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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说过一句话：无论从事什么形式的
创作，首先都需要把散文写好。一个写作的人连散
文都写不好，很难想象能写好其他的文学形式。
我喜欢写散文。但几十年写下来，回头一看才

发现，这是一个从追慕华丽到回归平实的过程。
不同的年龄段里，有不同年龄段里所心仪的文

风。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开篇就说“诗分唐宋”：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
胜”“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
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我写散
文大致也是这样，青年时代激情澎湃，写了很
多语言华丽、感情上“浓得化不开”的抒情散
文。后来渐渐厌倦了这种抒情，也慢慢认识
到这种文风是浮夸和矫情的，文笔平实自然
的，才是好散文。
举个例子吧。我念中学时，课本上有一

篇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节
选，其中有一段描写数学家陈景润那“天书”
般的数学手稿：“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
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
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
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工整有力的对仗，淋漓尽致的排比，铿锵有力

的音节，这是何等精彩和华丽的文笔！我最早就特
别喜欢这种文风。
后来有幸承教在徐迟先生身边，成了他的秘书

和助手，他是我的恩师。他告诉我说，这种文风的
源头，就是马克思政论文的文风，非常有战斗的力
量。比如《共产党宣言》开头就是：“一个幽灵，共产
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后来的爱伦
堡、乔冠华（乔木）等人，也是这种文风。
在文学启蒙阶段，我记得印象很深的还有《包

身工》《长江三日》《古战场春晓》等几篇课文，都是

我很喜欢的，也是现代散文名篇。读夏衍的《包身
工》，有意或无意地记住了这样的句子：“黑夜，静寂
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
法抗拒的。梭罗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
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
冤魂！”何其有力的语言！读刘白羽的《长江三日》，
最欣赏的也是文中引用的那些抒情的句子，比如：
“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啊！”“天空

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佛龙
克，用得着我来跟它们告别？不，它们会跟着我走
的，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
的美，都会跟我同在！”
这样的散文风格，大致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说的

“少年才气发扬”和“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体”。
那么，归于平实的散文文风，是什么样的呢？

在我心目中，就是鲁迅《朝花夕拾》的文风，是叶圣
陶、孙犁、汪曾祺的文风。
也举一个例子。孙犁在《秋凉偶记》有一小篇

“扁豆”，区区几百字，写战争年代里，他住在一位单
身的老游击队员家里，结尾写道：“每天天晚，我从
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经烧热的小炕上，吃他做
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灶上还烤好了一片绿色

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们俩吸烟闲话，听着外
面呼啸的山风。”
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字真是归真返璞、洗尽铅华，一

句话就能写出有着无限辽阔的意境和无限苍凉的心情。
孙犁先生的《觅哲生》，也是一篇不足千字的散

文，写的是对战争年代里失散了的一位青年学生的
怀念，结尾这样写道：“越到晚年，我越想：哲生到哪
里去了呢？有时也想：难道他牺牲了吗？早逝了

吗？”至此便戛然而止。无论是感情和文字，
都节制到如鲁迅所说的向子期的《思旧赋》
的境界，“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
尾”。但是，留在文字之外的“青春遗响”，却
又那么沉痛可感。

当然，无论是华丽还是平实的文风，前
提都应该讲究描述的精确。越是精确的语
言，越是生动传神的。这一点，鲁迅先生的
散文语言可以成为我们永远的范本。

再举一个小例子。有一种属于北方草
原的、发生在冬末春初的气候现象，在俄罗

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里什文等人的作品里，
我多次读到过，有的翻译家译为“潮雪天气”，对此
我一直不得要领。黑鹤的小说里对这种独特物候
有描写：“天空中落着湿雪，已经开始降温了……当
时草原正在酝酿着春日里的最后一场雪，空气中的
水分凝结成雪，需要释放出热量。此时，绵软的雪
片正在飘落，而气温又没达到冰点，雪在迅速地融
化。”读到这里我明白了，“湿雪”就是“潮雪”，原来
就是一种“雨夹雪”的天气。黑鹤描写草原黄昏的
落日：“黄昏的阳光如同熔化的铜液一般流淌在草
原上……”因为他熟谙北方草原的天气变幻、物候
特征，所以他对细节的表述就十分准确。只有描述
准确得当，才能达到生动传神的效果。过分的渲染
和铺排，文风必然是华丽和夸饰。 题图摄影：淑珍

