有所突破，但是最
终，我们还是选择了献花，还有
什么比这个仪式更合适呢？好像
没有。我们都在她身后庄严肃
立，缅怀党史中一段不该遗忘的
故事。

农历五月初五，大家又称之端午、端阳。为何称端
午、端阳？许多人恐怕是说不清的。为什么，因为常用的
辞书里都没有说明白。
端午。《现代汉语词典》：（端五）我国传统节日，农历

五月初五日。相传古代诗人屈原在这天投江自杀，后人
为了纪念他，把这天当作节日，有吃粽子、赛龙舟等风俗。
《辞海》：1.阴历五月初五日，民间节日。本名“端

五”。《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
也。”亦名“端阳”“重午”“重五”。2.泛指初五日。洪迈
《容斋随笔》卷一：“唐玄宗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
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
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
室之一夜献之。’宋璟《请以八
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唯
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
五日，皆可称端午也。”《辞源》：
1.农历五月初五。亦作“端五”
“重五”。《初学记》四晋周处《风
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2.指农历初五。唐玄宗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
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
之一夜献之。”参阅宋洪迈《容斋随笔》——《八月端午》。
《岁时杂记》：“京师市廛人以五月初一日为端一，初

二日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续齐谐记·五花丝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
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
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蛟龙所窃，今
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
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荆楚岁时记》：“端午日，荆人皆踏百草，采艾为人，悬于门
上，以禳毒气。当时以师旷占有岁病，则艾草先生故也。”
读以上各工具书可知：《现代汉语词典》只告一般化

的词义，来龙去脉皆略去。《辞海》是百科性质的，告知
“端”有“初”义，初五即端五。但，“端五”为何称“端午”，
《辞海》《辞源》等都没有作解释。“午”，古时与“五”通。即
“五”可写作“午”。《周礼·秋官·壸涿氏》注：“午，故书作
五。”孙诒让《正义》：“五午一字，古音义皆同”。因此，“端
午”，就是“端五”。这样“重午”，也就都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又称“端阳”呢？这些常用辞书都未解释。
端阳。《现代汉语词典》：端午。《辞海》：即端午。冯应京《月

令广义》卷一：“五月初五日端阳节。”《辞源》：农历五月初五日。
“端五”（“端午”）又称“端阳”，关键是“五”字和“阳”

的关系。古时一至九的数字是分阴阳的。单数为阳，五
属阳。《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范甯（东晋人）

注：“五，阳数也。”又，《易》的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五位是
阳爻。《后汉书·杨震传》中注：“五，阳爻也。”因此，“端五”
亦称“端阳”。
“端午”“端阳”之称都是晚出之称，最始都是只称“五

月五日”，简称“五日”。“五月五日”涉及的人与事和相关
流俗传说各异。据唐初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五月五
日》载主要有：《琴操》曰：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
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
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
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国语》作介子推）。《续齐谐记》

（南朝梁吴均著）：屈原五月五日
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详见前
文所引。又《风俗通》亦载为屈
原事）。《会稽典录》（东晋虞预
著）：女子曹娥者，会稽上虞人，
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
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波神，溺
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
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

江而死（《后汉书·列女传》亦载此事）。《续汉礼仪志》：五月
五日，朱索五色柳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荆楚记》：荆楚
人以五月五日并踏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
气。此外还有《月令》《抱朴子》等说，五月五日的蟾蜍、蝼
蛄有治病神效,等等。唐初欧阳询等编的《艺文类聚》、玄
宗朝编的类书《初学记》和宋人编的《太平御览》，所载五
月五日的习俗大体如此。由此可知，此岁时节令主要始
于南方的荆楚大地，且纪念的人和习俗并不统一。我们
现在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是不断演化的结果。
“端午”称谓大体在唐代才渐渐使用，但在雅正的书

目中，仍旧称“五月五日”，而不称“端午”。这种情况，看
看唐代编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和宋人编的《太平御
览》，就清楚了。宋代以后，随着《易经》被民间的卦师变
本加厉的演绎，先秦和汉代的阴阳学几乎被卦家颠覆，
“端阳”之称也漫延开来了。这些称谓的变化，也可以从
历代诗文中，找到痕迹。

