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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救治点是一座土灰楼，楼上楼下住满了
伤员。陈一平从战场上被送来时，浑身上下血葫
芦样儿，气息微弱。窗外细雨拍打着窗棂，当他
勉强能睁开肿胀的双眼时，知道自己还活着，身
子却动弹不得。而她，是他醒来时见到的第一个
女孩，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齐眉短发，略显消瘦的
脸上挂满稚嫩。她小心翼翼地拆下他身上的纱
布，轻微的触碰还是疼得他浑身颤抖。
“别动呀，换药。”她的换药手法并不娴

熟。陈一平看见女孩的额头渗出汗珠，笨手
笨脚的样子，想必不是学医的。一场战斗下
来，药品短缺成为伤员不能及时救治的最大
难题。陈一平也不例外，他的左腿因伤已开
始化脓，房间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那张消
瘦的脸上挂满愁云。女孩的突然出现，让他
有了些许安慰。
“听说唾液具有消毒功能。”那天，女孩

这样说过，便将嘴唇猛地落在他的伤口上，
顿时，钻心的疼痛使他惊出一身冷汗，脓血被一
口一口地吸出来，陈一平眼里含满泪水，不知是
疼痛，还是感激。女孩漱完口，将唾液唾到伤口
上，然后麻利地缠好绷带，回头一笑，像一朵盛开
的莲花。

女孩每天都来看他，有时还会带来一把野
花。渐渐地，陈一平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天天都想
见到她。三个月之后，陈一平能够站起来了，每当
有空闲的时候，他就给她讲这座土灰楼，讲自己在
土灰楼里成长的故事。女孩听得极认真，这期间，
他才知道女孩叫刘淑芬。

在土灰楼里，他再没有见到过父母和弟弟，没
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生死不明。他只听
说，当战斗打响，大批伤员没有地方安置，是父亲
主动提出腾清自家楼房，改建伤员临时救治点，还
听说父亲捐出了许多伤员急需的药品。

土灰楼的历史有些久远，在这一带算是座名
楼，父亲的身份更增加了土灰楼的神秘，而陈一平
就是出生在这里。现在，将土灰楼作为救治点的
事，是父亲与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系的结果，陈一平
并不知晓。战斗结束后，土灰楼除了外墙有几处
被炮弹崩出的窟窿，并没有太大损坏，墙角的青砖
泛着白碱，三层楼房依然挺立
着，仿佛一个老兵始终眺望着
前方。

疗养恢复的那段日子，陈
一平在梦中常常看见胡海老
班长，他依然威风凛凛，挥舞
着手臂，带头冲锋在最前面。老班长的身影是那
样清晰，总是在他倒下去的那一刻，让陈一平惊出
一身冷汗。醒来时，心口还像是堵着一块东西，憋
闷难受。

是的，陈一平常常梦见那个激战之夜。
那个寒冷的夜晚，乌漆嘛黑。战士们挖好战

壕，就在战壕里待命。陈一平和老班长背靠着新
砌成的掩体，一个东西硌在老班长的腰间，陈一平
知道，那是一块炮弹皮。老班长问他，怕吗？他斩
钉截铁地回答，不怕。老班长问，抬出去那么多尸
体也不怕？他望着茫茫夜空，依旧说，不怕。小兔
崽子，挺有个性。老班长投过来赞许的目光。陈
一平是瞒着父母，从学校里偷跑出来参加部队的，
他的潜意识里只有拿起武器，冲到战场打小鬼子，
才能保家卫国。他在学校里参加了党的学生工
作，怕父母担忧，一直对父母保守秘密。这次奔赴
前线，他也没有和父母打招呼，他有自己的选择。

老班长卷烟里塞满了干树叶子，升腾的烟雾
笼罩着半张油亮黝黑的脸，呛得咳嗽。他不紧不
慢地说：“这场战斗胜利了，只要能站着回来，就寻
个婆姨结婚。万一我躺下了，小兔崽子你结婚就
当是我结婚了。来，咱俩磕头拜个盟兄弟。”陈一
平怯怯地说：“按年龄，您是我爹的辈分。另外，哪
有把别人结婚当成自己结婚的？”老班长苦着脸
说：“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咱就是弟兄，分啥辈分。
不把小鬼子打跑，谁也不能安生。打起仗来，你就
跟在我后面，不许瞎跑。”

