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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我如约到燕南园她的住所去拜访。
见面之后，先无杂言，即取出一叠纸给
我。我接过看时，就是我那份paper（卷
子）；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译成中文，
意思是：“这份卷子所凭值的，不是一个
分数（grade），而是教师的一鞠躬！”我看
了十分惶恐，就说：“您给我这样的评价，
我如何当得起！”（Icanhardlydeser-
veit！）她说：你当得起的。

当我拿回来再翻看各页时，发现这
卷子已由赵萝蕤女士看过。后来听说，
她是早先因此一主题甚受包女士赏识的
高材生，已做教授，乃神学院院长赵紫宸
之令嫒。有人还说她学生时曾选为燕园
的“校花”，不知确否。她在页边有一处
批语云：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
并不如此简单。但我并不想对此细问。
观有一处她用绿色笔添了一个介词

“to”。照英文正规用法，这种句法中此
一“to”是省略不写的，写上反觉累赘“外

行”了。我就问包女士，在这儿这个“to”
有必要加吗？她笑云：不必。

——这份卷子，一口气60页，她一字
未改；那被添上去的“to”，反倒是添错了。

这件事，故友乔君知悉。如今我说
这些，也许有人“半信半疑”了吧？

诗曰：
卷纸疾书六十篇，洋文口手似流泉。
包师青眼惊人语，今日应疑是妄传。

汉字痴迷
已写过一节，题曰《顾曲家风》，因为似

乎天生一副“音乐耳”，对声韵特为敏感。
这必然就连带上也有特喜诗词的脾性。

曹雪芹写宝玉有“小时候干的营
生”，旧事重提，颇有悔意。我就想起自
己幼时，也有“营生”，就是爱上了诗词
曲，如同着了迷的一般。

但我对此，并无悔意。
也有人说，中华诗词有什么好处？总

不过是叹老伤时，闲愁琐恨，寂寞悲哀，牢
骚幽怨……像一种迷魂药，它浸染你，“麻
醉”你，让你受了传染病，永难医治。

可是怪就怪在一点：说此话者应已
“彻悟”，“了”此痴迷了，谁想他并未修行

得道，仍然沉沦在诗词海中——因为他
自己特爱作诗，不断地吟哦咏叹。

诗词确有一种迷人的“药效”，但不
是“病毒”，正是她的魅力所在。

在我看来，人类高层次的精神活动
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思想哲学家，二是诗
人（广义的）。此二者也许时或相通，但
思维与感受不同，表达方式也有异。哲
学思维大概不会让感情进来打搅，而诗
人却特重自己的和别人的感情，而不是
哲思义理。

诗人是个大艺术家，也时常有点儿
“怪”，与世俗人不甚谐调。他总有被人
误会和嘲谤的遭遇。

做一个诗人是苦是乐？难说清楚。
当他忽然想以一首诗的形态表达内心的
感受之时，那总是一种高尚而纯洁的境
界，不妨说成是“文之升华”——这包括
他的人格、气味、素质、修养、造诣、人生
感悟、价值观、审美观和社会的“关系”
（往往有冲突），与大自然的联系（神往，
向慕，契合）。他的感情忒丰富，感受力
极敏锐。

他的敏锐感受力之一就是声音韵

律，尤其是民族音乐语文——在我中华
来说，就是汉字音韵声律的极大之美！

从最基本而简单的一端而讲，他对
汉字的四声平仄能无师自通。

雪芹的祖父楝亭（寅）四岁即通四
声，人称“圣童”。他是清代一大诗家，罕
有俦匹。

我自己呢？比人家差远了，大约已
到十岁左右，这才摸索到其中的规律。
这也就是中华的诗词曲从一起源就是音
乐文学的根本缘由。声律是民族语言的
本身特点，而有些不明学理者误以为是
人为的安排，要废掉中华诗的音韵而自
以为这是什么“除旧革新”，真乃无知妄
作之尤，文化悲剧之痛。

