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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小区里的蜀葵渐渐多了起来，进入六
月，正是蜀葵的花期，远远近近的花，红的、粉的、紫的、白
的……次第开放。一层轻轻弥漫在枝头的雾霭，蒙蒙眬
眬，似有似无，如同夏夜的星空，丰富多变，扑朔迷离。
早些年并不知道蜀葵的名字，后来感觉身边这样的

花日渐增多，并且花开起来，那么繁盛，那么温暖，让人感
到亲切，于是请教熟稔花道的朋友，才知道了蜀葵这可爱
的名字。后又经查找相关资料，谙知它原产自四川，故得
其名，还有别名一丈红、大蜀季、戎葵等，属二年生草本植
物。这些年，每逢入夏，蜀葵给了我太多的陪伴，不单是
我居住的小区，市区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底
楼的庭院旁，平房的墙角边，直至乡村的农家小院周围，简
直无处不在，如影随形。蜀葵的气
质高雅大方，近乎一位舞者，笔直的
身段婷婷袅袅，不枝不蔓，显得盎然
而坚定。墨绿的叶子，舒展自然，一
朵朵圆圆的花，害羞似的两两相背，
怡然盛开。诚如宋代诗人苏舜钦诗
云：“乳燕并头语，红葵向背开。”
据潘富俊教授在《草木缘情》

一书中介绍，“蜀葵有时称红葵、葵
花……自古即为观赏名花，古籍所言
的葵花大都指蜀葵而言”。但是依我
所见，如今的蜀葵似乎称不上是“名
花”了。尽管它花开得很是亮丽，但
却分布极广，几乎无处不在，难免“得
人嫌处只缘多”。俗话说“名花有主”，但是至今我还判断
不出蜀葵是有“主”，还是无“主”，甚至可以说，我竟然弄不
清它属“家花”还是“野花”。平日无论是在小区里徜徉，或
是前往公交车站的途中，总会看到眼前有几株或是一片
片的蜀葵，不声不响地盛开在那里，宁静、自然、从容，应了
放翁老先生那句诗：“寂寞开无主。”年复一年，生活中的蜀
葵实在太平常了。但是尽管这样，它无论在哪里出现，都
会十分自然得体的成为那里一道诱人的风景，给那里人们
的生活平添几分温柔，让人感到“君看此花枝，中有风露
香”。而那几株，抑或是一片片的蜀葵，并非是有人精心栽植
的。蜀葵的种子最初或许是被一阵风刮来，或许是被鸟儿衔
来，但一经扎根在一个地方，它就不择壤土，不避风雨，年复
一年地发芽抽青，在每年六、七、八三个月的花期里，开得热
烈火爆，朝气蓬勃。它不与牡丹、芍药相媲美，甚至没有人
承认是它的主人，但是由于它数量多，不娇气，只要见到它
的人都会接受它，喜欢它。它是一种百姓的花，让普通人喜
欢的花，没有人去纠结它的“有主”还是“无主”。
时序进入中伏，受台风影响，接连几天风雨叠加。一

个风雨初晴的清晨，空气中还氤氲着浓重的湿度，我走出
家门，在小巷的一个街心公园散步。眼前，整齐的新疆杨
挺立着笔直的枝干，壮硕的法桐肥厚的枝叶还噙着晶莹
的水珠。不远处传来一阵女孩子呢喃的说话声，走近看，
是四个年轻姑娘正在一片蜀葵的花枝间忙碌着什么。原
来昨夜的风雨把几株蜀葵吹得东倒西斜，有几株还倒在

了地下，她们正忙着把倒地的或是弯曲的花茎扶起来，根
下培土，茎边插上细竹竿，与花茎绑在一起作为支撑。看
样子已经忙活了一阵子了，流出的汗水沾湿了长发，花间
残留的雨水打湿了裙裾。见我走来，一个身材苗条马尾
发型的姑娘忙说：“大伯好！”其他几个姑娘也停下手里的
活儿，腼腆地朝我微笑着。此时我才看清，几个姑娘身着的
半袖衫外面，都罩着一件藕荷色的马夹，上面印着某小区
“志愿者”的字样。我立刻搭话说：“这么早就来做‘义工’
呀？”那个马尾发型的姑娘答道：“我们几个原本都是本市一
所高中的同学。两年前分别考入不同的大学。放暑假了，
搭伴到这当志愿者，为家乡做点事情。”另一个细眉大眼的
姑娘插话说：“这风雨太大了，这么好看的蜀葵真受苦了，