老班长说完，跪在地上，按着陈一平就磕头，
算是结为兄弟。陈一平额头沾满泥土，还没缓过
神。老班长大声说：“喊我一声大哥！”陈一平不是

那种不通人气的人，可这结盟成兄弟的过程也太
随意了，但他还是有心地问：“您叫啥名字？”老班
长回答：“胡海，陕西人。”说罢，老班长哈哈大笑，
并没介意陈一平没喊他一声大哥。陈一平突然冒
出个奇怪念头，如果能活下来，第一眼见到的女
人，年纪大的就认干娘，年纪相仿的就和她结婚。

一阵风吹走月亮，黑压压的杂树林一片嘈杂，
细细听来，是敌人的火炮开始攻击。战士们全部进
入战壕，稍后，敌人冲了上来，老班长带领战士们一
阵猛烈射击，敌人溃退下去。如是三次进攻、击退

后，老班长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冲了出去，突然，一
颗炮弹呼啸而来，老班长奋身将陈一平压在了身
下。爆炸声停息，陈一平从老班长身下爬出来，老
班长已没了气息，后背裂开了一条口子，大张着血
淋淋的嘴巴，好像还有没说完的话。陈一平声嘶力
竭地喊着：“大哥、大哥！”喊声在空旷的原野传出去
老远，想必老班长是能够听到的。这时，又一颗炮
弹呼啸而来，陈一平被巨大的气流抛了起来，又重
重落在坑洼不平的战壕里，瞬间便失去了知觉。黎
明时，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壕已被炸得面目
全非，阵地守住了，敌人没有前进半寸……

听不到炮火声的时候，小鬼子投降了。陈一
平和刘淑芬就地安排工作，以特殊身份秘密开展
党的地下工作。

二

土灰楼一楼婚房的灯光，此时异常明亮，红蜡
烛的火焰映照着两张年轻的面庞。陈一平望着窗
外远处高耸的烟囱，目光里闪烁着激动，刘淑芬依
偎在他身旁，他们结为“夫妇”，正在举办一场特殊
的婚礼。
“淑芬，我到前厅再招呼招呼，给同志们争取

点时间。”陈一平望着身穿着
大红棉袄和红裙子的刘淑芬
说。刘淑芬叮嘱：“别急躁啊，
越是关键时刻，越需要沉得住
气。”陈一平点点头，拉开了
房门。

一楼侧厅内，参加婚礼的敌保安团团长，正咧着
大嘴吃喝，陈一平的干爹坐在旁侧，胖副官一个劲儿
地往小酒盅里倒酒。见陈一平进来，敌团长嘴里像
含着热豆腐，说了一通祝福的话。陈一平笑着说：
“承蒙团长大人给面子，参加今天的新婚喜宴，我先
敬您一杯。”酒入口，陈一平脸上荡起两片飞霞，干爹
满面春风：“一平，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给团长大人
敬酒理所应当，啊，哈哈。”干爹是国泰发电厂的董事
长。今天的喜宴，依仗着他老人家的面子，小城的社
会名流，特别是团长大人的出席，可谓轰动了大街小
巷。陈一平心里有数，干爹是“自己人”。他这个发
电厂副总经理身份，就是组织安排的。

国泰发电厂由几个大财团老板合资经营，负责
小城的大小商铺、两个大型酒厂以及国民党驻扎的
县衙供电。陈一平接到组织布置的特殊任务：炸掉
敌人的弹药库，保住电厂，迎接小城解放。经上级
同意，他和干爹决定以举办婚礼为掩护，牵引敌人
的注意力，以便顺利炸掉敌人的弹药库。
“一平，你去给团长的弟兄们再加些好菜，送几