声律的基本规律就是四声平仄，绝
不复杂麻烦。

汉字的声律平仄，灵心慧性的可以
自悟而得，上智者可以一点即透。中智
者有明师教之也能渐晓。唯有下智者不
好办，怎么讲也不明白，作了一辈子的

“诗”，竟然平仄不调。
平仄到底是什么？就是一阴一阳之

道在汉语文中的自然体现。
汉字分平、上（shǎng）、去、入四种

声调，声调错了就没法懂——此乃单音
字同音者太多而分别之要害，总在四声
上显明。

平仄者，即平声字（又分阴平、阳平
细类）都属平声，其他上、去、入三声，总
括为仄声——仄即侧，不平之义也。

如此简单，绝无奥妙。 (待续）

怜外语枉修行

◆小说

孙连旗□

家乡的野菜

六十岁的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
按常规应该对他们没什么新鲜感了。
然而，只要闲暇时看到了随处可见的野
菜，我却常常痴痴地凝视半天，甚至还
带回家中，打开手机的“识花君”反复扫
描，查查这些只有土名甚至“没有”名字
的野生植物的正式名称。就因这举动，
惹出老婆“没脱奶毛的孩子”的数落。
我按住火气，也不愿解释，因为教训警
告我，一旦说了比如紫花地丁和早开堇
菜，尽管是两种不同的野菜，长得却像
双胞胎，很难分清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这类“奇谈怪论”，肯定会引出她“滚滚
长江东逝水”般的唠叨。事后找人评
理，有错的肯定是我。

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着，小时候，
春天的蒲公英赶走了我的心火，夏季的
凹头苋填满了我的饥肠，初秋的九月菊
环绕了我的头发，而冰冻三尺的严冬，
是马齿苋馅棒子面团子解决了我的温
饱。永远不会忘记，向阳沟坡上打碗花
的根，弥补了我买不起糖果的遗憾;更
不会忘记，春节刚过，为了泥抹土房，家
家户户都要从大荒洼里拉来两车灰色

的碱土，堆在房山跟前，为了防止鸡刨
狗蹬、北风捣乱，人们必定会往土堆上泼
几盆清水，却在无意中给孩子们带来了
欢喜：揭开一块冰冻的土痂，我和小伙伴
们不仅把挖地道的游戏玩得小手滚烫，
更高兴的是能接连不断地刨出芦芦根和
皮皮根！芦芦根甜丝丝的，皮皮根嫩生
生的，肉红的色彩本来就能勾人馋虫，咽
下肚子以后，留在舌尖的那种淡雅的奶
香更能使人用一生的时间回味。

因为对野菜的喜爱，初中毕业后迷
上文学的我，进一步认为：论相貌，有的
野花不逊家花：品味道，有的野菜胜过
家菜。他们不奢求人类滴水的滋润，只
以生命的顽强奉献营养、奉献健康、奉
献诗意，他们的学名本该人人知道，却
偏偏少有人知，多么令人遗憾！因此我
买图书，搜百度，渐渐弄清楚了许多野
菜的植物名及习性特征。

时代变了，有的人把野花培育成园
林花卉脱贫致富，有的人将野菜培植成
家菜出了名堂，更多的则是青年男女怀
着浪漫的情思旅游踏青，在桃红柳绿
里，顺便把鲜嫩的苣荬菜、野莴苣挖回

家一饱口福。
其实，让人不花分文就能受益的野

菜数不胜数：春天，泥胡菜可以丰富餐
桌；夏天，猪毛菜可以引发食欲；深秋时
节，把储存的罗布麻叶当茶饮，可以悄
无声息地解决了高血压的隐患。有年
严冬，老婆见我把一个鼓胀的大包提回
家，便立马呵斥我是“捡破烂儿的”，命
我赶紧扔掉。我告诉她，这包里的艾叶
有去湿、散寒的功效，是味良药。老婆
说自己脚腕子疼了好多年，几百块钱的
保健鞋也穿了，三甲的大医院也去了，
都没能将病治好，就凭这野菜叶子……
正说着有位邻居来串门，因为我曾用鹅
绒藤的白色乳汁“烧”掉了她的瘊子，从
此便戏称我“孙大夫”。她见状，便劝老
婆说，反正艾叶也没毒、更不用花费一
个子儿，试试吧。说完她拿了些艾叶，
说自己也有些“老寒腿”，回去尝试一
下。老婆也答应了。经过一冬的坚持，
她和邻居的腿脚都利索了许多。老婆
从此对我这个野菜迷少了微词。