拉开天幕中依稀的云霓，第一滴秋雨滑落
在屋檐，第一片带有星黄的叶子，打了旋儿，碰
了发梢，我知道：秋来了。
青春时光，一直不喜欢秋天。虽有丰收相

伴，总感觉随之而来的是萧条，秋高气爽、雁阵
穿空、衰草斜阳……诸多赞美秋的词语，难免
带着淡淡的感伤。于是，勾起尘封的心事，怀
想着秋水伊人，蒹葭苍苍，在“碧云天、黄叶地”
中，任万千情愫婉约成一首诗，吟咏成半阕词。
人到中年，却有些爱秋天的雨。不再有电闪雷
鸣，总那样无声地飘落，或急或
缓，打在叶间，敲在心上，落寞情
怀，对窗独倚，聆听一帘秋雨瑟
瑟，努力从往昔的故事中淡出。
那个喜欢一袭风衣的女孩，一直
还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寻梦。走
过如烟往事，一些记忆像枯叶般
翩然飞去，而不曾离去的，总是那
最美的花期……
窗外，天阴得很重，尘封秋雨

中的记忆，在菊花篱外随风游弋。
微风吹拂着树木，枝丫轻柔地挥成
一个圈，和花朵一起安静下来，在沉
默中仰望天穹。植物对季节异常
敏感，似乎已经预知秋雨来临。之
所以沉默，因为它们不确定：应以何
种姿态面对秋季？列队欢迎，抑或黯然神伤？
空气浓厚而凝重，天空灰白如一张透亮的

大幕，只等指挥家轻轻扬起魔指，便会有千万
条琴弦瞬间拨动，弹奏出如泣如诉的乐音。城
市的黎明没有炊烟，没有鸡鸣，没有羊群在山
坡上吃草，也没有牧童的清脆笛声，就连麻雀
和燕子也在睡觉。偶尔有声音响起，是匆匆赶
路的汽车按下喇叭，惊动了窗帘里的幽梦，也
瞬间划破了灰白的天幕。雨滴淅淅沥沥，像水
晶帘般罩住簇簇花香。
风不太大，雨丝如一条条长长的斜线。最

调皮的，是挂到树梢上的雨滴，摇晃两下，滑落
到地上，溅起一阵夹杂着花香的泥土气息。最
有归属感的，是跌落到池里的雨滴，在水面砸
下一个个小水泡，还没等池水看清它的模样，
便化掉自己的身形，与池水融为一体，清澈明
净。最开心的，是落到房檐上的雨滴，片片点
点，淋湿红砖和琉璃瓦，一滴檐水便是一个乾
坤，映照着灰白色的天幕，也映照着婆娑的树
影、迷蒙的车灯。雨声所敲打的，除去岁月的
回响外，还有芭蕉的惆怅，那椭圆形的芭蕉叶
片用力伸展，稳稳托住晶莹剔透的雨滴，悄悄

问道：“是谁无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
潇？”雨滴笑答：“君心太无聊，身为芭蕉，又怨
芭蕉。”芭蕉顿时禅悟，轻轻松开手臂，送雨滴
入泥土，各自释然……
秋雨淅淅沥沥，不急不缓，整整下了一个

上午。行人渐渐增多，有的擎一把纸伞行色
匆匆，伞仿佛是风帆，涨满憧憬和向往；有的
急忙挤进车里，然后拍掉身上的雨滴，甩甩
被风吹得零乱的头发，生怕招惹一季闲愁。
还有的人，似乎对雨滴情有独钟，手握雨伞

也不想撑开，身上沾满水珠，也
不忍心掸落……许是人生境遇
不同，对秋雨的感受也就各异，
正可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
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
低，断雁叫西风”。这就是爱秋雨
的原因，丝丝凉凉，细细品味，也
有“润物细无声”之妙。

时近中午，雨停了，满目湿湿
漉漉，日光素淡，棉絮一样的云层
里，时而露出几点微蓝。雨滴太过
温柔，并未把秋意挥洒得酣畅淋
漓，那些叶啊花的，依然妩媚妖娆。
不过我清楚，秋毕竟来临，正如人
生之秋，待几场秋雨连绵过后，终
是“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菊花独