坛好酒，别怠慢了弟兄们。”干爹递过眼神，陈一平
一边应和着，一边往外走。喜席棚里一字排开酒席
十几桌，满是喝得脸红脖子粗、昏天黑地的士兵，几
口大锅热气腾腾，还在忙活着炒菜。这时，刘淑芬
小碎步奔过来，低声说：“时机已到，马上行动。”

按照事前的约定，战士们埋伏在土灰楼的地
道里。陈一平急匆匆返回婚房，移开大厅中间的
方桌，在地板上咚咚敲打了三声，用手移开地板
块，下面现出地道口。陈一平压低嗓音：“陈排长，
可以上来了。”话音落地，沿着伸向下面的木梯，战
士们依次爬了上来。陈排长紧紧握住陈一平的

手，战士们迅速闪到房门两侧，听着外面的动静。
也就一袋烟工夫，弹药库的方向枪声如爆豆，

战士们迅速分散到院落和各个房间，就听楼里稀
里哗啦乱作一团。“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胖副官
搀扶着保安团团长，咋咋呼呼地刚想站起身，房门
大开，眼前是从天而降的解放军战士，保安团团长
等悉数被擒获。在楼外负责蹲守的战士，迅速控
制住出入大门，里应外合，没费一颗子弹便结束了
战斗。国民党在小城的弹药库被毁，解放军接管
了电厂。一个月后，小城解放了。陈一平和刘淑
芬又返回了部队。

三

组织上将土灰楼分配给他们做婚房，是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土灰楼依然保持着原样，楼
顶的飞檐仍旧是小青瓦堆砌，裸露着重新修缮
的痕迹，木格的窗户换上玻璃，房间宽敞明亮，
古朴的家具仍摆在原先的位置，土灰楼显得年
轻了。

陈一平是穿着军装凯旋的，他心里始终装
着刘淑芬。每次战斗间隙，他就把那些无法倾诉
的话语，用文字记录下来，存留了一沓没有寄出的
书信，那也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场的经历和缩影。
几年之后，他直接找到医院，刘淑芬仿佛知道他终
究要来，心有灵犀。
“几年不见，肩膀宽了、硬朗了，回来就好。”面

对刘淑芬的话语，刚强铁骨的陈一平泪眼婆娑。
在医院的小花园，空气中弥漫着玫瑰花香，两个人
追忆着分手后的时光，倾吐着彼此深深的牵挂。

他们在土灰楼举行了第二次婚礼。这座土灰
楼，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更是他们浴血岁月的留影。
他们前后两次的婚礼，是战火中的情爱，经受了时间
的考验。当天，土灰楼从清晨到黄昏，热闹了整整一
天，红红的喜字映衬着他们的笑脸，这笑脸写满了忠
贞和幸福。这次婚礼，是真正属于他们两个人的。

重新住进土灰楼，陈一平忍不住又向刘淑芬
讲起土灰楼的历史，而现在的刘淑芬，听到丈夫的
讲解，更感到了亲切和温暖。陈一平熟悉土灰楼，
包括它的每一个细节。在他小的时候，父亲曾经
告诉他，这土灰楼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祖辈曾在关
外经营药材生意，积攒钱财，叶落归根，返回老家
修建起了土灰楼，依然开方抓药、救济贫困的百
姓。原先还有高大的门楼，青砖青瓦显示着庄重
和威严，但那时强盗土匪猖獗，为了安全，就在一
楼的房间内，挖了通往村外土地庙的地道，以备应
急之需。唯一让陈一平感到内疚和心痛的，是父
母一直没有音讯，后来经组织查明，父亲将土灰楼
作为伤员救治点的事，被汉奸告了密，就在全家转
移时遭到敌人的暗害。

他们有了孩子后，没想到生活遇到了艰辛，粮
荒使两个孩子饿得眼眶深陷，身似麻秆。夫妇俩
有过一次争吵，妻子瘦削的脸上带着怨气，说：“你
只管在外面忙工作，还知道有家、有孩子吗？你把
粮食送给了别人，小狗小猫还要喂点食呢。你瞧，
咱的两个孩子都快挺不过去了。”

