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儿子一出生就没有见过他爷爷，也
就是说没见过我父亲，我父亲也就是我儿
子的爷爷死于一次三线施工事故，他是连
长，为了掩护战友而掉下了悬崖。我从小
只在照片上见过我父亲，他长着一颗大虎
牙，很好认，当时那个三线工地来了一孩
子，拿着一张照片找爸爸，他把施工军人们
的脸一个一个搬起来翻了一遍，也没找到
他爸爸，这个孩子就是我。
我一出生也没见过我爷爷，我爷爷是

个裁缝，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当然他没有出
事之前，镇上的人谁也不知道，镇上人都知
道我爷爷量体裁衣十分有手感，我们家那时就在江
汉平原广袤的芦苇荡里，一个三县交界的地区，很
穷，连上帝都不愿意托管它，小镇就在东荆河河边，
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码头，一条小船送人南来
北往，偶尔有从汉口到新沟的商船经过，匆匆卸下
香烟、盐、布匹，它屁股上一冒黑烟就突突地走了，
走时，绝不回望我们这个渺小的小镇。每次商船到
码头时，我爷爷就会在这里接货送货，好像这船是
专门为他服务似的，后来，有一次在船上接了一个
年轻的穿旗袍的女人，直接带到了裁缝铺。第二
天，裁缝铺的窗户就贴上了大红喜字，那个女人成
了我奶奶。
我奶奶是一个外地女人，她来了一个月以后，

就把裁缝铺的麻雀养家了。怎么养家的？这可是
一个秘密，养家了，干什么用？这是一个更大的秘
密，那个年代不能说，现在可以解密了，这些麻雀就
是哨兵和眼线，有敌情了，它们就腾空而起，让来我
家接头的地下党员们及时撤退。
我和我儿子一样，都是一个没有见过爷爷

的人。
我很少对外人提及我爷爷，因为牺牲的革命

者太多了，我不想拿我爷爷说事，以此说明我家多
么光荣，但我们家一直保存了我爷爷的一个牛皮
箱，里面放了一杆烟枪、书本、帽子等杂品，我只见
识过那杆铜烟枪，我试了一下，很重，好像是外星的
金属做成的。
我18岁就离开了江汉平原的这个小镇，一个

人跑到武汉打工，那个牛皮箱和古老的缝纫机，一
直放在老家的屋里，它们一直以文物的姿态排斥在
我的生活之外。
我们家是双革命烈士家庭，即我爷爷和我父

亲都是革命烈士，我记得小时候，每年春节的前几
天，镇上都敲锣打鼓来给我们家贴春联和送慰问
品，要知道那个年代，不是家家户户都贴得起对联
的，再说了，你即使贴了，也不会像我们烈士家庭贴
得那么轰轰烈烈，我儿子就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因
为烈士家庭的荣誉隔代不能享受。
我父亲也就是我儿子的爷爷，也有一个箱子

放在我老家小镇的老宅里，不过不是皮箱，是个木
箱，杉木，上了漆，暗红色的。这个箱子我也没打开
过，里面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把我爸的照片镶
好，挂在了他的箱子上。
我一个人跑到武汉去谋生，我第一站选择的

武昌首义园的鼓刘杨路，紧挨着武汉长江大桥，这
是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那么大，我为什么

不选择其他地方，而独独选择了首义园，因为我奶
奶讲武汉时，从不讲其他地方，她只讲首义园，只讲
彭刘杨路，她就是从这地方到了江汉平原的那个小
镇，然后和我爷爷成了革命伴侣。