我们来把它们安置好呀！”一番话，
说得我心生暖意——多么好的孩子
啊！我旋即脱口说：“作为小区的居
民，谢谢你们呀！”说完与她们挥手
作别。“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清脆并带有几分稚嫩的声音在
晨风中荡漾……
“志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我国

已经流行久矣。我们的国家，每每遇
有急难险重的时日，总会有众多的志
愿者出现，水灾、地震、疫情……灾难
就是命令，危难时刻他们总是义无反
顾地挺身而出。国家的多项公益事
业，都有志愿者的身影。特别是广大

青年，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以青春和热情为
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
春。小区内几个女大学生志愿者，正是祖国各地浩浩泱泱
志愿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志愿”，即不需要谁去指派，也不
收取任何回报，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眼前那
一株株、一片片蜀葵，不正是带着这样的品质吗？不需要人
去精心栽植侍弄，不挑剔土质是否贫瘠，无论命运将它安排
在何处，都会挺直腰杆，绽放出姹紫嫣红，给人送去温暖。
“向日层层拆，深红间浅红。”直至秋高气爽，花籽落入土地，
翌年由春入夏，又是一片挺拔的绿意，“嫩蕊商量细细开”。
自从在小区邂逅几位年轻的大学生志愿者，此后每每

外出散步，也间或看到她们的倩影，或在街道打扫卫生，或
整理公园的绿地，或推着轮椅车上的孤寡老人遛弯儿。每
次相遇，她们都会礼貌地朝我微笑致意。听小区邻居说，
四个姑娘都在省外的几个师范院校读着“大二”，她们利用
暑假时间，报名到这里要做一个月的志愿者服务呢……边
听着邻居们对几位年轻志愿者的啧啧赞许，边在街心公园
里久久地徘徊。身旁的一片蜀葵开得正盛，微风吹拂，掀
起一波波的花浪。蜀葵的香味很淡，隐隐约约，似有若无，
给人以无限遐想。“爱人者，人恒爱之。”听熟稔花道的朋友
说，蜀葵的花语是“梦”，我暗忖，那几位清秀俊美的姑娘，
不惜舍弃大学难得的暑假，来社区充当志愿者，把仁爱之
心播向社会，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倾心爱戴，她们在胸中编
织的青春梦想，也将释放出灿烂的霞光异彩。

《南宗抉秘》是一部画
论著作，该书对山水画的
理论和技法有深入的阐释
和独到的见解，向以“透辟
精密”著称，对中国山水画
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巨大的
作用，堪称绘画史上的一支“奇葩”。
该书的作者是清代天津著名的艺术
家、山水画家华琳。
华琳，字梦石，生于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年），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
年），是天津著名学者梅成栋的弟子，
因功名不就而致力于绘画。此人
多才多艺，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
养。他的侄元孙华靖（字文宰）说
他“好读书，不求闻达，精音律，善
南北宫词，花木竹石之外，时以丝
竹自娱，尤精六法”。华琳对山水
画用力极深，一年到头手不离笔
墨，每作一画，皆悬之壁间，静观
自赏，以悟画中之理，窥其不足之
处。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华琳
深感“自来画师恒缄秘其术，不以示
人，虽王维、荆浩、郭熙多有训述，然所
论仅及形质，而用笔用墨之真诀不传”
（《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三）。于是，他
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同时，博考湛思，殚
精竭虑，以其个人独特的审美视角，探
究笔墨之功，著成《南宗抉秘》，专论南
宗写山水之法，言中国画笔墨之妙。
《南宗抉秘》共三十则，有道光二

十三年（1843 年）刘凤喈序及自序。
该书“发古人所未发，为后来精研六法
者度出金针”，早已被《四部总录艺术
编》《美术丛书》《画论丛刊》《屏庐丛
刻》等多部丛书收入。书中既讲用笔
之美、用墨之趣，又提出用笔用墨的方
法和标准。其开宗明义便称：“夫作画

而不知用笔，但示形似，岂
足论画哉。”又说：“作画与
作书相通。”“初学用笔，规
矩为先。不妨迟缓，万勿
轻躁。”华琳还认为：刚硬

挺拔，缭绕宛转，柔和透逸，曲折顿挫，
在于笔的作用；水墨淋漓，浓淡轻湿，
烘染托晕，烟云缥缈，在于墨的作用。
善用浓墨的画家之作品，可以使“石之
阴面，山之阴凹，视之若苍苍郁郁，有
云蒸欲雨气象”。甚至提出，画家作画
时，如若对某处用笔考虑不成熟，可以