陈一平第一次看见刘淑芬发脾气，心里有些
心疼。他坐在那里没有言语，他知道都是自己的
错，家里仅有的那点粮食，让他送给了孤苦的王
老头。现在是家家缺粮、户户饥荒，可不能看着
王老头眼睁睁地饿死呀。见陈一平没有回话，刘
淑芬有些冲动地站起身，哪想到，起身的力气猛
了点，桌子角啪的一声撞在了墙壁上，让两个人
同时惊愕的是，那面墙竟然被撞动了，陈一平揉
了揉眼睛，好似幻觉。两个人奔过去，用力推了
推那面墙壁，随着“吱扭”一声，整面墙随之慢慢
旋转开来，墙里面出现一间仓库，借着微弱的光，
迎面是苇席围成的粮囤。谁也想不到，土灰楼还
藏有这样的秘密。

陈一平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抓起那些橙黄
的玉米，塞进嘴里嚼起来，嘴角溢出淡黄的泡沫，
满嘴香气，粮食竟然
没有发霉。两人都
涌出了泪水，无力地
瘫软在粮囤旁，做梦
都不曾想到的事情，
竟然就发生在眼前，
他们相视无语，随之
又哭着、笑着。陈一

平绞尽脑汁回忆，大大小小的房间他都熟悉，可这
里有个暗仓，他却从不知晓，也没有听谁提起过，
只是隐约记得有谁说过，在建造土灰楼时，一只老
鹰在上空连日盘旋迂回，祖辈请人看过风水，此地
是鹰栖息之地，发大水不会淹没，水涨它也会涨，
这里地势高。这也许是谣传，也许是嘴碎碎，后来
并没有人再提起过。

面对眼前的粮囤，他心想粮食没有发霉，是因
地势高的缘故吧。他不得而知。陈一平将粮食全
部交给当地政府，救活了不少人的命，这也招惹了
很多人的惦记，说要挖地三尺，找出埋藏的金银财
宝。一时间，土灰楼名声大噪。

四

时光流逝，多少年过去了。他和她始终住在
土灰楼。现在，陈一平称呼她老太太，刘淑芬直呼
他老头子，不再互叫其名。人老了，安静的日子像
流水，上了年纪，就喜欢过平静的日子。

阳光洒满院落，两位老人坐在粗壮的梧桐树
下晒太阳。老头子怜爱地贴近老太太，看着她沟
壑纵横的脸上，闪着晶莹的光。“你想孩子们了
吗？”老头子伸出自己的大手，温暖地捧起那张脸，
老太太含情凝视，羞涩地笑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他们都有重要的任务。”

微风飘过来，老太太
理了理自己稀疏的
头发。
“我想孙子了。”

老头子认真地说，一
缕长发在风的簇拥
下飘舞。

平时都是孙子

给他理发，他也常常固执地要等孙子回来。他心
里清楚，孙子还有一个月就可以回国了。

视频里的孙子黑瘦黑瘦，从小怕热的他，在非
洲援建一座变电站和四条110千伏线路的工程。
孙子是工程师，性格和陈一平如出一辙，他却认为
更像老班长骨子里的那股韧劲。
“孙子一个星期没有视频了吧？”老太太也许

是有些累了，扭动着身子斜靠在老头子的身上，就
像池塘里盛开的并蒂莲，相互依靠，彼此欣赏，泛
着淡淡的清香。
“他工作忙，咱不要打扰他。”话虽这么说，老

头子心里也着急，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低垂的眼
皮泛着青色。他将孙子发来的微信都保存、收藏
着，偶尔，会拿出放大镜慢慢地细读，仿佛在与孙
子面对面地聊天。那份舔犊的爱拧成长长的思
念，漂洋过海。

他在心里记挂着孙子，就像是记挂着老班长
胡海大哥。他给大儿子起名胡大海，就是忘不了
那个漆黑的夜晚，那个枪炮齐鸣、即将破晓的黎
明，也更加怀念在黎明前逝去的亲人。