先不说我爷爷了，讲讲我儿子吧。
他喜欢艺术和不着调，数理化成绩不行，但语

文和政治成绩特好，特别是嘴巴子伶俐，一般人和
他辩论，等于自取其辱。有一次，我们小区有一家
人吹嘘自家鹦鹉是个说话天才，我儿子不服，到那
家和鹦鹉舌战，结果不到三分钟，就让鹦鹉哑口无
言了，我儿子征服它基本属于秒杀，它一直被我儿
子带着节奏，鹦鹉论战失败后得了抑郁症，10天后
咬舌自尽，我儿子喜欢跟别人吵架论战，他看什么
都不满，好像社会欠了他什么似的，他收拾人不用
动手，他一张嘴就可以把你说哭，所以他一开口，别
人拔腿就走，他口才好没有用，现在口才好除了到
学校当老师外，没有其他就业渠道了，我儿子说他
生错了时代，要是生在曾爷爷那个1920年代就好
了。他对他曾爷爷也就是我爷爷感兴趣，是他大学
毕业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他在北京混不下去回武汉
的第二年，本来他在北京上大学，学的是导演专业，
留在北京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单位也落实了，是一
家中央部委的影视中心，
这个中心刚刚创立，他如
果坚持下来，现在应该是
元老和创始人之一，但他
说了一句打乱了或者毁灭
我人生的话，他说，我就想
拍电影，而且说了一句让
我发疯的话，我不想在体
制内生活。半年后他从这个影视中心溜了，到了另
一家私企影视公司， 我很郁闷，我说你不能在国
企把资源整合完毕后再拍电影吗，毕竟电影是一个
烧钱的行业，没有钱，再好的剧本和构想都是空中
楼阁，但他没有这个耐心，他说这家部委影视中心
主要是会议视频和各种活动记录，与他理想中的电
影隔了十万八千里。我最后选择了尊重他的选择，
那个私企是家正儿八经的电影公司，但是一家谨小
慎微的电影公司，他在那公司呆了近两年，这两年
的工作就是反复论证这个电影能不能拍，我儿子是
冲着导演这个职位去的这家影视公司，这无穷无尽
的论证把我儿子快逼疯了，最后这部电影终于开拍
了，但导演不是我儿子，连副导演都不是，他只负责
拍电影花絮，索然无味的花絮拍完后，他辞职回到
武汉，自己注册了一家影视公司，开始单干了。

干电影我帮不上他大忙，特别是
决定性的忙，因为在武汉，我就是一家
服装社的小老板，我不搞大规模生产，
我继承了我爷爷的传统，只玩私人定
制，我认识的一个长期客户，他在电影
家协会工作，很平易近人，他经常推荐
我为电影做一些特殊服装，主要是年
代服装，我把儿子介绍给了他。
做老板特别是私企老板是很不容

易的，你没有背景和资源就更难上加
难了，我儿子口才好，加上是名校电影
导演专业毕业，他以为凭他三寸不烂
之舌，可以征服大武汉，结果他想错
了，武汉的公司对电影不敏感，你吹得
天花乱坠他们也是不会投资电影的，
他们讲回报率，就我儿子准备拍的那
些电影项目来说，没有哪一部敢跟别
人说回报率的，就连当红的导演也不
敢确保回报率的。
儿子经常跟我诉苦，他说把腿跑

断了也跑不到一笔赞助，我说你跟我
诉苦等于跟空气诉苦，我把我这个服
装小作坊卖了，你也拍不出一部电影，
供你上电影学院已经把我身上的油脂
都快抽干了，现在走路都是皮直接包
住骨头，我把儿子诉的苦原封不动地
倒给找我的顾客，那个和蔼可亲的电

影家协会的干部，他姓肖，我常叫他肖电影，
肖电影没说一句废话，他说，几时叫你儿子
到我们协会，我跟他聊聊。我对肖电影感觉
很好，他没有像其他领导说谈谈，而是说聊
聊，这谈谈和聊聊是有天壤之别的，过了几
天，我儿子去了电影家协会，后来我儿子常
去电影家协会，也不知道肖电影是怎么跟我
儿子聊的，我儿子似乎变得不那么怨天尤人
了，也不再把大电影挂在嘴皮上了，后来代
表湖北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文联举
办的新文艺群体培训班，有一天，他提了一
瓶酒和几个卤菜回来要跟我对饮，显然他是

有喜事告诉我了。席间，他羞涩地告诉我，他要拍
回武汉后的第一部电影，一个公益电影，15分钟，是
短片，目前流行的说法叫微电影，肖电影促成了这
个项目，是文联的精品文艺扶持项目。

我打电话向肖电影表示感谢。肖电影说，你
儿子是我重点联系服务的新文艺群体工作者之一，
我服务不到位是要挨板子的。

这个电影是写武汉长江救援队的故事，原先
儿子准备拍一个大电影，肖电影说我儿子还是新
人，一部大电影投资那么大，谁把钱投给你心里都
会像太平洋一样没有底，咱们先拍一个短片，试试
水，搞出动静了，再上大电影项目，这个时候招商你
就有发言权了。