家乡的野菜，乡村般朴实，田园般美
好，老农般诚笃，值得咱们用一生去爱。

◆乡音乡情

这几年习惯了网上购书，因而家
里的书越来越多。休息日时决定好好
整理收拾一下，在搬来排去间忽然发
现，这几柜子书中竟有一些是从没有
读过的。回忆当初购买时的热情，对
比一下如今其被冷落的情形，不觉赧
然一笑自言自语：久违了！立即将这
些未读之书归到一起，揩去灰尘，好像
要以我的歉意还它们一个公道。而在
这种失落般的心境中思绪一下子回到
如“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日子。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
如我这样的年龄，大都曾经历过一段无
书可读的日子。那时受经济条件的限
制，衣食住行之外，很少人家能有闲钱
买得起书籍，大多靠彼此传阅，或到图
书馆借阅，来享受一点阅读的快乐。加
之有些书是明确不允许读的，难免要起
逆反心理，非要偷偷地读读，方能懂得
为什么不允许读，所以读闲书又几乎等
同于读禁书，不宜太招摇了。有许多不
眠的夜晚都是在悄悄读书中度过的，虽
然身体疲倦、眼睛酸涩，但得到的那种
满足感又是无可比拟的。就这样在匆
促的时光中有失有得地把自己与书紧
紧地捆在一起，伴随着年轮的增长也廓
清了、放大了视野。

当我能够可以自由支配身边的那
一点钱的时候，每月总是固定拿出一
部分钱来买书了。有的书是渴望得到
的，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有的书觉得
会好看，也可以不吝惜地买下来留待
日后读；还有的书则是觉得当下不买，
过后会买不到了，反不如提前买来归

自己，不至于日后心生悔意。于是，积
少成多的这些书籍就渐渐地装满个个
书柜。

俗话说“看别人的书，做自己的
事。”这确实有一定道理的。自己的
事，当然要自己去做，不仅去做，还要
对所做的事负责任。相反，对于书，已
为自己所拥有，往往就不太在意，比如
我的那些未读的书，当时肯定是抱着
一种早晚有的是时间来读的心理放下
的。于是，这“早晚”就成了借口，时日
久了，也就荒废了过去。而从别人那
里或者图书馆借来的书，则不一样，不
仅要读，有些地方还要抄录下来，毕竟
还得尽快还给人家，“好借好还，再借
不难”嘛。

如今，面对这些未读的书籍便想
到，书不是房间的摆设和装饰，书是有
生命、有灵魂、有思想的。你不去认识
它，它也就不会传授给你任何东西；你
越疏远它，也就无形中疏远了自己。
书的生命不仅在于自身的顽强，更加
在于它的可以传承，这种传承是一种
精神。这样，重新抚摸这些书籍的时
候，我于羞愧中生出一种自慰的感慨：
我曾忘记过的一位位老朋友，像做了
一次偶然的约会，今天突然站到了面
前，我应当用心灵热烈地去拥抱他
们！他们使我记起从前的光阴，记起
那光阴中明暗交错的生命的旋律。那
就从今天开始，让我和这些未读过的
书做一次心灵的交流吧。