老太太好像也陷入回忆之中，眼睛望向土灰
楼的顶端，那里有她青春的回忆。老头子的思绪
被打断了，说：“走，咱进屋休息吧。今天争取跟孙
子视频一下。”老头子感到肩膀有些酸痛。两个人
相互搀扶着，移步进了房间，窗台的百合花正在绽
放，满室都是花香。

作者简介：李晓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

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宁河区作家协会主席。

曾在《小说选刊》《短篇小说》等报刊发表作品，出

版长篇小说《寻找》等多部作品集，曾获“中国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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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淮海。平津

从西柏坡发出的一道道电波

透过大平原上刺骨的寒冷

飞跃关山几重

1949年的那个春天

就从最寒冷的冬天启程

东北。华北。华东

滚过一阵阵震撼大地的雷声

踏冰卧雪，前进不停

迎着炮火冲锋，迎着春天冲锋

那是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的炮火

那是担架队支前模范的步履匆匆

城外。城下。城中

那是大学生和地工们的潜行

那是泊头情报站隐秘的猎鹰

那是蓟县孟家楼指挥部的作战图

那是刘亚楼决战前夜的杨柳青

那是军粮城警戒塘沽的十二纵

那是硝烟中一个个倒下的英雄

那是杀进民权门的震天呐喊

那是金汤桥胜利会师的红旗和身影

战争。血火。和平

多少谋略，在彻夜权衡

多少不眠，擦亮了黎明

活捉陈长捷，劝和傅作义

从天津、到北平，从淮海、到南京

1949年春天的雷声竟这样响亮

透着欢欣，蓬勃着生命

把大河上下，大江南北

一起唤醒，唤醒站起来的巨人

唤醒一个东方大国的新生

沂蒙红

那些小小的蓓蕾，每年都要用几个月

把花朵变成红果。我每年也会用几天时间

想一想家乡，想一想沂蒙山，想一想

和山里红有关，或者无关的事情

山里红，又叫沂蒙红

是大山的春天，给了它坚韧的生命

等花儿谢了，才慢慢红起来

等大地暖了，才渐渐红起来

长成一种富有营养的很好吃的山果

可以泡茶，可以入药，冰糖葫芦的叫卖声

一年又一年，喊暖了大雪喊暖了风

沂蒙山有名，不仅仅因为这些红果

也有许多山里人，不等红起来就死了

打日本。求解放。这山里人都是英雄

把一腔热血开成的花，种成太阳红

在云贵高原，在天涯海角

甚至格尔木、吐鲁番、冰雪唐古拉

我都遇到过沂蒙山人

都第二代、第三代了

骨子里，还是沂蒙红的性格

我听到高粱的吟唱

太行山上，黄崖洞下，秋风和松涛的共鸣中

我听到了来自高粱的吟唱。这是低声部

那些高粱，在雄伟大山和浩瀚松林的阵列里

就像当年抗击日寇的战士，震撼八百里太行

这是能酿造老白汾的高粱，站在沟畔岗坡上

常常涨红脸膛的那种高粱，是乡土的朴素中

也渴望燃烧激情的那种高粱，这是嗫嚅着

不善言辞，心声里却有洪钟大吕的那种高粱

除了老营盘，除了纪念碑，除了锈蚀的枪炮

低吟浅唱的高粱，默默无闻的高粱

在土地丰收庆典中，常常可以被忽略的高粱

像大山里的父老乡亲，让我的词语充满雄壮

1949年春天的雷声（外二首）

刘功业

土灰楼
李晓楠

陈省身在多次讲话中常常
说：“我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然
而，他依然从事数学研究、写作、
给本科生上课、为孩子题词、出席
国际数学家大会……生活仍旧那
样丰富多彩。不幸的是，夫人于
2000年离他而去。