儿子的这个微电影拍得还是很不错的，国内
的奖拿到手软，特别是拿到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微电影大赛一等奖第一名，这个奖项应该是分
量最重的。我儿子是一个有了奖杯的年轻导演了，
在武汉，他开始可以接到一些短片的活了，做电影，
生存下来是最重要的，但他的梦想是把长江救援队
的故事搬上大银幕，他自己不停地打磨着剧本，但
剧本一直没有得到肖电影的肯定，肖电影认为越是
主旋律电影越要有艺术性，更要写人的丰富性、代

入感。代入感，我不只一
次听肖电影这么敲打我儿
子。我儿子为这个剧本，
脑袋快被挤成一道悬崖
了。看到他走路迈着兵马
俑一样的步伐，我说你几
时回老家走走，散散心，换
换脑子。

儿子回了一趟老家，呆了一个星期，回武汉时
有点喜形于色，脸上好像被一个女孩摸了一次开了
光似的，他一进屋就问，爸爸，您会不会游泳？我
说，不会。他又问，我爷爷呢？我回答，他也不会。
他继续问我，我曾爷爷呢？我说，东荆河里的鱼都
没有他游得快，你莫名其妙地问这个问题干嘛？我
儿子继续发问，这小子今天看样子带了一堆的问号
回来，他说，您和我爷爷为什么都不会游泳？我说，
你曾奶奶不让啊，我们那个地方就两个男人不会游
泳，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我。说到这儿，儿子不
问我了，他说，答案我知道了，因为我曾爷爷被叛徒
杀死在东荆河里。说完，他眼圈红了，我也眼圈红
了，我爷爷也就是我儿子的曾爷爷牺牲得很悲壮，
他是在东荆河码头接头的时候被人埋伏了，被刀砍
后丢到了东荆河里，叛徒们离开时发现我爷爷在水
面上挣扎，于是又把他捞上来，用石头挂在他身上
沉到河里。我说，那两个箱子都打开了？儿子说，
是。我说，都看了？儿子点头，他说，嗯，都看了。
然后我们好长时间没说话，后来儿子告诉我，他想
好了那个剧本该如何写了。

他开始兴致勃勃地给我聊他的剧本思路：他
说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下班后他最喜欢去长江大桥下的武昌江滩，江边有
不少人游泳，他很羡慕，他热爱水，却被家人禁止游
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翻开他曾爷爷的皮箱和爷
爷的木箱，他曾爷爷是个革命烈士，爷爷也是，他终
于知道家里为什么定下不准下河游泳的原因。一
次，他亲眼目睹了一个救援队的志愿者因为救人而
牺牲了，当晚他失眠了，又仔细把曾爷爷和爷爷箱
子里的东西仔细看了一遍，后来他克服各种障碍加
入了长江救援队，多次化险为夷救人，并由此意外
获得了爱情。

我听了这个故事，眼睛立马就放出光彩，我这
个电影门外汉都被打动了，它十有八九也会打动专
业人士。肖电影听
了这个构思，连着
拍了几次桌子，他
说，赶紧申报，拿电
影拍摄许可证，我
全程为你服务。

有肖电影的牵
线和张罗，电影拍

摄许可证顺利通过，资金陆续到位，剧组也已准备就
绪，他们把拍摄时间订在2020年2月18日。
2020年1月21日，我老家一个亲戚的儿子结

婚，我们一家要回去喝喜酒，我儿子开的车，他说这次
回家，要把曾爷爷的箱子和爷爷的箱子拉回武汉，他
要用他们做电影道具。
吃完喜酒后，我们一家住在镇上的酒店，因为老

房子有些旧，不太适合住了。到了酒店的时候，我们
知道武汉将于22日因为新冠封城了，也就是说我们
一家回不去武汉了。儿子当晚去了我们的老屋，又打
开了那两个箱子，特别是他曾爷爷的箱子，晚十点半
的时候，儿子回来对我们说，要赶在武汉封城之前赶
到武汉，我们说，你脑袋长了毛毛虫吧，别人是想出
城，你却想进城。我儿子说，曾爷爷告诉我必须赶回

武汉去。
我和我的亲戚都摇

头，他们说，这孩子像当
年他曾爷爷一样倔，本
来我爷爷可以靠裁缝手
艺安安稳稳过日子，但
他却把他的裁缝店办成
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联

络站，我爷爷叫余光裕，我们老家那儿的革命烈士纪
念碑上刻有他的名字，牺牲于1928年，我们乘着我儿
子开的车向武汉狂奔而去。
我儿子带着那两个箱子，在封城的压哨时间赶回