书，不觉之间便成为审视自己的
一把尺子，一面镜子！

书为心灵伴侣
刘荣昌□

◆诗海拾贝

留一帧合影吧
为了这次邂逅
就站在绿屏或者故道栈桥上
而此刻 晨阳正好
像一枚新剥开皮的柑橘

一些难以掩藏的想象
张开翅膀
许多回忆不期而至
有多少等待的美丽
在生命里遗憾地擦肩而过
仔细聆听
一池微澜的碧水
暗香浮动
荷的浅语诗意地流淌

凝露的荷叶
如此妩媚了谁的心情
如果心事老去
是否你就能明了
临水绽放 铺满荷塘的深情
厚意

满池荷香
□ 陈涴逸

绿屏的早晨

郭记彪 摄

□ 刘虎臣

河湾镇笑声

河湾镇上原先有两家理发店，都是
供销社开的。七爷最得意的是，躺进椅
子能眯瞪。一个盹醒来，头推好脸刮净、
连鼻子毛也剪齐了，滋润啊！近些年倒
好，平地上噌噌蹿起一座座高楼 ，多数
底商都有干理发这行的，铺面整得花里
胡哨，店铺取名云山雾罩，雇的丫头穿得
太少，漫天要价胡说八道！七爷上过当，
至今想想还麻头皮。哪儿推头呢？踅摸
来踅摸去。发现菜市场有个老头摆个椅
子露天地上推。谢天谢地，他再不用进
那倒霉“设计室”、“造型屋”了！

七爷住的“天鹅湖小区”，最近开了
家“二丫理发店”，店主叫二丫。七爷觉
着这名顺溜，接地气，大众化，比悬在半
天云里那些名强百倍！可他更明白，名
字不是关健，要紧的是待人诚不诚，手
艺精不精，价钱公不公。他认识二丫她
爸，作为长辈，他该把把关，决定去一
趟，考察考察。

推门进了店，脑袋“嗡”就大了。离
过年还有些天，咋早早“爆棚”了？挤挤
插插全是女的。拿眼一瞄，嚄！都是搬
来不久，“穷一溜”那几个村的还迁户，
好赛鱼缸里鱼噇多了，浮漾浮漾的麻痒
人。多咱能挨上个，猴年马月吧，干脆
拔腿走人。好眼尖的二丫，手没拾闲眼
不落空，嘴也麻利，甜甜的话语已拦在
前头了：“别急着走哇，大爷！你老稍等
不会儿，下边就到个儿啦！”七爷差点笑
出来，前边那么多人，马上轮到我了，这
不胡天嘛？他冲二丫摆摆手：“别别别，
老大不小的，不当那‘个里蹦’，你也别
害我找骂！”

“瞧你了说的，”二丫没耳会七爷话
中的刺儿，笑容依然灿烂，“女活复杂，
可抹完药水，上好发卷，做电烫的，烘干
的，都不用占我的手，任谁的个不夹。”
话实在，如同想下房顶，她送来梯子，能
不领情？？七爷迈出的腿又收回，心说，
行啊，有两下子。

他没急着找座，先倒背手看墙上镶
的价目表，边看边暗琢磨，唱功还行，就
看做派啦。想着，找个椅子坐下了。

搭眼看看周围，女人们多已不年轻，
古铜色脸上，深也好、浅也罢，都有了褶
子；可她们照样大嗓门说笑，照样打打闹
闹，好像还十八哩！难怪呀，听听“穷一
溜”这外号，就知道以往她们日子嘛样
了。如今随着城镇化，破瓦窑踪的老村
子拆了；进城镇、住高楼，领补贴、拿赔
偿，腰包一下鼓了，人能不精神……

“哎呀，哎呀！日头打西边出来
啦！”是个大身坯子娘儿们，被蝎子蛰了
赛的嚷，“我的二大娘，你了整年不出
屋，当惯‘闷兜蜜’，今儿个咋也来凑热
闹？是学时髦赶新潮啊，还是来把‘老
来俏’！”

被数落的女人50多岁，没等说话，
二丫接过去说：“马婶这嘴真溜乎，卖盆
赛的，一套一套。可你了没猜对，她老
人家不想来，是我死乞白赖拽来的。人
家坐飞机出远门，抖起来啦！”