在南开大学东南角，有一幢淡黄
色的二层建筑，这就是陈省身的“宁
园”。取名“宁园”，是用了他夫人郑士
宁的“宁”字。陈省身对夫人的终生辛
劳无以回报，也只能在取名上表示一
点心意。陈夫人对此举非常高兴，增
加了她对南开的感情。当然，陈省身
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更
没有罗曼蒂克的新闻，终生追求的是
“淡泊宁静”的数学生涯。这也许是命
名“宁园”的又一层含义。

宁园建于1987年。这是南开大
学为表示欢迎陈省身担任南开数学所
所长而修建的。前些年，陈省身来南
开不过三四个月，这处房产便成为学
校的高级招待所。一些学校的贵宾，
常常下榻于此。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陈省身每年
大半时间在中国，小楼便更像一所住
宅了。到陈省身正式定居南开，这所
房子已经建成十来年，显得有些旧
了。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居住环境
大为改善。原来觉得宁园相当漂亮，
甚至有点豪华。现在看来，也就很普
通，里面的装修，在某些新潮的人看

来，还有些寒酸了。
走进宁园，迎面便是陈省身自己手

书的“几何之家”四个大字。陈夫人曾半
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陈省身“无时无处不
在思索数学问题，也因此不知他何时何
处在思索数学问题”。他们的相知相依，
创造了一个数学神话，而宁园别称“几何
之家”，也确实符合主人的身份。

宁园的建筑是“井”字形的，中间是
个小天井，四周是房间。每间房都有
窗。底层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兼客厅，以
及一间宽大的餐厅。陈省身说，我不需
要单独的客厅，因为到我家的客人，谈话
多半涉及数学，还是书房里方便。书房
里挂着陈夫人的照片，以及其他的重要
照片。还有电脑、打印机等设备(虽然他
自己不用)，也有性能良好的电视机等视
听装置，闲时坐在桌前看看光碟。各种
电视剧的碟片，在这里也能找到，如《孝
庄秘史》。陈省身对孝庄颇有研究，发表
过文章，也喜欢评论。一张精致的书桌，
是陈省身偶尔写字的地方。客厅里没有
常见的沙发，连一张也没有。

宁园的餐厅比较宽大，墙上挂着的
一幅大油画是陈省身的肖像画。长方形
的餐桌很大，可以坐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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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取名“宁园”

当然，王莘最割舍不掉的，仍
是写歌。一只手，我也要写歌！
王莘在内心深处激励自己。
右手不行，他试着用左手

写。左手也不听使唤，写出的东
西歪歪扭扭，像是天书，谁也看
不懂。久而久之，他有些绝望了，脾
气也变得暴躁起来。王惠芬说：“你
没有手还有脑子，你的手不能动还有
我的手。你想写什么就说出来，我来
帮你记录。”于是，每当他想写歌时，
妻子便手持一个儿童用的写字板，一
个唱出声调，一个记下音符、节奏，
“翻译”整理出来。起初，两人配合并
不愉快，毕竟，隔行如隔山，王莘的有
些构思她领会不了，想表达的音律表
达不准确。没办法，王惠芬就找来他
以前写的日记，在报刊上发表的文
章，揣摩他的创作方法和思路，渐渐
地，她走进了丈夫的音乐世界，帮他
完成了一些新歌的创作。此外，他的
儿女们也为他记过乐谱。
而对王莘晚年的音乐创作帮助

最大的，要数他“文革”中遁身乡下时
结识的石瑞生。翻开《王莘歌曲全
集》，你会发现，他患病后创作的绝大
多数歌曲，署名都是“王莘、
石瑞生曲”，可谓配合默契、
珠联璧合。为何？因为两人
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兴趣
爱好，除了音乐，王莘的书画
造诣颇深，石瑞生当过美术