了武汉，他带着他的摄影师开始用影像的方式记录武
汉，在肖电影的帮助下，拿到了采访通行证，他去的地
方都是高危风险区，我们很担心，他每天都要视频一下
在老家的我们，有时也传一下他拍摄的视频，每个视频
都特别感人，他们是一个团队在工作，他们把拍大电影
的资金，全部砸到了拍摄伟大的武汉战疫上了。
四月初，我也回到了武汉，武汉开城了，但儿子一

直没有回家，他一头扎进电影后期制作室剪片。我有
一次电话他，你那大电影什么时候开拍？他说，钱全部
花到战疫纪录电影里了。我问，不后悔吗？他说，不后
悔，那个电影迟一两年拍没事。我说，你开始有信仰
了。儿子给我丢了一句，这是一个老裁缝的胜利。

作者简介：余述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
家协会理事，从事小说、诗歌创作，兼顾剧本、散文和
评论，多部小说被转载。鲁迅文学院中青高研班第三
届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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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裁缝的胜利
余述平

有一兜馒头，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储存了50多
年。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好转，14岁的我考入
了县城的重点中学，为了给母亲和家人一个惊喜，
我决定自己回家，县城离家有70里路，班主任批准
我周六下午可以不上课。

步行到县城汽车站，我乘上了西行的公共汽
车。在205国道的小海北站下车，走了七八里土路
后就到了小堼村，心中就有一种忍不
住的欣喜，因为再有五里路就到家
啦！不料，穿过村子，我有些胆怯了。
眼前，青纱帐一望无际，回家的路像蛇
一般隐入青纱帐之中，看看西坠的太
阳，我知道不能再犹豫了。

路边长满半人高的野草，中间一
条弯曲的小路被行人踩得光光的。两
旁神秘莫测的青纱帐，在风的吹拂下发
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我紧张地走
着，忽然想起青纱帐里有“拍花人”的传
说，后脑勺儿登时就有了一种发木的感
觉，头发也似乎奓了起来。我暗暗鼓励
自己，却不济于事。就在心跳加速时，
猛然听得后面传来声音：“前面的小孩，
站住……”我惊恐地扭头望去，青纱遮
掩的小路上，有个大个子散发的女人，
正边跑边挥手呼喊：“等等我……”
啊！我吓坏了，犹如惊弓之鸟，撒丫子
就跑了起来，直到身后喊声渐行渐远，
我的脚步也没有丝毫缓慢。

母亲正在收拾院子，见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地跑进来，又惊又喜。扶我坐在凳子上，给我擦着
头上的汗，问发生了什么事。谁知，还没等我说完，
院门外就响起问话声，旋即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妇
女走了进来，啊，正是那个大个子女人！我惊慌地
望着母亲，母亲朝我摆摆手，起身迎了上去。

母亲好像认识她，热情地给她让座，她却抹了
一把被汗水浸湿的散发径直走向我，抚摸着我的头
笑着问：“孩子，吓坏了吧！”我红着脸，不好意思地
点点头。

原来，她的儿子也在县里读书，是高中生。她
打听到我和他儿子一个学校，想叫我给她儿子捎点
东西。于是，每周六的下午就在家门口等我，因为
她的家门口是我必经之路，已经整整等了4周了。
本来，她在家门口已经望见我进村了，可偏偏一只
可恶的猫扒开了碗厨，那里有她留给儿子腌的咸
鱼。等她赶跑猫，我已从她家门口穿过并走远，于
是就发生了追赶我的事。

听她述说后，我们都哈哈大笑。我注意到，她
的手很粗糙，骨节很大，手背上暴着青筋，头上竟然
有了白发，比母亲苍老许多，可我明明听见她喊母
亲叫姐姐啊。

和我说好后，天色已晚，她从水缸里舀了一瓢
水，咕嘟嘟喝下，起身回家，母亲不放心，坚持要我
的大哥送她一程。

她走后，母亲告诉我，她是我村一家的亲戚，
是个坚强的女人，又是个苦命的女人。儿子3岁
时，丈夫病逝，为了给丈夫家留个根，20岁出头的
她坚决不肯改嫁，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孩子、伺候着
公婆……听了母亲的介绍，我胸中有一股难以抑
制的激动，心想，一定要帮助她。