“哟哟哟，坐个飞机就抖起来？”把
嘴险些撇到耳根子的“大身坯子”又嚷
起来，“俺跟俺那口子逛新马泰，来来回
回坐飞机，还没六、七趟嘛，跟装进闷罐
赛的，还‘抖’呢，晕斗吧！”

“六趟啊，还是七趟，你了说个准
数，”外号“薄嘴唇”的插上一句。七爷
看她白净细腻、大眼溜精，挺眼熟，是谁
呢……哦！想起来了，看过她带一队孩
子过马路，老师吧？

就在七爷冥想的工夫，“薄嘴唇”掰
着手指跟“大身坯子”较了真，“六趟跟
七趟，可差不少钱哪。”

“大身坯子”嘴有点拌蒜：“那、那谁
还记、记得清，一趟、半趟也、也值不了
仨瓜俩枣……”

“也是哈，你了是谁呀，‘海里的筛
子——撞出来的眼’，见过大世面，能在
乎这？”“薄嘴唇”上了酸的，“可惜呀，坐
那些趟飞机，写进家谱了吗？要写上，
二大娘就更没法比了！”

人们“嗤嗤”笑了。“大身坯子”变了
脸色：“好啊，你个损根子，看我不撕烂
你这破嘴”！边说边朝“薄嘴唇”那边
挤，被人挡着过不去。二丫抓这个楞
缝，赶紧打圆场：“马婶，还真生气。气
大伤身，一说一笑得啦……哎，对了，我
有个天大的秘密，你了想不想听”？

“大身坯子”还虽呼呼喘粗气，像没完
没了赛的，其实是摆给人看，二丫的话正
好下台阶。她立马来个“川剧变脸”现出

“好奇”神色：“嘛秘密？快说快说……”
“还是我说吧。”二大妈拦住二丫，

“马婶不是想知道我这回为嘛不当‘闷
兜蜜’吗？不像你了说的。啥学时髦赶
新潮，还来把啥‘老来俏’。二丫还说不
收我钱，水、电、材料人工，一切等项她
全包……”

大身坯子“呀”一声，眼瞪圆了：“好
事啊，我咋摊不上呢”？

“你了去台湾嘛，也探望失散多年

的老辈人嘛？”二丫保票打得嘎嘣脆;
“要也是，我照样优待！”

屋里人同时“哦”了一声。
二大娘家小爷、也就是她叔公公，

解放前被抓壮丁，从塘沽登船去了台
湾。二大娘的公公对这最小的弟弟牵
肠挂肚，还愧悔当初没照看好他，坑得
娘不到60岁就一命归西了！可直到两
岸三通，他也没能凑足看弟弟的挑费。
忧郁成疾，临终也没忘嘱咐儿女，砸锅
卖铁也要去看小爷，替他这当哥的“赎
罪”。这些事不是秘密，这次老爷子心
愿有希望实现，人们能不上心……

二大娘拽拽“大身坯子”，接着说：
“知道二丫为嘛不收分文，非捯饬我不
可嘛？她说啦，我这趟去台湾，不是代

表自己，是代表所有父老乡亲，她就该
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咱不能给家乡丢
份儿，从穿着打扮、精气神上要透出生
活富足、日子舒心、透出团结一心奔小
康的劲头来，让那边的亲人一百个放
心……我本不想占便宜，可话在理，咱
不能闪了她一片心哪。”

“大身坯子”挺纳闷：“好像就你一
人去？”

“哪能呢？替老爷子还愿，我咋够
格？再说了，几十年没见面的亲骨肉，头
回一块堆过团圆年，落下谁不落埋怨？”

“那就好，那就好，”大身坯子说，
“就着人齐，也逛逛新马泰，还有啥大、
大啥袄亚”？

“薄嘴唇”噗嗤乐了：“大啥袄亚，还
大马褂哪！那叫澳大利亚”！人们“轰”
地全乐了。

“大身坯子”脸一沉;“有嘛好笑的，
不就是说错个地名吗？往后咱这日子步
步登高，多逛些地界，嘛地名记不住？”