老师；在乡下时，他俩便经常交流切磋，
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很奇妙，有时灵

感一来，必须马上抓住，否则，很快会从
自己脑际流失。王莘就是这样。不管白
天还是夜晚，只要他心血来潮，灵光乍现，
马上招呼王惠芬：“快，给石瑞生打电话！”
石瑞生是个听话的学生，总是招之即来：
“老师，您又有想法了？”“是的，劳驾你黑
灯瞎火地跑一趟，我想写个新歌。”什么内
容，什么风格，民族的还是美声的，大调还
是小调，他先示范一下，哼唱个大致的调
子；石瑞生听明白了，然后回家去写。写
完，唱给王莘听。如果王莘点头，说明通
过了；如果王莘不但点头，还笑得很灿烂，
说明老师非常满意；如果老师听了摇头，
那就二话不说，回去修改，直到老师首肯。
久而久之，两人的思维方式越来越

接近，心灵律动越来越合拍，情感交流越
来越融洽，实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无缝

对接。这时，他们的合作已从必
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以至后
来王莘病情加重，发声已经很困
难时，石瑞生仍能从他的哪怕一
个眼神、一个表情中，猜想到他
想要表达的主题或情境。

98 左手写歌

马架子终于被砍倒了，那上面
用来装盐的机器，也一件一件地滚
入清水河中，发出一连串“扑通、扑
通”的响声。严志诚不敢怠慢，他往
被拉倒的马架子上一站，大声喊道：
“乡亲们，赶紧散开，各干各活，有人
问时，就说是我姓严的领着你们干的，有
事让他们找我！”人们不走啊，好家伙，这
个小伙子真够棒的，说干就干，这马架子
硬是给拉塌了，为了大伙儿的事儿，哪能
让他一个人顶着呢？就听有人喊：“你一
个人顶着不行，我们大伙儿都有份儿，跟
他们拼了。”严志诚多想趁着群众激昂的
时候，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啊！但
时间来不及了，敌人有可能已经发觉，多
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乡亲们要
受到伤害啊！严志诚看见人群里面的苗
瑞祥，他立刻冲着苗瑞祥那里把手一挥：
“乡亲们快散吧，盐警队马上就要来了！”

苗瑞祥心领神会，知道大队长是
在向自己发布命令，他在人群里喊：
“赶快散开啊，干活去，等一会儿盐警队
就来了！”说着，他领着人就往坨地里边
走，工人们这才轰的一下散开了，奔往
各自干活的盐坨。严志诚见人已走开，
上前一把抓住白师傅的手：“白师傅，
快，跟我们走。”白师傅顺从地跟在严志
诚身后，一起奔往坨地内的一座大盐
坨。就在这时，盐警大队部那边传来
“哒哒”两声枪响，接着就是“嘀嘀嘀”
一连串口哨声，一队荷枪实弹的盐警，
朝着马架子那边奔去……

娘娘宫斜对过的“德仁堂”药店，此时
正在营业，人们路过药店门前，能清楚地
听见药店里“当当”的捣药声。戴着老花
眼镜的杨老先生，正拉开那盛着草药的抽
屉，把药抓出放在手中提着的戥子上。那
大柜台上，一根小方木压着药单，药单旁
一张张小块方纸，上面放着抓好的草药。
猛的，药店的风门一开，传来“完了、完了”
的声音，跟着一个人走进来。杨老先生还
以为是有人家得了急病，过来请医生，他
忙把手里的药包放下，扶了扶用线绳拴着
的眼镜框，抬头一看，见进来的人不是请
医生的，而是这“德仁堂”药店的东家、三水
镇的李镇长。李大麻子一只手提着罗布
长衫下襟，一只手搂着肚子，脑门子上的
汗水往下滴答，一张麻脸的气色非常难看。

杨老先生不敢怠慢，急忙走进挂着
“藏珍”字样门帘的诊室里，从里面端出
一碗水，放在李大麻子面前，小心地问：
“镇长，您先喝口水，哪儿不舒服？”李大
麻子把手冲着杨老先生一摆，哭丧着脸
说：“完了，一切都完了！”他的眼里还含
着泪水。杨老先生看着李大麻子这种沮
丧的表情，只能呆呆地木在那里，不明其
故。突然，药店风门的弹簧“嘎”的一声，
风门开了，一下子闯进三个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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