自芳”的时节了，在天高云淡中，万物淡淡地来、
淡淡地去，迎接一树树如云霞般的锦绣——那
云霞虽转瞬即逝，亦能如夏花之绚烂，如松涛
般千变万化，泼洒出诗情画意的壮观……
风加大了力度，几枚叶子簌簌而下，有一枚

栖落到窗前。我小心翼翼拾起，细数叶片上的脉
络，竟然还那么清晰。那是一枚黄绿色的扇形银
杏叶片，有点儿像鸭脚状，上缘不规则的波状弯
曲，中间凹入，细密的平行叶脉很是均匀，像极了
一只光滑无毛的蝴蝶，美丽端庄。我把它呵护在
掌心，叶脉与掌心的纹路重叠，用体温传递一点
慰藉，聆听一曲四季轮回的心语，收藏一支生命
的最后独舞。它一定是猜透了我的心思，用细细
的叶柄轻触我的肌肤，丝丝缕缕的痛。或许，它
是想告诉我：失去往日的风采，也无需在萧条中
哭泣，叶落归根才是“秋叶之静美”的真谛。
当第一场秋雨湿润大地，当第一片枫叶醉

红天际，我读懂了这秋日的私语。秋天本身并
不“悲凉”，是人们赋予它多愁善感。人生如独
舞的叶子，流失了青春的光和热，仍可抹一笔
秋的丹青，在往后余生的画卷上，努力绽放一
份静美与从容。 题图摄影：阿成

陆辛农（1887—1974）是一位博学多
才的“杂家”。他是民国以来天津著名的
画家，也是诗人、词人。他曾出任《醒俗
画报》主笔，又多年主持河北省博物院、
天津广智馆的工作。博通考古、古泉、金
石及陈列、设计，所以又是报人和博物馆
学家。他对天津地方史也有过深入研
究，是著名的地方史学家。更重要的是，
他还是植物学家。但造诣最高的还是在
书画方面。陆辛农从植物学角度进行绘
画研究与创作，对各种花卉进行观察、剖

析、分类，再以艺术手法把它们投影到画
面上，因此从结构到设色无一不是植物
的真实写照。他的书法从文徵明入手，
兼学宋徽宗赵佶，也属瘦金书，但却独树
一帜。除了纤细刚劲是脱胎于赵子昂，
其秀峭娟美则是贯通他家。
陆辛农曾在天津创办城西画会、蘧

庐画社等美术团体，传播美术理论和绘
画技法，倡导他所创立的“植物学画
派”。他一生除作画之外，还写过许多文
章，有多部著作传世。其《蘧庐画谈》是
他根据自己在蘧庐画社和城西画会的讲
稿编写而成，是学习绘画的教材，也是他
绘画思想和绘画实践经验的总结。
《蘧庐画谈》分上下篇：上篇论述“谢

赫六法”“用笔四名”“旧画四类”“新十二
类”“小山八法”“小山四知”，以及“治色”
“用纸”“用绢”等内容；下篇为“花木浅
说”，分述了49种花木的形态、色彩变化
与绘画技法，是较早教授国画花卉绘画
技艺的专著。他在开篇时就谈对学画的
观点：“画学一门，虽是一种很高尚的艺
术，亦当由浅入深，由简至繁，由近及远，

若仅崇尚高谈阔论，实无补实际，吾国各
种学术向来是笼罩在文学势力之下，无
论叙说哪一门学问，皆须锻炼文法，只顾
声韵铿锵，有时于正题反少发挥。”他特
别提出“只有清朝邹一桂所著《小山画
谱》才算是将花卉一门发挥尽致，但又拘
于文法，不能剖析清楚，又因为邹氏到现
在已隔二百多年，已经不适应现在社会
应用的需要了”。开篇讲的是陆文郁授
课的思路。可以看出他十分推崇清朝邹
一桂的《小山画谱》，所以《蘧庐画谈》的
一些内容除了有陆文郁自己的经验之
谈之外，还主要参考了邹一桂的《小山
画谱》。《小山画谱》一书，是清代最早的
专论花卉画法的理论著作。
陆文郁在《蘧庐画谈》之“小山四知”