留空，不必勉强，可待来日参悟后振笔
疾追。他认为这和诗家“句缺须留来
日补”是一个道理。当代美术史论家
俞剑华评价说，《南宗抉秘》“议论透
辟，体验精密”。美术史论家周积寅在
《中国画论辑要》中多处辑录书中内
容，盛赞华琳之言“体验颇为细密”。
华琳精研丹青数十载，却无一件

作品传世。其原因主要是他对个人绘
画创作过于苛求，且又不想出名，平日
决不轻易为人作画，除极为亲近的至
交契友外，其他人很难得到他的作
品。只有他那部“萃二十年之力悠然
神会遂得其妙”的《南宗抉秘》留给了
后人，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发展
中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群众联欢，这
个自豪荣耀、喜庆欢愉的梦，四十多年
来，我连做都没做过，总感觉如此盛大的
庆典距离自己太过遥远，可望而不可即。
2019 年，因在北京西城文联挂

职，幸运地被选派参加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梦想
实现得甚是惊喜，以至于10月1日晚，
我作为数万名联欢群众之一员，在华
灯璀璨、万众欢腾的天安门广场西侧站定，等
待联欢开始的时刻，竟还恍惚置疑自己是否
真的身在现场。
挺胸膛，深呼吸，紧闭双眼再睁开：华灯

下的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更显见证中
华民族非凡发展历程的古韵沧桑，更显新时
代中国雄踞世界东方的大国气派；硕大的屏
幕点亮在广场，画有人物图案的“红飘带”飘
逸鲜艳。所有一切，浑然一体，喜庆祥和。
我站在长安街厚重的、带有上午阅兵及花车
群众游行热度的花岗岩石板上，摸一摸道
具，整一整衣领，昂首挺胸，面向正北，平静
心情，静待指令下达，欢愉起舞。
这一刻，我等得太久了。恐怕今生仅此

一次，机会何等珍贵。等到国庆之夜正式在
广场联欢，等待了两个月，8月、9月我与西城
区块的“战友们”在工作间隙倾力备练、排练、
演练，度过了许多汗流浃背的午后、黄昏、夜
晚和凌晨，黑了，瘦了，但虽忙尤幸，虽累尤荣。
晚8点。“当当当……”北京电报大楼《东方

红》整点报时音乐响起，广场安静下来，静静聆
听，若有所思。联欢活动开始！全场欢呼声响
彻天宇，绚丽精美的烟花绽放夜空，天安门广
场成了欢乐的海洋。我，我们，所有人，恰似浪
花一朵，在这海洋里尽情歌舞，幸福无边。
当广场正南巨幅网幕上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的时候，全场欢腾，我手持发光灯在头顶挥

舞，鼓足力量高唱《歌唱祖国》，开始满心激动、
笑逐颜开地欢愉在四个篇章之中，与大家一起
同唱一首歌，共跳一支舞，向祖国深情表白。
《红旗颂》《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希望的

田野上》《不忘初心》，四首主题音乐引领天安
门正对面中心表演区四段主题表演。三千多
名身穿银亮闪光服装的演员不停地手持光影
屏变换队形，组成国旗、大路、花朵、大地、蝴
蝶、和平鸽等图案，歌与画相得益彰，美不胜
收。当“祖国万岁”的组字一出现，全场3次
高呼“祖国万岁”，一浪高过一浪，将联欢推向
高潮。还有千人交响乐团、千人合唱团在广
场南面精彩表演，可这一切，因我融在人群中
根本看不到，只能通过现场大屏幕观看，但足
能感受到那热烈隆重的完美呈现。那一刻，
真想生出双翼，飞到高空，看个够。
《好儿好女好家园》《山笑水笑人欢笑》

《新天新地新时代》《同欢同乐同祝愿》四首
歌曲，配以《母亲是中华》《我们都是追梦人》
《相亲相爱》《北京我的爱》等以及快闪《我和
我的祖国》，组成“礼赞新时代”声乐套曲，引
领中心联欢表演区与十大群众联欢区所有参
演人员歌声激昂，舞姿翩翩，步伐坚定，群情
振奋。我不停地更换发光灯与发光手环的颜
色，交替手持风车、国旗，跟着节奏舞动，跟着
音乐欢唱，跟着人浪蹲起，跟着人流奔跑，与
全场群众同频共振。有生以来从未像此时此

