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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学芸的中篇新作《乌龙球》刊于《收获》2021年第3
期。我现在阅读面很窄，了解当代小说主要通过《小说月
报》。“月报”是选刊，并非首发，时间要晚一些，到7月下
旬才读到；好处是经过了编辑的精心筛选，虽然是别人已
经“嚼过的馍”。
然而，文学非“馍”，不怕有人“嚼”过。如是佳作，则

嚼过的人越多越显其佳。若写评论，则须嚼出自己尝到
的味道。

《乌龙球》具有明显的尹学芸元素。地点埙城、罕村，
第一人称叙述者王云丫，我们都耳熟能详。云丫依然是
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女文青。故事的缘起是王云丫作为
乡通讯员“奉命”写了一篇通讯稿，一位八十岁的大妈抓
了一个小偷。此稿是乡派出所所长大老张提供线索并授
意的，失窃者窑场主老翟是大老张的熟人。“小偷”是十棵
树的丁淼。这也带有尹学芸小说的特色，她无意写侦破
故事，对悬疑小说亦无兴趣，但常常用案情推动情节，如
《菜根谣》。有失主，有小偷，有公安，还有王云丫的报道
和发表稿子的编辑张小北，这就凑齐了一个案件的人物
谱。对王云丫来说，报道乡村新闻是自己
的工作任务，事属正常，但她看到捉贼的大
妈并无八十多岁，看来只像“六十多岁的壮
年妇女”，顿生疑窦，但此信息来自派出所
所长，不便深究，只得打了个“马虎眼”。这
个“马虎眼”却潜伏着后面深不见底的所有
故事。
这里不再继续复述故事。评论文学作

品，难免要介绍小说情节，目的是为了在分
析、解读、研究作品时，使论述有理有据，便
于读者接受、理解。倘若情节的复述“喧宾
夺主”，所谓“评论”只是穿插其中的几句点
评式的议论，这样“夹叙夹议”恐非评论写作
的正途。1964年，还在大学念书时，我曾经
就有关问题写信向茅盾先生请教，先生回信
说：“写评论文不得不述作品梗概，此为苦事，亦为不易讨
好之事。评论之作用，在于对广大读者介绍新作，此广大
读者群中，大多数是未曾看到该作品的，故简述作品内容，
似为必要。若流于枯涩，则责在评论者，不能因噎废食
也。”此后我写了一辈子文学评论，一直深受这“不易讨好”
的“苦事”所折磨。复述故事本来是写作中最轻而易举的
事，我却往往在此犹豫不定，迟迟不愿下笔。写评论不免
要复述故事，实乃无可奈何之举，切不可津津乐道、不厌其
烦。读者如果想了解作品全貌，请去阅读原著。我愚顽地
为自己定了一个“量化”指标：评论文章用于复述作品故事
情节的字数，占比不超过全文的五分之一。评论只可起导
读作用，不能代替阅读。评论文章如果能让读者读了以
后，萌生阅读作品的兴趣，这才是评论佳作！

王云丫的通讯稿有助于窑场主打赢官司，他偕同大
老张登门答谢，送来两条当时很稀罕的软中华香烟。云
丫舍不得享用，转送有恩于她的师傅、福利厂厂长丁不
村，这就无意中引入了后来发生的另一个案子：福利厂
“暴力抗法”。这两个案子，虽然都是暗写，却构成了小说
故事的框架。王云丫的工作单位从福利厂到乡政府到行
政局，住处从一个军工企业流入市场的旧宿舍楼搬到一
个新小区。原本各不相干的五个家庭的十来个人物，在
小说中编织成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
网络。大老张策划了窑场主失窃案之后，又参与处理“暴
力抗法”的案子，后应丁不村所托，从公安局“捞”出了哑
巴、瘸子。王云丫与大老张原来是乡政府的同事，二十年
后大老张退休，恰巧成了王云丫所住小区的物业保安。

王云丫母亲住院，巧遇病友丁淼，而护士长正是老翟的女
儿翟小婉。两个案子的前因后果，各个人物的复杂性格
和曲折命运，就是在二十年后的巧遇中，剥茧抽丝，真相
大白。是的，太巧的巧合！