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吃过夏至
面，一天短一线”。我国自古就有夏至吃面的
习俗。唐朝诗人杜甫就有描写凉面的诗句：
“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

夏至为什么要吃面呢？首先面食是祭祀
的贡品。夏至，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节气，而且
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从周朝起历
代王朝都在夏至日举行祭神仪式，并作为国
之大典，既是向世人昭告“天父地母”“皇权天
授”的思想，又期盼在帝王的统治下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消除国中的疫疠、荒年与人们
的饥饿。民间也有夏至日祭神祀祖的习俗，
用新收获的小麦做成面食供奉，感谢神灵先
祖一年来的保佑照顾，同时也祈求神灵祖先
一如既往地禳灾避邪，来年有个好收成。其

次，民间有尝鲜之俗。夏至时节，田野已经净
地，新麦子也晾晒干净，新磨的面粉清香味
美，特别诱人，人们便用新面粉擀成面条，以此
来庆祝丰收，表达喜悦心情。三是为了防暑。
夏至，意味着烈日炎炎的盛夏已经到来，人们
的饮食也有所改变，以热量低、制作简便的食
品为主。小麦味甘、性凉，入心、脾、肾经。用
新面粉做成的面条不仅口感好，而且营养成分
高，补虚，壮人肌肤，舒肠胃，强气力，润肺燥。
若是在酷热的夏天吃碗热面，大汗淋漓，滞留
在人体中的湿气和暑气一扫而光，神清气爽。
若面条煮熟后再用凉开水过一遍，做成凉水
面，吃起来既筋道又凉爽，真是舒服极了。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
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同是吃面，南北方各
有差异。北方人口重，大多选择炸酱面、麻酱
面、打卤面等。夏至这天，北京人有吃过水面
的习俗，旧时用深井的水“拔”面，凉得扎牙根
儿，俗称“井拔凉”，用这种水过面才够劲儿。
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说：“京师于是
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
都门之美品。向曾询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
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谚云：
‘冬至馄饨夏至面。’京俗无论生辰节候，婚丧

喜祭宴享，早饭俱食过水面。省妥爽便，莫此为
甚。”南方人婉约、清淡，多选择阳春面、干汤面、
肉丝面等，口味清淡鲜美。

前些年有一首用地道的陕西话演唱的《陕西
美食》很红火，“油泼面夹一口，香得发抖，菠菜面营
养多，绝对很牛，裤带面粗得很，挑战喉咙……”陕
西民谣唱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
齐吼秦腔。端一碗髯面喜气洋洋，没有放辣子嘟
嘟囔囔。”形象幽默地道出了陕西人咥面的豪爽
劲儿。咥是陕西关中的方言土音，有两种读音，
读die时，是咬的意思；读xi时，是大笑的样子。
咥面是陕西人特有的吃面形式，在这里，咥的两
层意思兼而有之。“咥”字用在形容粗犷奔放的关
中人吃面上真是恰如其分，那是吃出来的一种
气势、一种氛围、一种境界。如果四平八稳地坐
在八仙桌前，慢条斯理地品尝面条，那谈不上
“咥”，而是要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或蹲在大门
口的石碾上、或坐在打麦场立起的碌碡上，端起
黑漆漆的老海碗，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豪情
万丈，宛如吼了两嗓子秦腔，高亢激昂。“咥”用在
形容吃面的心情上，那是爽极了，脸上荡着兴高采
烈、心满意足的笑容，欢乐幸福之感油然而生。
咥面，向人们表达的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
浓浓的乡土气息，秦风秦韵，独领风骚。

江山一 土
卓然

《曙光》走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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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艰难而深刻的斗争
焦裕禄听完这个社员的讲述，

得知他所在生产队队长用公款吃
喝，两天前喝醉酒把队里的牛卖了
还账。群众给他提意见，他还打人，
村支书也不管。
第二天，焦裕禄就带干部到这

个村里调查，恰好在街头碰到这位
喝得醉醺醺的生产队长，正蛮横地要
社员到他家猪圈里起肥。焦裕禄找
到村支书，核实该队长的问题后，要
求召开社员大会听取群众意见。会
上，群众纷纷反映这个生产队长的违
纪问题和霸道作风。问题查清后，
“酒肉队长”被撤职，村支书也受到了
焦裕禄的严厉批评。
1963年 2月 16日，焦裕禄下乡