刻这般动情畅快，似乎要将41年对祖
国的爱与感恩全部释放。

四个篇章衔接处及联欢高潮处，
广场正南7株烟花树及夜空开始上演
奇幻的烟花秀。一团团、一簇簇，礼
花满天，流光溢彩，火树银花，地空一
体，瞬间将广场的夜空、北京的夜空、
中国的夜空点亮，点燃了国人的激
情，和着夜空中惊艳的“笑脸”“大树”

“牡丹”“和平鸽”“人民万岁”“孔雀开屏”“空
中花篮”等特效烟花，喊出对祖国的祝福，对
人民的歌颂。我们手挽手，跳起欢快的圆舞
曲，热烈欢呼。此刻，我们就是一家人。
联欢活动持续90分钟，首都各界群众欢

愉了90分钟，并通过电视直播带动所有华夏
儿女欢愉了90分钟。90分钟里，我们为祖国
庆生，为祖国歌唱，更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而骄
傲，为我们生在中国、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联欢结束，虽大汗淋漓，但我们仍久久不

愿散去，簇拥在金水桥畔，挥舞着国旗在广场
继续舞蹈，欢愉，与身边群众微笑交流，击掌
致意，共祝“国庆快乐”，更有年轻的学子拥抱
在一起。回到住处，已是午夜，可歌声、欢呼
声、烟花炸响声还在耳际回旋，兴奋得难以入
眠。许多朋友说在电视上没找到我，但我并
不遗憾，能参与其中，舞出老区阜平人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喜悦与坚定，已是三生有幸。
2019年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参加

的群众联欢活动，注定会成为我铭记一生的
荣耀记忆。虽已时隔两年，但却依然如昨。
我会将所有与联欢活动相关的背包、道具、服
装、证件、纪念章等永久珍藏，使其成为动力
之源，激励我永远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
工作、热爱生活，与所有中国人一道，在新时
代的盛世欢歌中欢愉起舞，踏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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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的蜀葵

王本道

荣耀的国庆之夜

张金刚

我想，这世上最鲜艳、最动人的颜色，便是象征着星
火、托起了旭日的红色。用它蕴养出的初心，才能冠以赤
子之名，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发出强劲的心跳声。
今年年初，我成功地从预备党员转为了正式党

员。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庄重地发出誓言，那一刻，我
听见了初心，在时光的另一端正蓬勃地跃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的信念从来都很坚定，那

便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水利工作者。
我出生那年，正是1998年，长江发生了全流域的特大

洪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最终战胜了它。那一年，浪花在时代的脸上留下泪痕。
而我与水的缘分，似从斩断脐带之前，就已经缔结。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拯救同
胞，对抗水旱灾害，如一粒种子，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
水利是民生的根，无论是大型的水利工程，还是小

型的农田水利，都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

旨。我曾邂逅都江堰，瞻仰过三峡，拜访过新安江，见证
了华夏水利的前世与今生，触摸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的水利智慧和博大的情怀；我也曾见过农田里的喷灌、
滴灌工程，参观过著名的坎儿井，见证着水利与人民生
活的不可分割与相辅相成。看着古人谈之色变的洪水
在今人的手中被驯服，兢兢业业地提供水能资源，初心
从那时起就开始扬帆。
我梦想着，成为三峡总工程师一般的人物，把先进

的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建造出造福一方、功在千
秋的史诗般的工程。让人和水和谐相处，让患寡也患不
均的水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成为
印在人与水的命运共同体上的印章，这便是我的初心。
大学时，我进入河海大学。从入党积极分子，到发

展对象，再到预备党员，时间从檐上滴下，见证着我一步
步地反省，回望初心，对使命的认知愈发深刻，让脚步与
南湖上红船的航向始终保持一致。图书馆里，与同学们
一起埋首，沉浸在沙沙的翻书声里，我们共享着同样纯
粹的目标和赤红的愿望。
升入研究生后，我成为了正式党员。每天，我都在办公

室里，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与程序为友，与数据谈恋爱。
在梦想面前，所有的努力都是苦尽甘来的甜蜜，所有的苦累
都是酣畅淋漓的清欢。此时，我已经能独立编写程序，完成
师门的项目，在本科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情都一一在我的手中
完成。这便是成长，在初心延伸出的道路上，我渐行渐远。