小说第九节开头有一段话：“这故事讲得可真是丧
气。那样多的巧合，实在是……太巧合了。但生活就是
这样，我经常让各种巧合弄得手足无措。”这是第一人称
叙述者王云丫说的，那么，作者尹学芸是否同样“手足无
措”？她如鱼得水，挥洒自如！
《乌龙球》表述的妙处，就在于这些巧合。尹学芸作

为一个中篇小说高手，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这些巧合手法
的巧妙运用。

尹学芸曾经说过，“好故事是座建筑”。建筑是立
体的，有长宽高三度，有高低曲折，有曲径通幽，有柳暗
花明。袁枚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就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不能平铺直叙，需有奇思妙想，注重结构，精心构
思。《乌龙球》的责编说小说是“原生态”，我想这是读作
品时扑面而来的生活细节产生的效果。这就是作品蕴

含的生活质感，或者也可以说是这座建筑的砖木材
料。怎样把这些材料撘建成“内里有足够的味道和玄
机，外面四通八达，直抵远方”（尹学芸语）的漂亮建筑，
就要看作家的功力了。

顺着责编提到的“原生态”，尹学芸接下去说，“可能
就因为我生活在‘原生态’里”。是的，我们无不生活在原
生态的现实生活中。日常生活往往是杂乱、无序、偶发的
“一地鸡毛”，这种现实世界的原生态固然深含生活质感，
但它不可能自然成为具有审美品质的文学世界。《乌龙
球》把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编织成一个好故事，成为一
座精致的文学建筑，得益于尹学芸的精雕细刻，缜密构
思，其手段之一就是巧合！

或许有人认为，一连串的巧合，尤其作品后半部分，
让人难以置信，显得假了。作者或有预感，所以通过小说
人物王云丫说“手足无措”，而且辩解“生活就是这样”。
生活是这样的吗？

鲁迅的小说创作，采取“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
法。譬如写人，他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
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
凑起来的脚色。”所以鲁迅笔下的人物不会像现实生活中
的任何一个真实的某人，却写出了社会中的某一类人。
鲁迅把个别的、具体的真人“假”化，却写出了一个类型的
真实的人。这就是艺术形象，也可以叫典型化。

恩格斯1888年致哈克奈斯的信中说：“现实主义的
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我现在理解，细节真实可以说就是原生态，就

是生活真实，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典型环境和
典型人物，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性，就是生活真实的
升华，是艺术真实。所以我们说文学来自生活，却比普通
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有集中性。

我们生活在原生态的现实世界中，小说家同时还生
活在一个文学世界中。文学世界的特点是，在现实世界
的基础上，允许乃至必须虚构，虚构的目的就如恩格斯所
说，从“细节的真实”到“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对一
个现实主义小说家来说，从现实世界进入文学世界，就是
要从生活真实抵达艺术真实，既无悖于生活真实，又力求
环境和人物的典型化，生活故事的审美化。

重复这些老生常谈，是想说明《乌龙球》的巧合手法
的运用，正是现实主义小说虚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
到尹学芸的创作，是否正确实践了这样的原则，完全可以
讨论。我读《乌龙球》也曾怀疑这些巧合是否有损作品的
真实性，把真故事讲假了。读完小说，几次“回放”，感觉
这些有造假嫌疑的巧合，确实使故事环环紧扣，严丝合
缝，作品因此更完整、更集中、更凝练、更深刻，也更真实
了。巧合的手法，给作品添彩了。

《红楼梦》第五回中，贾宝玉在“太虚幻
境”宫门两边看到的对联，有一句“假作真
时真亦假”，可谓现实世界中洞察世态别具
只眼的透彻之语。而在允许合理虚构的文
学世界，或许可以说：

真作“假”时“假”更真！

《乌龙球》的日常生活细节，如“大珠
小珠落玉盘”滚滚而来，而且不是一盘散
珠，是一串精致的项链。《乌龙球》的每个
巧合，都会引出叙事的时间倒错，进而通
过倒叙，主要是故事时间内的“内倒叙”，
填补前面叙事中的情节空白；每一段倒叙
都披露一层真相，并且与前后的叙事衔接
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这些巧合与倒