路过张君墓公社王大瓢村，发现几
户人家房顶晒有牛皮，便进村查询。
群众反映，牛是因没草喂饿死的。经
了解，该村连续三年受灾，人口外流
严重。而干部时有吃喝，自己留用的
统筹粮高达四千多斤。问题很清
楚，是干部特殊化导致人心涣散、人
口外流并饿死牲口！
焦裕禄责成张君墓公社党委认

真查处该村干部吃喝贪占问题，严肃
处理多吃多占的干部，收回了干部私
留的统筹粮，明确统筹粮发放必须经
群众评议，理顺了群众情绪。村里拿
出部分统筹粮以工代赈，规定交队十
斤草可换一斤粮，调动了社员割草和
挖茅草根的积极性。几天工夫，队里
收草几万斤，喂牲口有了草料，统筹
粮发放公开透明，村里风气和干群关

系为之一新。
个别领导干部堕落，少数基层干部

蜕变，焦裕禄看到，在同“三害”较量的
同时，兰考还面临着一场更为艰难而深
刻的斗争。

他的思绪，飞向了百里之外的开
封。焦裕禄到地委开会，这座历尽劫难
的古城，总是令他陡生家国之忧。巍峨
的铁塔，颓败的龙庭，还有忠诚与奸佞交
织的杨家湖与潘家湖，古城开封最令人
嗟叹的，不是宋代世界最大城市曾令人
神往的繁盛，也不是层层叠叠被泥沙掩
于地下的城池，而是深深刺痛古今国人
心灵的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北宋宋钦宗靖康二年
四月，金军破东京城生俘宋徽宗宋钦宗父
子及赵氏皇族、后宫嫔妃和贵卿朝臣三千
余人。公元1130年7月，金军押解徽钦二
帝至黑龙江依兰五国城，囚禁于城中“坐
井观天”，幸存后宫嫔妃被赏赐金兵。公
元1135年和公元1155年，徽钦二帝先后
客死他乡。靖康之乱导致了北宋灭亡，岳
飞在《满江红》中的泣血陈词成为千年绝
响：“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置身开封这一思接千载的历史讲堂，
焦裕禄时觉警钟长鸣。封建王朝人亡政
息，归根结底是因为骄奢淫逸、人心尽失。

小回得知父亲死讯
白玉兰说，当初你爸，是让日本

人抓走的，现在日本人完了，你爸也
该回来了。

小回听了没说话。其实小回
一听日本人完了，心里一直想着这
事。当初她爸跟她说，没有他的
话，不许去天津找他。后来田生来
了，才知道，她爸已让日本人抓去
了。现在日本人完了，她一直想去天
津，一来打听她爸的消息；二来，也
想去找田生。这时白玉兰一说，也就
说到她心里了。白玉兰见小回没说
话，就知道她也有这个心思，立刻又
说，这几天，她舅要去天津办事，她
要是想去天津，正好可以跟她舅一块
儿去。

小回一听，立刻就答应了。
大虎这趟去天津，其实没事。白玉

兰让他去，就是想借这机会把小回带
走。小回跟着大舅来到天津，大虎把她
送到侯家后，自己就回去了。侯家后没
有太大变化，只是街上的买卖铺面更少
了。小回想了想，现在能找的熟人，也就
是尚先生。于是就来到蜡头儿胡同。

小回一进胡同，就看见了尚先
生。尚先生还在胡同口的墙边摆摊
儿，给人代写书信，也卖香烛纸神祃
儿。尚先生这时已快九十岁了，但耳
不聋，眼不花，只是眉毛胡子都白了。
这时一抬头，看见小回，立刻“哎呀”一
声说，孩子，你怎么来了？小回叫了声
“太爷爷”，眼泪就流下来。

尚先生立刻把摊儿收了，带着小
回来到街上的一个小铺儿，给她要了

一碗素烩饼，坐在对面，一边看她吃饭
一边问，你这几年，一直在武清老家？
小回点头说，是。又问，这次来干嘛？
小回说，找我爸。尚先生听了沉吟一
下，问，你爸的事，你没听说？小回忙
问，我爸怎么了？
尚先生叹口气，才告诉小回，她爸已