第二天，她果然在家门口等着我，抱着一个用
白毛巾缝的布兜，里面有一些馒头和一包煎好的咸
鱼。“婶还给你留了两个呢。”说着，她不由分说把两
个馒头塞进了我的书包。我不肯要，因为那时谁家
的粮食都不充裕，细粮更是金贵，但抵挡不住她那
双有力的大手。她还欣喜地告诉我：“队里新分的
麦子磨的面，还放了芝麻糖馅，可香呢！”望着她饱

经风霜的脸庞，我心里想着见到她的儿
子，该怎样向他讲述可爱的妈妈啊。不
料，她像看透我的心思，叮嘱我说：“见
到我儿子，就说我很好，家里粮食可多
呢，叫他一定要吃饱，好好学习，不要想
家啊！”
怕我拎着布兜沉，她坚持把我送

到205国道的车站，还等到公共汽车
来把我送上车。在与她挥手告别的刹
那，看到秋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我的眼
睛湿润了。
到学校后，我马上去找她的儿子，

并把给我的那两个馒头也悄悄塞进了
布兜。当我把馒头递给他时，并没有
出现我想象中的欣喜，他竟然有些惊
呆，双手颤抖着把布兜紧紧搂在了怀
里。我按着他母亲的叮嘱，说着说着，
就见他咬着嘴唇仰起了头，眼里的泪
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怕控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逃也似的离开了他。
后来，他找到我表示感谢，并告诉

我不要再给他捎干粮，他说，妈妈一个人挣工分，分
不了多少粮，家里的粮差不多都给他兑换了粮票啊！
可我怎能拒绝了他的妈妈啊！于是，我又一

次捎干粮给他，但不再是馒头，而是高粱饽饽和一
罐头瓶熬熟了的豆芽咸菜。我这才明白他见到馒
头时为什么那么激动，因为母亲把仅有的一点细粮
都给了他啊！
那次，我们有了一段令我至今想起来还怦然

心动的对话。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不想妈妈
吗？”“想，做梦都想！我爹去世早，是妈妈把我抚养
大的！”他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可是，我妈怕影响我
学习，不让我回家，劝我安心学习，不要惦记她。”他
擦了一下湿润的眼睛又说，“回报妈妈，我别无选
择，只有拼命学习……”
一年后，她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留

在了首都工作。定居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
亲接了去，村里许多人都高兴得流下了热泪，说这
是母慈子孝的福报啊。后来，她70岁那年，说想念
家乡了，已在某部当了领导干部的儿子，专程陪着
母亲回村省亲。他们返回北京时，我赶了去。草绿
色的吉普车在前面缓缓行驶，她和儿子在乡亲们的
簇拥下慢慢走着。到了村头，她拉着儿子给送行的
乡亲们跪了下来……
温暖的秋阳，拉长了母子下跪的身影，古老的

村头定格了那令人动容的瞬间。乡亲们将此传为
佳话，我在欣慰之余，更是由衷感叹中华民族数千
年积淀下来的传统美德！几十年过去了，这兜馒
头，不但使我读懂了母亲，读懂了亲情和乡情，更激
励着我敬重所有生儿育女的母亲们。我不知道这
位母亲是否还健在，但我相信，如果她的儿子看见
我的这篇文章，一定会像我一样再次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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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有一面旗帜
因不息涌动的热血而鲜艳
植根在黄土厚地
诞生在南湖红船
飘扬在东方长空
用高亢激越的呼啦声
唱出一首百年颂歌

她的底色最为殷红
历尽生死淬炼不改初心
趟过脚下一片水深火热
无畏战场上林立的刀枪

她的标志最纯粹
一斧一镰交相辉映
工农劳苦大众
是置于旗心最亮丽的金徽

她的目标最高远
人民站起来国家强起来
旗帜所向如此令人神往
她的功绩最卓绝

她的灵魂是进取
飞舞的旗面充满春之活力
赋予崭新的使命与担当
九千万先锋高举着她
十四亿浩众追随着她

又一个百年新起点
清晰镌刻在火红的旗帜
那是向往红色的不败力量
织就的理想和信念
当中华民族复兴之时
她将傲立于更崇高的顶点
向世界飘展璀璨的东方晨光

党旗颂
孙 橄

创造改正错误的机会
1963 年 4 月，驻张君墓公社

“四清”（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清思想）工作队准备处分王遂安。
焦裕禄说：“我先找他谈谈吧！”
不久，焦裕禄下乡来到张君墓