叙，都是小说故事的重要部分，也是读者的阅读期待。
仔细回味，这些时间倒错、空间转换的倒叙，对小说故
事的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塑造的立体多面，人物命运的
多舛莫测，乃至展现盘根错节的人情社会，无不具有巨
大作用。

试举一例。小说第五、六节，王云丫在小区与二十年
前的同事大老张重逢，不仅毫无惊喜之感，还十分冷淡乃
至厌恶。大老张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福利厂“暴
力抗法”事件的“内倒叙”。后来王云丫忍不住问大老张
“你还记得丁淼吗”？小说这样描写她的心理活动：“自打
在医院见到丁淼，他就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这也是我不愿
意见大老张的理由。”这里既解释了为何冷淡大老张，也埋
下一个伏笔，也可以说是叙事学说的“预叙”——什么时候
“见到丁淼”的？第八节有了交代，手法也是“内倒叙”：“我
（王云丫）在昨天就留意到了他床头插着的卡片，丁淼，男，
四十六岁。”接着透露了丁淼的叔叔是福利厂厂长丁不村，
揭穿了第二节中大老张说丁淼的叔叔是“局长”的谎言，从
而又揭示了一个真相。《乌龙球》就这样在一连串的巧合中，
巧妙运用各种叙事手法，完成了一个好故事的讲述。

我们读作品时，只觉得作者漫不经心地侃侃而谈，似
乎东一榔头西一棒，随意挥舞，其实都是实槌。不难想
象，构思这个中篇，作者一定苦思冥想，反复推敲，所以才
能举重若轻,似自然天成。

好小说必须细读，也只有好小说才经得起细读。请
读《乌龙球》。

（2021年8月10日，8月17日改）
题图摄影：贻然

2020年的8月，我们来到四川阿坝
州的马尔康。入秋天气，北方仍然燥热，
但是来前听说这里气温已低，下车时候

但见随行几位老者都已经穿得很厚，就连李萌也穿上风衣。经过从成都到这里不
算太长的跋涉，不觉已秋意甚浓。

提着行李到房间，我们从观光电梯上去，隔窗看那微微而落的雨水，忽然就听
见类似咆哮的声音，接着见到楼下后院停场车外的一条小河，汩汩不停，奔腾不息，
正和雨水相垂直地流淌着。

次日清晨，我从卧室走廊里出来，再到电梯，又听到那种咆哮。这一夜，我几乎
把这条河忘记了。雨水已停歇，而那晨光里的河流，浑浊、深邃，并且依然奔腾。我
最早知道并神往马尔康这个地方，是拜阿来的作品所赐，故而这早我有意问了当地
为我们配置的专车司机，是否知道阿来，这位中年汉子居然知道，而且稍不以为
然。他指那条河说，这是梭摩河，是从梭摩乡流淌
过来的，阿来就是梭摩人，他的一本诗集就叫《梭
摩河》。我听后哑然，顿觉失敬。

当日我们从城中向着松岗镇出发，一路就是
沿着梭摩河而行，到达松岗镇所在的胡底烈士广
场拍摄。这集《曙光》寻访的是曾经参加长征并逝
世于此的胡底，追寻胡底的年轻人是在杭州某大
学读研究生的李萌，胡底是她的舅姥爷。和我们
一起从胡底的家乡来此的，还有号称“龙潭三杰”
的另外两人的后代，即钱壮飞的孙子钱泓、李克农
的外孙孙集量。

在马尔康的日子里，我们几次往返于城中和
松岗和卓木碉之间。在松岗继续沿着梭摩河往
前，水流更加湍急，河道逐渐宽阔，在经热角村时，
汇入了一条新的河流。我于是又问司机，他告诉
我说那是大渡河。我稍微狐疑，我记忆里的大渡
河似应不在马尔康的境内。摄影师尹顺义当即用
手机搜索，并拿给我看，屏幕显示道路一旁的河流
是脚木足河。我后来经查考，得知脚木足河应是
大渡河的上源或者说是支流，它也叫足木足河。