最近，经常跟着导师出差，去河湖之上考察生态保护，
在企业之中调查节水情况，从城市高楼到乡野田园，可以鲜
明地感受到，很多地方已然渐渐把失去的绿水青山重新找
了回来。从粗放式过渡到集约式发展，用水愈发精细化，消
失的排污口正将澄澈的湖水和粼粼的波光不断地归还给人
们的精神家园。那份古典的诗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里，酝酿出了崭新的浪漫与葳蕤。在路过河流的时候，我看
见它迎着晨光，露出天真而可爱的笑脸，浮光跃金，岸上则
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人水和谐，当如是。
我想，初心与践行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

在；一个是愿景，一个是实现。我会把勤奋、毅力与探索的决心
挂在爬山虎上，努力向上，占领整座墙面后，还要向天空伸去。
人是渺小的，但人创造出的价值却是伟大、无限的。身

为大禹的接班人，身为党员，要用青春，乃至一生，建造起属
于自己的“三峡”，奉献于水利事业。我也定会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被记入史册，因为我坚信我的未来，属于每一滴水都
以折射的方式怀想着的海阔天空。 题图摄影：白 英

十月，给初心写一封信
仇士鹏

仓
满
粮
足（
剪
纸
）

徐

锐

津人谈书论画（八）

《南宗抉秘》
“发古人所未发”

章用秀

《青年杂志》最初为月刊，是
综合性学术刊物，六号为一卷，每
号约100页。由于与当时其他刊
物名字雷同，1916年9月1日出版
第二卷第一号时，《青年杂志》更
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应蔡
元培的邀请，陈独秀赴北京大学担任
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
迁至北京。从1918年1月的第四卷第
一号起，《新青年》改版为白话文，使用
新式标点，同时，带动其他刊物形成提
倡白话文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
青年》刊载了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文章，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又迁回
上海，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成为上海共
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与当时秘密
编辑发行的《共产党》互相配合，为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做出重要贡献。1921年，
《新青年》迁往广州出版。1922年7月1
日，出版完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
1923年6月，在广州改为季刊续出四
期，成为中共中央的正式理论性刊
物。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物，
共出版五期。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至第三

卷第六号，一直由陈独秀一人担任主撰
稿；迁至北京后，改为成立新的编辑委
员会，由多人轮流做编辑。在第六卷第
一号中，这种编辑方法被公之于众，所
列编辑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
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

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这
种方法将一大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聚集
在《新青年》周围，形成了新文化阵营，他
们相继发表了大量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发
刊词《敬告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
书。在文中他属望青年，强调改造青年思
想，辅导青年修养的重要性，呼唤青年站
在时代前列，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
任。针对封建思想文化对国人的束缚，从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世界、社会、青
年、中国未来的看法，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
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

高一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
一，曾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28篇作品，
是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在《青年杂志》
第一卷第一至三号上连载的《共和国家与
青年之自觉》一文，是高一涵所作最脍炙
人口的政论文之一。他以西方较为先进
的民主政治理论为参照，对国人尤其是青
年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呼吁他们自觉追
求实现共和，向青年们宣传积极向上、朝
气蓬勃、创新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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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新青年》

直到母亲去世七八年后，王莘
在致友人的信中仍称：“我们家除
老娘需要有人照顾外，别的问题不
大。”可见母亲在他心中的位置。
作为父亲，王莘对孩子们要

求严格，奖罚分明。在他看来，国
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好的家风不仅
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基础，同时也对子
女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他要求孩子
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
习做饭和管理家务。这与他三岁便随
母养蚕、十四岁便只身到上海学做生
意恐怕不无关系。所以，他对大山去
内蒙古深入生活，学会了在草原上骑
马放羊；四胖在洛阳医院能成功完成
大手术而倍感欣慰。在儿女们的婚姻
大事上，他从来没有“门当户对”的传
统观念，完全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找干部子弟：“你
们就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身上有很
多毛病，比如骄、娇二气，天生的优越
感，两个人到一起怎么生活呀？你们
要找，就找工农子弟！”的确，王莘的子
女，其配偶都是工人、农民、军人、教师
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大山的爱人出身
于工人家庭；二牛的爱人也出身于工
人家庭；大女婿的父亲是工
程师，母亲是售货员；二女儿
嫁的是普通农民的后代；小
五、小六的爱人虽与文艺沾
边，也非名门望族。 在婚俗
问题上，王莘也主张移风易