公社，同王遂安谈话到深夜，语重心
长地对他说：“你想过没有，一个共
产党员忘了群众的利益，多么危险！
多么可耻！先烈们为了解放兰考这片
土地，能付出鲜血和生命，难道我们能
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难道我们就不能痛改前非，和群众一
起建设好这块土地？”王遂安愧疚地流
着泪说：“焦书记，我错了，请你以后看
我的行动吧！”焦裕禄安排王遂安到灾
害最严重的赵垛楼大队去锻炼，给他
创造改正错误的机会。
王遂安到赵垛楼后弃旧图新，一

心扑在救灾工作上，多次召开会议对
群众进行形势政策教育，讲清外流的
危害，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有效制
止了人口外流。为解决群众生产工具
不足的困难，王遂安提出卖掉自己的
自行车。焦裕禄没有同意，但肯定了
他到赵垛楼后的工作。
1963年1月3日晚，十一岁的焦

国庆看完戏回家，焦裕禄问：“这么晚
了，你干什么去了？”焦国庆说：“看戏
去了。”焦裕禄问：“哪来的票？”焦国
庆说：“售票员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
有，他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
爸，他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批评焦
国庆后，循循善诱说，剧团叔叔阿姨
在舞台表演也是劳动，看戏不买票等

于剥削他们的劳动果实。焦国庆认错并
表示今后不再看白戏后，焦裕禄掏出两毛
钱，要他第二天送到戏院，向售票员叔叔
承认错误。

焦裕禄喜欢看戏，但平时难得有时间
进剧院。1963年1月14日晚，焦裕禄忙
完工作，走到兰考礼堂门口买戏票。售票
员不认识焦裕禄，卖给他一张二十七排的
票。戏开演后，礼堂负责人见焦裕禄坐在
后面，便请他到第三排坐。焦裕禄说：“我
买的票在后面，为什么要坐三排？贫下中
农轻易不看戏，把好座让给他们吧！”

后来，焦裕禄了解到，前县委第一书
记经常带老婆孩子和保姆来剧院“看白
戏”，一来一大群，把第三排塞得满满
的，第三排预留遂成惯例，群众戏称他
是“老三排排长”。这位书记带家人看
戏，还形成了他不到场不开演的潜规
则。有时不懂“规矩”的观众看到开演
拖时，就鼓掌催戏。知道内情的孩子就
大声嚷：“别拍了！南院的大官还没来，
拍烂巴掌也没用！”

焦裕禄闻听剧院里的腐败，眉毛不由
拧了起来。县领导凭特权“看白戏”，这可
不是小事情。群众就是从身边党员的言
行举止，来认识共产党的。在群众眼中，
党员干部的言行就是党的形象！

保三儿保护鞋帽店
保三儿也没见过小回，说是啊，

你找我？尚先生说，这是来子的女
儿，叫小回。小回说，我爹是牛全
来。保三儿早知道小回，这时一听
就笑着说，哦，小回啊！小回笑笑，
说，我该叫您嘛呢？

尚先生说，叫伯伯就行！小回
就叫了一声，伯伯。保三儿说，这回总
算行了，我可把本主儿等来了。

保三儿告诉小回，这鞋帽店当初
让日本人封了，也就一直这么封着。
后来风吹雨淋，门窗上的封条都掉了，
日本人好像也把这事忘了。这铺子就
一直这么闲着。日本人投降以后，有
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把这铺子的门
打开了，收拾里边的东西。

当时保三儿正好从这儿过，一看
铺子里有人，以为是来子回来了。可
过来一看，不认识。就问这几个人，这
是要干嘛。这几个人说，是政府派来
的，清理没主儿的铺子，要逐一登记。
保三儿一听这话头不对，问，你们怎么
知道这铺子没主儿，听谁说的？

这几个人说，政府规定，凡是没人
管理的商铺，一律视为日本人留下的，
都要收归国有。保三儿立刻说，这铺
子是中国人的，当初的老板姓牛，让日
本人抓去了，可人家牛家还有后人，说
不定哪天还回来，怎么能说这铺子没
主儿呢？说完，就把这几个人轰走了。