脚木足也是一个乡，而我们要去的卓木碉却
不是行政地名，它只是在记录一个会议的时候才
被如此称呼。这个会议是党和红军历史上的至
暗时刻，它就是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的那次
会议。卓木碉的发音应该是当地汉人传译藏语
脚木足的讹误，红军又记录下这个讹误，使其成为
历史中的一部分。会议遗址仍在，但已只剩下几
段土坯短墙，它如今荒败、沧桑，人迹罕至，蒿草
可以肆意疯长，而在其周遭，一块石头都断然不可
轻动——那种荒败和沧桑也需得到保护，历史的原貌难以恢复，但是这种次生的样
态也已成为历史的一种，对此足可发怀古幽思。我们在那段短墙旁边就徘徊许久，
也因取景拍摄，也因撞见一段突如其来的历史而感喟不已，这个荒山野岭中的剩
迹，曾经历了红军的生死存亡。它是若布洛寺已经倾颓的老殿的断壁残垣，新寺即
在旁侧，依然巍峨耸立。毗邻不远处有一户藏族人家，我们让李萌进去问候，希望
能够得到真实的记录。彼时院中老妇正在洗衣，老翁已七十许，见有客来，从容从
楼上下来，他只是知道张国焘曾经来此，其他细节均答不上来。

曾经在京津沪的电影明星，曾经在中央苏区的戏剧作家和导演，胡底彼时在长
征的队伍当中，担任红军工作部侦察科科长，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他早有看法，
时有愤慨之语。1935年初秋，即将到达阿坝之时，因采摘野菜充饥，他误食有毒蘑
菇而导致神志不清，此间，一生谨言慎行的这位红色特工终于失控，他怒言张国焘
的野心，痛斥其为军阀和法西斯。这种灌夫骂座般的行为，被当时掌握实权的张国
焘心腹所悉，未久胡底即被撤销科长职务，并取消了他的马和勤务员。胡底随即在
病中被害，其被害方式、地点和时间至今未有定论，众口不一。比较多的一种说法
是在卓木碉会议之后的当年10月，就在该地的白莎村（一作白赊村），被绳索勒
死。胡底生前战友欧阳毅将军回忆即持这种说法，他的儿子欧阳海燕也在我们一
行之中。在卓木碉会议遗址的地方，遍布着各种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头，我们此行
的召集者之一，《中华儿女》的记者、胡底安徽舒城故乡人沈龙言当面向当地政府人
员申请取走一块石头，他请欧阳海燕签字之后，将带此石头回胡底纪念馆收藏。我
们也都见证了那个场面。

我们从卓木碉会议遗址回时，依然顺着脚木足河的水流而返，那条狭窄的道路
几乎不能错车，但我们还是冒着危险停下拍摄，那湍急的河流、陡峭的峡谷，还
有其上广阔的天野，都苍凉疏旷，而悬挂着的初秋午间的日头又是那样的炽
热。沿着这条河回去，我们就又见到了梭摩河，梭摩是当地土司关卡岗哨多的
意思，位于梭摩乡的原土司官寨就叫梭摩土司，它们和胡底广场所在的原松岗
土司官寨都是马尔康有名的土司，而在梭摩河另一端之畔，阿来《尘埃落定》所
描写的卓克基土司则是在当地最有名的一个，它也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居
住一周的地方。在其旁侧，现今建有长征纪念馆，那里也是我们重要的拍摄地
点，在那里，我获取了很多先前不晓得的知识，进而了解了红军长征，也了解马尔
康这个地方。纪念馆的前面有三棵树，是原来红军拴马的树，红军已走了多年，它
们如今依然郁郁葱葱。

我们那行得到了阿坝州国家安全局和马尔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欢迎，
我至今念念不忘他们的情谊，我感念他们，如同感念他们的先人曾经以慷慨无私的
襟怀，拿出他们的青稞和酒以及身躯和生命，拥护支持了红军。那深厚的汉藏情谊
与鱼水情谊，至今如同奔腾的梭摩河和脚木足河一样，依然滔滔不绝。

《水浒传》里的花和尚鲁智深喜欢自
称“洒家”，有人认为洒家是和尚的自
称。非也。鲁智深在出家之前也称“洒
家”，更何况《水浒传》里还有其他和尚也
没有自称“洒家”的。其实洒家并非是一
种简单的自称，至少含有三层意思。
一是关西方言。《辞海》修订本注释

说：洒(音sǎ)是宋元时关西方言“洒家”
的略语,犹咱。《辞源》修订本注释说：洒
（音zá）与咱、喒同，洒家即咱家。关西
之“关”指的是函谷关，关西就是指函谷
关以西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甘肃