俗，婚事简办，最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
“结个婚有啥可炫耀的!”二牛结婚时，
是由他的四个妹妹骑着自行车上门接亲，
新娘也蹬辆自行车，喜气盈盈穿行在车水
马龙的大街上，形成一道美丽而独特的风
景。新娘子入了门，没有吹吹打打，没有
大宴宾朋，全家人在地下室的餐厅里吃了
一顿饭，便入了“洞房”。“洞房”也在地下
室里，布置得十分简朴，连张大红喜字也
没贴。王莘的其他子女亦然，不是旅行结
婚，便是家人聚餐，没一个到饭店大摆筵
席的。作为作曲家，王莘鼓励子女学艺：
大山的笛子、二牛的钢琴、小五小六的舞
蹈，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一定成就。大山
的笛子独奏，自从有了名师刘管乐的指
导，演奏水平大有长进，以至到了天津音
院附中，无人能教的地步，遂保送中央音
院附中，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
当时，团里正在排练现代芭蕾舞剧《红色
娘子军》。第二场，洪常青指引吴清华来

到苏区，看到蓝天白云，红旗招
展，音乐的烘托却不够有力，难
将人物情绪推向高潮时，舞台
下的指挥卞祖善皱了眉头，便
让大家出出主意，集思广益。
这时，大山举手了。

110 教子有方

听说雷紫剑在盐警大队部门
前贴了布告，李大麻子摇了摇脑
袋，心里更恨雷紫剑：你贴这样的
布告，竟然都不跟我这个当镇长的
打个招呼，难道我姓李的就真栽在
你手里了吗，就这样完了吗？“不
行！”李大麻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嘴里反
复叨咕着“布告”，转脸问苗万贯：“那天
马架子要试车，也是盐警队贴了布告
吧？”苗万贯说：“是。贴的是招收盐警
的布告。”李大麻子说：“咱们倒霉就倒
霉在那张布告上了。我的马架子拆了，
你的理事长没了，咱们那次担惊受怕，
全是因为那张招收盐警的布告。”苗万
贯此时好像有点领悟似的说：“对，是这
样，如果他不招收盐警，工人们也不会
被严志诚煽动起来。”李大麻子这时精
神来了，眼珠子一转：“老苗，你到镇公
所去一趟，告诉警察局局长，晚上我有
事找他，务必叫他来一趟。”苗万贯顺从
地答应了一声“是”，起身走了。苗万贯
刚走出房门，李大麻子便找出文房四
宝，他要亲自给儿子李继业写信，状告
雷紫剑招收盐警，破坏国家征兵，激起
了民愤，召来了盐民游击队，工人们拆
毁了马架子，破坏了三水镇的秩序。

接连多天的阴雨加上三水镇的混
乱，盐警队一直把守着水、旱路口，杜绝
了来往行人，驳盐的艚船也一直没有出
去。今天下午才得到通知，明天允许驳
盐，而且必须要出船，驳盐的工人都在
准备夜间的航程。大娟妈坐在屋里的

小板凳上，一边用手理着纤绳，一边叨咕
着啥是菩萨，谁能大慈大悲，共产党、八路
军才是真的哪，事事为穷人着想，处处为
工人办事。蒋介石啊，你们造孽吧，早晚
非得天报你们！正在往炕膛里烧火做饭
的大娟，听见妈妈的叨咕，“扑哧”一声笑
了：“妈，怎么又天报了？”大娟妈看了女儿
一眼，也笑着说：“现在妈说的天啊，跟过
去不一样了。”大娟往炕膛里添了一把草，
回过脸来问妈妈：“怎么不一样了？”大娟
妈停住了手里的纤绳：“过去妈讲的天，就
是信神、信佛；现在妈说的天，就是毛主
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大娟听了深
深地点了点头，好像是说：“妈，您讲得对！”
母亲的讲话，不仅得到女儿的赞赏，就连
年迈的奶奶听了也不住地点头。

奶奶戴着一副老花镜，凑在里屋的窗
户前，正粗针大线地为田儿缝着一件破棉
袄，别看白天暖和，夜间驳盐没有棉袄可
不行啊！奶奶想起那个白天，苗万贯来
了，说是镇长让他送信，说那次壮丁抽签
不算数了，大娟爹那口棺材从昨天起就还
清账了，李大麻子还写了一张收据交给大
娟妈。苗万贯来去都是灰溜溜的。奶奶
想到这里，“哼”了一声：“神鬼怕恶的，不给
他们点厉害尝尝，他们是不会舒坦的。”

88 死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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