保三儿担心再把这鞋帽店当成没
主儿的铺子，这以后，在家闲着也没事，
索性就过来，把铺子收拾出来了。当初
铺子还有一些货底儿，保三儿就把这些

货底儿盘出来。保三儿说着，又一指旁边
的小伙计，这是我本家一个侄子，叫小满，
他在这儿不拿月钱，就管三顿饭。
小回听了，眼里噙着泪说，伯伯，我

真得替我爸谢谢您！
保三儿摆手说，我跟你爸，可是几十

年的交情了，再说，自从小日本儿投降，
这帮王八蛋一走，天津又来了不少捡“洋
落儿”的，我不能看着这铺子让他们当
“洋落儿”捡了。保三儿说着，吩咐小满
上板儿，铺子打烊。
这时尚先生看看没什么事，就先回去

了。保三儿又冲小回招了下手说，你过来。
小回就跟着保三儿来到后面。刚一过来，小
回就看见了当初的那个货架子。保三儿站
住了，转过身说，还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这时小回已明白保三儿要说什么，点

头说，我知道。保三儿看看小回，你知道？
小回说，当初我爸，就是为这个出的

事。保三儿说，既然你知道，也就不瞒你
了，今晚，还有人过来。小回忙问，谁？保
三儿说，来了你就知道了，兴许你认识。
天大黑时，保三儿让小满在后面的

伙房熬了一锅稀饭，又去街上买了几个
两掺儿的大饽饽。三个人正在后面吃
饭，就听外面的铺子有动静。保三儿立
刻放下筷子出去了。

101 7 爱好广泛
此时，夜色中沉寂的江南水乡，

被一串串闪烁的彩色灯影激活了：
灯影在蜿蜒的石阶上晃动，在湛蓝
的湖水中摇曳，伴着铿锵的锣鼓声，
激昂的歌声口号声，以及围观人群的
欢呼鼓掌声，一种浓烈的节日般的氛
围，在这个江南小镇弥漫开来，升腾而
上……这个画面，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王辛耕在怀芬女校被沈老师接纳
为“旁听生”，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到
小学三年级时，经沈老师推荐，他得以
转学到县立荡口小学。荡口小学坐落
在司署弄，是一个旧衙门所在地。校
舍占地面积很大，建有六间教室，一个
大礼堂，有二十多位老师，从教学设
施、环境到师资，都比女子学校更加优
越。当时，教授他的语文老师是国学
大师钱穆，音乐老师是国乐大师刘天
华；而他的同窗中，钱伟长、华君武，后
来成为中国科学界与艺术界的泰斗。
这可真是一所响当当的学校、一个人
才荟萃的教育圣坛啊！

王辛耕的教室，就在一年前他们
看戏的那株桂花树旁。春去秋来，花
香四溢；年复一年，时光荏苒，在这充
满琅琅读书声的校园里，王辛耕同时
受到浓郁的艺术熏陶。

读书之外，他的最大兴趣是体育。
体育老师华义玉，三十多岁，身
材魁梧，蓄着一脸大胡子，说话
瓮声瓮气，性格粗犷豪放，在学
生中颇有人缘。他教孩子们习
拳舞棍、打篮球、开展体操运
动，总是口传手授不厌其烦。

很快，王辛耕成了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双
杠上做“肩倒立”，单杠上连做二十个“引体向
上”，令大家对他刮目相看。到底是农民的儿
子，从小长在田间地头，身单而力不薄。
无锡是音乐之乡，诞生过盲人阿炳、

刘天华等音乐大家。王辛耕自幼便浸润
其中，并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但人们不
晓得的是，他曾爱好广泛，除了音乐和体
育，还有绘画。
一次体育课上，华老师给大家讲解篮

球传球、上篮要领，做了几次示范后，在旁
边指导学生们练球。这时，教美术课的江
老师从操场中间穿过。华老师连忙向他
招手说：“嗨，江老师，有空给我画张像
吧！”江老师停住脚步，远远地瞥了他一
眼，笑笑道：“好哇，来吧！”说罢，从随身携
带的画夹中，抽出一张八开素描纸，用小
铁夹固定在画板上，拉开架势就要动笔。
学生们见状，扔掉手里的篮球，纷纷

围到江老师身后，欲亲睹江老师的画
技。只见江老师虚起眼睛，仔细端详了

华老师几眼，拿起手中的6B铅
笔，“沙沙沙”地在画纸上勾勒起
来：先是画出脸部轮廓，定好五
官位置，继而分出明暗、深入刻
画，须臾，一个活生生的华老师
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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