经没了。小回一听，刚吃到嘴里的一口
烩饼不嚼了，愣愣地看着尚先生。
尚先生又摆摆手，打了个“嗨”声，告

诉小回，那年来子关在“红帽衙门”，一直
没放出来。后来日本人把他和一些人押
到塘沽。直到上了海船，才知道，是要送
他们去日本当劳工。来子一听，死活不
肯去。跟他同船的人也都说不去。日本
人见来子带头闹事，就把他捆在甲板
上。但船一开，他还是找个机会跳海
了。当时跟他一块儿跳海的还有几个
人。有一个活着跑回来，才把这事说
了。小回一听，就趴在桌上哭起来。
尚先生说，别哭了孩子，你爸死得有

志气。小回说，我爸，不会水啊。
尚先生说，他这一跳，就没打算活，

咱天津人里，他是好样的。说着又摇摇
头，现在咱这胡同里，老人儿已经没几个
了，王麻秆儿也死了。
小回问，麻秆儿爷爷，是怎么死的？

99 5 进入女校
转眼间，小辛耕六岁了，到了上

小学的年龄。
对荡口镇的孩子们来说，华氏义

庄的私塾是最理想的学校。华姓，是
荡口镇的大姓，华氏始迁祖华贞固耕
读起家，以义为利，崇尚教育，创办华
氏义庄，广办义田，兴办义学，引得民
风淳朴、学子追捧、人才辈出。

幼时，小辛耕经常路过华氏义庄，
仰望那高大的院墙、狭窄的大门，产生
了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大门狭窄，
是怕孩子出来玩耍，不专心听讲，所以
一上课，私塾便大门紧闭，无法逃课
了。他也曾眼睁睁看着他的小伙伴
们，一个个背着小布包，里面装着四书
五经，蹦蹦跳跳跨进校门，做他们的求
学梦去了。而他姓王，是荡口的小姓，
无缘进入这所华氏家族的义学。当他
听着遥不可及的高墙内不断传出琅琅
读书声时，不禁一阵失落。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怅然若
失、不知所措时，听说镇上来了个女教
师，她姓沈，名凤梧，毕业于上海高等
女子师范学校，现在在一家基督教怀
芬女子学校任教。

怀芬女校校址在黄石弄，原为一
座地主庄园，院内有一片黑灰色的砖
瓦房，其中一个大厅的中间，用木板隔
成两个教室，供两个班上课。

从此，怀芬女校的教室窗
前，便多了一个男孩的身影。

沈老师上课时，总觉得有
个小脑袋在窗前晃来晃去，鬼
鬼祟祟的，好像是在偷听讲课

内容。
有一次，她忍不住了，径直走出教室，

来到趴在窗根儿前偷听的男孩面前。
只见男孩留着小平头，长弧脸，五官

清秀，身穿一件粗布长衫，他看到沈老师
出来，有些慌了手脚。
“你是谁，躲在这儿干什么？”“我喜欢

听您讲课……”男孩终于怯怯地开了腔。
“你说说，我刚才讲了什么？”男孩便把老师
刚刚讲的内容复述了一遍。沈老师瞬间惊
讶了。“你叫什么名字？”“王辛耕。”“好的，
你进来吧，以后不要在外面偷听了。你坐
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每天下课后帮我收收
作业，打扫一下卫生，就不收你的学费了。”
进入女校后，王辛耕才真正领略了沈老

师的风采。她年方二十，梳着刘海头，白皙
的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文静而有
气质。她平时不苟言笑，偶尔一笑却亲切宜
人，令学生如沐春风。她很少穿花衣裳，春
秋季，一身藕荷色或天蓝色上衣，黑色长裤；
夏天，则喜欢穿一袭黑色长裙，犹如一只美

丽的黑天鹅。王辛耕后来得知：她
是“五四”以来，主张妇女解放，与男
性享受同等受教育权利的新女性。
在她看来，一个母亲有了文化，可以
直接影响和教育子女，这样一来，有
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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