“薄嘴唇”这次没叽他，反一拍大腿
赞许地喊；“好！马婶要多逛逛，带劲、
有魄力！歌里唱‘心还在，梦就在”，咱
的小康梦实现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咱想逛哪就逛哪还新鲜啊！”

几句表扬话，逗“大身坯子”耍起
“人来疯”，她拽出脖子上的项链，亮出
袖子里的镯子：“嘿，瞧见了吗，项链，黄
澄澄纯金，香港的；镯子，白地带绿彩，
缅甸的！外国人瞧见都跳大拇哥，说

‘中国大妈，了不起’，出趟国算点嘛，小
菜一碟，介似催（这是吹）吗？”

遗憾的是，没人待见她这种吹乎劲
儿，扯别的、开溜的，没再跟她搭讪的
了。就在这时，有位腰比水桶粗、头闷
在烘筒里的胖娘，看见俩细高腿来回在

眼前晃，高声嘚啵人家兴许有蛋下不出
来，憋的！细高腿哪吃这亏，立马回敬
她说，你那一身囊膪才是憋的。俩人矫
情起来，话一说多人们才弄清，“细高
腿”是怕过年贴“肥猪拱门”，拱不开楼
房新安的铁板防盗门，耽误了财运。

“薄嘴唇”一听就撺儿了：“‘肥猪拱
门’年年贴，你见过它拱来的财吗？房
基地换楼房，咱进了多大一笔财,肥猪
拱来的？你呀，都嘛年月啦，封建迷信
一脑袋糨子……就拿二丫说，没供财神
没烧香，没求神仙老虎狗，就靠政府的
政策，靠自己玩命干，这小店不一样干
得风生水起、财源滚滚？”

这话逗“馋虫”，有人惴惴地凑到二
丫耳旁：“哎，交个实底儿，过这个年你能
净落万个儿八千的吧？”二丫“咯咯咯”笑
了，笑声清脆回话更清脆：“我是搂钱耙
子呀？说实的吧，现在挣的跟过去比，不
知翻了几个跟头。可话说回来，这活儿
看着轻巧，真戳上一天，两腿肿得赛琉璃

瓶，晚上得拿手搬着才能上床！”
屋里嗡嗡起来，酸的辣的齐泼向二

丫：“哟哟哟，还像琉璃瓶，赚谁哪？也
就头两天那样，这都几天啦？敢把裤腿
儿抹上来，让大伙瞅瞅？”

“没吃过猪肉，谁没见过猪走，比插
秧割稻子还挣命？”

“得便宜卖乖！风刮不着、雨淋不
着、日头晒不着，晚上把门一插，两口子
哗哗数票子，偷着乐吧，你！”

一肚子苦水没法往出倒，二丫只剩
苦笑，比哭还难看！爱打抱不平的“薄
嘴唇”又忍不住了：“好模样的，怎么都
朝二丫干上了。当初镇政府办培训班，
是我登记的，没落下一户吧?你们几个,
大糖，拿上了！有的死活不报名，有的
报上名赖着不上课。没瞎掰吧？到这
玩晚儿，看人家挣钱流哈喇子啦？二丫
吃的嘛苦受的嘛罪，知道吗？”

“用脚豆都能想出来，”有人附和，
“老话说，三十不学艺，二丫三十大几，
搁小年轻手里一点就透的活，她得琢磨
半天；人家一白天能练会，她夜里不睡
还加班练……”

大概不愿让人多说自己，二丫敞开
嗓子喊七爷。七爷听带劲了，不情愿地
坐上高靠背椅。二丫刚抄起推子，又有
人凑到她跟前“咬耳朵”：“听说你这里
有祛皱增白的药？”尽管那人话音很小，
竖起耳朵的女人们还是隐约听到了。
几个碎嘴子，你一句、我一句，念开了痒
痒腔：“皱纹都半寸深了，擦嘛也去不
掉、抹不平了”。