中提道：“《小山画谱》又有所谓四知。
曰，知天、知地、知人、知物，并谓四知之
说，前人未发……所谓知天……所谓知
物……欲穷神而达理，必格物以致兴。
以上四节所说，归总就是最末两句，欲穷
神而达理，必格物以致兴，所以习绘画，绝
非几张稿子，或是古人的几幅，终日在室
里摹写，便算会了……就算画家，知此则
必须按照植物学家的自然观察，及采集标
本，彼则研究其种类，图写其形态。吾则
于此之外，更须由笔墨间表现出自然美，
及笔墨的美。”由此可见，陆文郁之所以对
植物学十分感兴趣，是受到邹一桂《小山
画谱》的启发，他研究植物学也是为绘画
服务的。加之他有从事植物学研究的经
历，无怪乎后人称其为植物学画派了。
有人说，开办蘧庐画社和城南画会、

撰著《蘧庐画谈》是陆辛农对天津乃至近代
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三大贡献。蘧庐画社
和城西画会具有近现代美术教育的色彩，
这种类型的画会组织成为院校之外近现代
美术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蘧庐画谈》则
是较早教授国画花
卉绘画技艺的专
著。三者可称为陆
文郁美术教育的
“三套马车”。

我出差或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晚上从旅店出
来，喜欢到那些路面狭窄、灯火可亲的街道走走。这样
的地点，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是紧凑和体贴的，
有着人间烟火的亲切，灯火闪烁的温存，光线斑驳并明
亮，那种说不清的情调与背景衬托，是夜晚的天青色。
街道狭窄，是一种意境，小而深邃的生活意境，它是

一座城市的，也有可能是某个繁华小镇的。
灯火暖心，是一幅油画起笔时，落下的色调：靛蓝、

深蓝、纯蓝的夜色，它们如染色，如墨汁，点染夜晚，在旷
远的夜色中，兑一些银白，或橘黄。
前几年，去浙江丽水，抵达时已晚，朋友带我到一条

街上，进了一家小饭馆，点了红鱼，坐着闲聊，隔窗看街
上的人走路，或站着说话，他们说些什么？听不清，也不
重要，关键是这样的街道有人气，看着这样的街道，雨天
在车中久坐的压抑感被冲走，心里一下子明亮了许多，
有了亲切感。关键是它灯火摇曳，街道上的灯光，明明
灭灭，光影交错，大都是从店铺里散发出来的，路上行
人，熙来攘往，不是太多，也不少。路幅不宽，两个人隔
街可以讲话，讲你听不懂的方言。你的到来，别人不会
因为是一个新面孔出现而诧异，似乎是你与这条街，相
互之间，早已默契，在旅程的过往中，逗留，停下来一会
儿，看看别人的生活。
如果是下雨天，或飘着小雪，人在街上走着，用路边

报亭买来的报纸遮挡头脸，在雨中，或小雪中慢跑，这样
的街道，我在桐庐遇到过。那条与富春江平行的窄窄街
道并不是很长，我从热闹的十字路口走回靠近一座庙宇
的旅店，用了15分钟，走过这样的街道，热闹又安静，走
过已许多年了，还时常想起。

无人空旷的大路，不如路面狭窄、灯火暖心的街道。那
年，我在桐庐看到路边茶店里的人，坐在半明半暗的茶铺
里，他们夜晚还在做生意，拥着一片芬芳，守候一份宁静。
这样宽度与亮度的街道，是风居住过的，也是大树

和老式电灯杆居住的街道。那些狭窄的路面，风留下居
住并经过的痕迹，把一地的碎叶扬起又洒落，人坐在小
酒馆玻璃窗下，可以听脚踩在树叶上飒飒的清脆声，看

路两边，树叶乱舞。
街道是某个地方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景，它包含了熟

人间的偶遇，陌生人的相逢，承载了许多共同的记忆。
美国专栏作家简·雅各布斯曾说：“当我们想到一个

城市时，首先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
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当下，很多城市的
街道越来越宽，汽车越来越多，街道却缺乏生气和人
气。在一个刚刚抵达的地方，走在人少、宽敞又空旷的
街道，总觉得缺少什么，心里有一种苍凉和疏离，倘若遇
见狭窄的、灯火可亲的街道，人像植物，被接上了地气。
路面紧凑，灯火堂堂，明亮动人的地方，必定是一