二省。在战国时期，函谷关以西基本为秦
国领地，以此划分关西秦国和关东六国。
因函谷关地处晋、豫、秦三省交界，有“鸡鸣
闻三省，关门扼九州”之说。洒家就是这
一地区的方言。水浒好汉多为山东人，多
自称“俺”或“咱”，唯独鲁智深和杨志称
“洒家”。鲁智深出生在渭州，也就是甘肃
平凉，又长期在经略府任提辖，所以他出
口必称“洒家”。而杨志尽管生在东京汴
梁，但是因杨家败落，自幼流落关西，所以
有时也自称“洒家”。

二是通用的自称。在中国古代，因等

级森严，在自称上也颇有讲究。老百姓自
称“草民”，下级对上级自称“下官”，上级对
下级自称“本官”等。而“洒家”对上对下以
及平级均可通称。如鲁智深见到史进，史
进比鲁智深年龄小，且鲁智深又在府中为
官，可以说是对下自我介绍：“洒家是经略
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鲁智深进五台
山当和尚，长老赐法号，并说“三归五戒”
与他，问他是否记得？鲁智深回话是下对
上，他答曰“洒家记得”。平等之间也可自
称洒家。鲁智深在菜园与林冲首次相见，
自我介绍道：“洒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
只为杀的人多，情愿为僧。”
三是含有江湖豪气。“家”是指一类人

或人群，用于谦称。如武官自称“某家”，女
人自称“奴家”，死去丈夫的皇后或太后自
称“哀家”，有一定职别的太监自称“咱
（zá）家”。在关西一带，一些混江湖的绿
林好汉、打打杀杀之人喜欢自称“洒家”，因
为“洒”还有无拘无束、洒脱、痛快的意思。
宋元南戏作品《张协状元》有戏词说：“洒是

厮杀汉，只步砌去。”如鲁智深被贺太守抓
住逼问，他自辩道：“洒家又不曾杀你，你如
何拿住洒家，妄指平人？”太守喝骂：“几曾
见出家人自称洒家。这秃驴必是个关西五
路打家劫舍的强盗，来与史进那厮报仇，不
打如何肯招。左右好生加力打那秃驴。”贺
太守从鲁智深的“洒家”这一口语便断定其
是绿林强盗。可见鲁智深是个莽撞人，说话
是不分场合的。而杨志则不同了，他和江湖
好汉在一起时，多自称“洒家”。如杨志向林
冲、王伦等自我介绍说：“洒家是三代将门之
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而见到北
京大名府知府梁中书时，却自称“小人”。一
方面可见杨志乃将门之后，见过大世面，虑
事全面，说话谨慎，有分寸；另一方面也说明
“洒家”确实是江湖语言，有粗俗、狂野的意
味，并非上层主流社会的称呼。
“洒家”出自梁山好汉鲁智深之口，如

同孙悟空嘴中的“俺老孙”，粗犷奔放、义薄
云天，既不卑不亢，又藐视一切，何等的霸
气？何等的豪迈？

真作“假”时“假”更真
——读尹学芸《乌龙球》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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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洒家”
郑学富

年轻数学家向往之地（下）
陈省身回忆说：“汉堡是吴大任

数学研究最出色的两年。他发表了
关于椭圆积分几何的两篇文章，文
中有好几个漂亮的公式。这两文足
够他在汉堡获得博士学位，可惜他
入学时未正式注册。事实上，有布
拉施克教授帮忙，可以补救。但他
急于回国，所以‘博士’藏在囊中了。”

除了陈省身和吴大任随布拉施克研
究几何学以外，中国学生也有几位随阿廷
学习代数学。北大毕业的张禾瑞(1911—
1995)于1935年赴哥尼斯堡大学，原本打
算追随施佩纳学习代数学，但那时施佩纳
已在主攻拓扑学。一年后，他经施佩纳介
绍，也来到汉堡，师从阿廷攻读博士学位。
可惜不久阿廷因夫人是犹太人，不得不离
开德国，张禾瑞最后于1941年在维特(E.
Witt.1911— )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