“可别这么说，人家人老心不老，杏
越老越红，还想出一把墙哪”。

“心里是不是有目标啦？”
叽吱嘎吱几铲子，那女人被铲急了，

她原地转圈，一个不落地扫了一眼，掐着
腰张嘴就没好听的了：“呸！谁都像你
们，狐狸精赛的，到老丢不下骚……”

“薄嘴唇”本想少说话，没忍住还得
说：“哎哎哎，说话不兴文明点？这里不
是大开洼，楼房围得严严实实，小心污染
环境！要让别人高看，自个得先瞧得起
自个。就说贾娘吧，她想买化妆品，不偷
不摸花自个的钱，为嘛跟二丫‘咬耳
朵’？光明正大的事，为嘛偷偷摸摸？”

“怕别人嚼舌头呗……”。
“对，可不全对。”二丫把话头接了过

去，“咱这些人多年土里刨食，风吹日晒
雨淋霜冻，把皮子都变成了粗砂纸……”

有人打断说：“可不，晚上连个镜子都

不敢照。猜猜为嘛，怕把自个吓着……”
人们“嘎嘎嘎“乐成一团。有人不满地
晃晃手、制止说：

“别打岔，让二丫说完哪。”
二丫笑笑：“如今儿咱不差钱了，劳

保也上了，瞧不起自个的这块心病，该彻
底剜掉了，腰板也该挺起来了，咱比任何
人不矮、比任何人不差。年纪大咋啦，国
外白头发老婆不照样花枝招展吗！”

“哦，这我就明白了，咱贾姐是怕姐
夫看不上了呗？”

“可不是吗，姐夫是创业标兵，又上电
视又登报，咱姐能不怕有小妖精来勾魂？”

闷在烘筒里的女人，突然钻出头，像
是哪个村支书的老伴儿，她阴沉着脸喊：

“别瞎呛呛啦，理个发也不让人安生！孩
子满月挪骚窝，你们都懂吧？那是晾产
房，讲卫生。咱都老大不小啦，别再拿着
尿盆子刷牙漱口行不？靠嚼舌头、码长
城，一百年也过不上好日子，得跟二丫
学，琢磨点正事，塌下心实干！”

一屋子女人都不再言声，田七爷的
头也恰好推完。他寻思这哪是推头，纯
粹听老娘们唱了台闹戏，连多年冲盹的
毛病都被冲进了九霄云，想想自个都笑
得慌！交完钱走到门口，二丫还打招呼：

“大爷勤来呀，多提宝贵意见。”七爷还没
搭话，忽觉身子悬起来，这是咋啦？谁能
料到，另一出好戏就此开锣了！

原来有一帮子人“呼啦啦”涌了进
来，有十来个吧，一家伙把七爷拥着挤
贴在墙上，不细看还以为贴着张画呢！

“干嘛，干嘛，你们到底要干嘛？屋里人
一再紧张地问，他们一说大伙悬着的心
才放下：前段时间，二丫在别处租房干
理发时，周围有几个行动不便的残疾和
老年人，二丫打听清楚，开始定期上门
为他们义务理发，哪怕天上下小刀子，
也没耽误过，人们对二丫那是打心里感
激透了。二丫开了新店，几家人特意请
了电视台记者，一起赶过来，一感谢、二
祝贺。说着，把一个大镜框送到二丫面
前，镜心镶得是红底洒金宣纸，上书一
副楹联：发家致富顶上功夫献社会，帮
老助残心中大爱为乡亲。

大家一起热烈鼓掌，二丫红着脸深
鞠一躬说：“谢谢，谢谢大家鼓励。我会
加倍努力，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七爷眼窝子浅，不敢再停留，怕人
看到他流泪。一到外边，寒风小刀子
赛的，飕得脖子生疼，心里却暖融融
的，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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