追随阿廷的还有曾炯之(1898—
1940)。他早在1928年秋天就到了德
国，在哥廷根大学随著名女数学家诺特
(Emmy Noether,1882—1935) 研究
代数学。1933年，因为诺特是犹太人，
被迫去了美国。曾炯之的博士论文得
到阿廷的指导，于1934年在哥廷根大
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年秋天遂来
汉堡到阿廷处做博士后，差不多和陈省
身同时抵达汉堡。1935年回国。

陈省身于1993年著文回忆说：“我
是1934年10月在德国汉堡认识炯之
的。那时他刚完成有名的关于‘函数域
可除代数’(Division Algebra)的基本
定理，来汉堡做博士后研究。炯之诚恳、
豁达，没有人不喜欢他……我们时常共

餐，畅谈对于中国数学的抱负和计划。炯之
和我都喜欢吃烤鹅，确是德菜中的美味。”

另一位于1934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博
士学位的程毓淮，也在1935年到汉堡大
学做博士后访问。他以偏微分方程的研
究闻名，在绝对几何、极小曲面等几何学
问题上也有很好的工作。

令陈省身和吴大任十分高兴的是，他
们的恩师姜立夫于1935年秋天曾来到德
国进修。姜立夫先到哥廷根大学，然后到
汉堡大学。1936年春再去哥廷根，秋天返
回汉堡，为他的侄女姜淑雁与叶楷完婚。
陈省身和吴大任夫妇都参加了婚宴。

在众多的中国留学生中，周炜良( Wei
Liang Chow,1911—1995)和陈省身的关
系非比寻常。周炜良出身清朝末年的贵族家
庭。曾祖父周馥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后任高
官。由于接触西洋事务，具有丰富的家财和比
较开明的思想。父亲周达(美权)是清末民初的
中国数学家，也是闻名遐迩的邮票大王。

因家庭的影响，周炜良没有上过中国学
校，中文和英文全由家庭教师教授，同时自
学美国的中学课程。1932年在芝加哥大学
获得硕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初，周炜良
对数学发生兴趣，先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
那里的政治气氛令他非常不快，于是转到莱
比锡大学跟随范·德·瓦尔登学习代数学。

卖命干活
苗万贯本打算在硝坨子呆两天就

回来，谁知赶上一场雨，等到第五天头
上雨一停，苗万贯乘着大车就回了三水
镇。苗万贯在硝坨子住的这四五天，也
正是严志诚进入三水镇的四五天。这几
天，严志诚一直住在济公祠一带的盐工
家里，在赵方和赵亮的帮助下，他结识
了许多盐工。这天雨过天晴，严志诚跟着
工人们一起，来到三水镇的坨地干活。

这个坨地比较大，沿海一带盐滩上
产的盐，用艚船驳运到这里集中存坨，再
行外运，每到活儿忙的季节，这里每天都
有几千人进入坨地干活，坨地周围圈着
木栅栏，每隔不远，都有持枪站岗的盐
警。严志诚、苗瑞祥等人，和工人们一样
早早地起来，扛着大木锨与赵家兄弟进
入坨地干活。过午的太阳，晒得人喘气都
有些困难，严志诚等人站在高大盐坨的
最高处，用大木锨将脚下的食盐，一锨一
锨地往盐坨顶上撩。在他们的脚下，也一
凳一凳地有工人在往上撩。最下边是卸
船的工人，从船上一筐筐地抬盐下来，倒
在盐坨脚下。一对船卸完，又一对船靠
好，就是这样不停地卸着。

赵方停住手里的木锨，用手抹了一
把脸上的汗水：“真是阴天的日头，后娘
的拳头，今天是晒死人不偿命啊！”说
罢，他扭脸往沟口那边看了看，走到严
志诚近前小声说：“来了。”严志诚也扭
脸望了望沟口，果然，有一对装着盐的
艚船拐进沟口，船的前边沟岸上，有一
男一女在拉着纤绳，看样子非常吃力。
在船的后舱头，有一个中年妇女把着大
橹，这就是大娟妈使的那对船。严志诚

本来打算是到大娟妈家中去的，可听说苗
万贯接连不断地往那儿跑，怕碰到一起不
好办，所以打算过过再说，但关于大娟妈
家的遭遇，严志诚了解得一清二楚。

船近了。严志诚看见拉纤的果然是大
娟，那个男孩子是她的二弟田儿，船上扶大
橹的就是大娟的妈妈了。严志诚看见他们
一家，想起周爷爷和周奶奶，为了救董大
富，周爷爷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之下。如今，
年迈的周奶奶怎样了？老人家的病是不是
好了？再加上大娟父亲和弟弟惨死，这一
家人受的打击可真不小啊！我们是人民的
军队，要对老百姓负责啊！

船停靠在沟边，大娟妈迈着沉重的脚
步下了船，她看着站在面前的女儿，问：“大
娟，几趟了？”正在捯着纤绳的大娟回答：“已
经16趟了。”大娟妈咬着牙，用力地说：“该
够了。跟他算账去！”大娟知道妈妈说的是
啥，是得跟李大麻子算账了，总这样驳哪行
啊，路程这么远，又是个浅水滩，这不是李大
麻子生逼着给他干活吗？但大娟没有说出
口，怕妈妈生气。她停住了手里的纤绳，一
把扶住妈妈：“妈，您先回家去吧。”大娟妈点
了点头，扭脸对儿子说：“田儿，卸完船就回
家，妈给你们做饭去。”说罢，她从怀里掏出
一块高粱饽饽，递给了大娟。大娟接过高粱
饽饽，回手举给了弟弟:“你吃吧。”

36 68 歌唱英雄
“那你们来着了，三八线来了位

大作曲家，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
王莘老师。他刚从马良山前线采访
归来，这会儿正在山洞里写歌呢！”
“啊，太好了，赶快让我们见见

吧！”“洞里太小，你们等我进去报告
一声。”话音未落，就见王莘从山洞
里走出，满面笑容地与大家打招呼。
“首长好！我们在国内就特别爱听您
的《歌唱祖国》，现在见到真人了，您就
教教我们吧！”小闻拍着巴掌，动作轻
盈地仿佛要跳起来。王莘点点头，顺
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一边打着拍
子，一边逐句教唱起来。雄壮豪迈的
歌声，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

休息时，小闻问王莘刚才在山洞
中写什么？王莘说，他刚刚从马良山
阵地采访回来，正在为作家和谷岩的
歌词《英雄的阵地马良山》谱曲。如
果你们有兴趣，我就唱给你们听，听
后你们提提意见，帮我修改、完善一
下。 说罢，王莘返回山洞，取来歌谱
高声唱道：“汹涌的临津江，滚滚流
向南。 雄伟的马良山，站立在江
边。 满山松柏常年绿，悬崖陡壁高
齐天。 像一个英雄的朝鲜人，日夜
守卫在临津江湾……”一曲歌罢，小
闻忙不迭地击掌叫好：“词好，曲子
好，老师唱得也好！”“姑娘，
不要只是恭维呀，意见呢？”
“挺好的。意见就是希望您
教教我，我学会了再到部队
唱给大家听！”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前

线，志愿军的每一次胜利都激发着王莘
的创作灵感。一个艺术工作者，应当满
腔热忱去聚焦他们、讴歌他们，因为他们
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歌曲《智勇
双全黄连长》，便是王莘亲临黄连长所在
部队，与战士促膝谈心，了解澄波里防御
战战况后写出的。在这次战役中，黄连
长率领的五七五团英雄一连，打退敌人
以一个营兵力向我阵地发动的十七次进
攻，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此次战役共歼
敌616人，俘虏20人，击落敌机两架，击
毁敌坦克两辆，汽车三辆。一连荣获“一
等功连”“二级英雄连”光荣称号，连长黄
丑和荣获“特等功臣”和“二级战斗英雄”
光荣称号。

在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感召下，王莘根
据杨蒿华、黎雨所作歌词，创作出歌曲《智
勇双全的黄连长》：抗美援朝英雄多，听
我来唱个英雄歌。 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他的名字叫黄丑和……据在世的志愿军
参战者回忆，王莘的《英雄的阵地马良山》

和《智勇双全的黄连长》，“在志愿
军指战员中广为流传，鼓舞着指
战员的士气，增强了胜利的信
心。这两首诞生在战火硝烟中的
歌曲，像临津江震天的涛声，汇成
志愿军情感的潮水，奔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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