处闹市，或是老城，生活方便，人与人之间少有距离感，
悠闲散步，悠闲说话，悠闲吃东西。前年，我在上海，住

在一家快捷酒店，那儿是一处社区，有菜市场、快餐店、
水果店、包子铺……晚上，不紧不慢地在这样的街道散
步，灯火一样可亲。
我有时还会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我和朋友在上

海老北站等子夜归程火车时的情景，那时候，老北站周
边街道狭窄，灯火阑珊，手捏一张车票，内心很满足。
陌生的地方宜夜看，白天喧嚣、震荡、奔跑和烦躁不

安，到了晚上变得温柔，也变得安静，有人情味儿。一条
灯火通明的街道，能够遇见这个当地普通人的生存状
态，最美的人间烟火。
小铺子、狭街道、茂盛的行道树……构成一个城市

的特质，这些地方最接近普通人的本真。
灯火和街道，有着某种生活的隐喻，一个象征温暖、

希冀，暗示心理；一个表示处境，或境地，一个人与周围
环境的融洽与接受。
街道的宽与窄，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有时，宽是空

洞乏味的，窄反而是一本书，有内容和看头。宽是新城，
窄是老城，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新和旧，宽与窄中度过。
要了解一个城市，熟悉它的风情，触摸它的体温，可

走一走那些不宽的，却聚集着人气的地方。
因为那儿，街道狭窄，灯火暖心。

散文文风枝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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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人谈书论画（十二）

陆辛农
和他的《蘧庐画谈》

章用秀

窄街灯火
王太生

1935年1月29日，由于叛徒出
卖，方志敏在德兴陇首（怀玉山东
麓）封锁线附近的山里不幸被俘。

方志敏被捕后，包括蒋介石
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官对他用
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想要劝
降。方志敏始终大节不辱，坚贞不
屈，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
的英雄气节。1935年 8月6日，敌人
在劝降无望的情况下，将方志敏秘密
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此时的
方志敏年仅36岁。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方志敏在生
命的最后时光，用敌人劝降的纸和笔
开始书写有关根据地和红军的历史、
教训和建议，也回忆了个人的革命经
历。半年时间内，他先后撰写了《狱
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可爱的
中国》《清贫》等十几篇文章，十余万
字。其中，《可爱的中国》与《清贫》两
篇文章的手稿如今完好地保存于中
国国家博物馆，成为方志敏烈士革命
思想和革命意志的珍贵见证物。

这两篇文章分别写于1935年5月
2日和5月26日，两篇文章写在一个
作文本上，文本纵26厘米，横17厘米，
正文一共67页，第一篇《清贫》共有4
页，第二篇《可爱的中国》共有63页。
《可爱的中国》手稿中，方志敏借

“祥松”之名，满怀深情地表达了他对
于“天姿玉质”“美丽富饶”的祖国母亲

深沉的爱，以及对内外反动势力压榨剥
削之下“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祖国母
亲深切的痛，并信心满怀地描述了他心
中所憧憬的“欢歌代替悲叹，笑脸代替哭
脸，富裕代替贫穷，康健代替疾苦”的新
中国的美丽图景。方志敏的这篇文章有
力驳斥了某些国民党高官说他“只顾到
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的
狭隘论调，阐明了一名共产党人对祖国
和民族的深情，并用他的热血胸怀和赤
诚语言劝告人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
要奋斗！要持久地艰苦地奋斗！
《清贫》手稿中，方志敏叙述了两个

“国方士兵”在捕获方志敏后，狂喜之下
连忙搜身，竟然一无所获，于是凶残地
威胁方志敏交出“藏匿的珍宝”的卑劣
行径，并坦言：“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
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
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
够战胜困难的地方！”方志敏在文中表
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甘于清贫、矜持不苟
的高贵品质，严厉斥责了国民党贪官污
吏的贪婪和卑鄙。

翻开这本珍贵的遗稿，我们可以看
到稿纸上面的笔迹隽秀，版面清新整
洁，在部分页面上还做了修改。

16 盐民游击队
（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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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见证物

清代曹雪芹创作的《红楼
梦》，是公认的中国古代文学成就
最高的长篇小说，同时也被赞誉
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
楼梦》对历史掌故、人物职官、宗
教风俗、诗词歌赋、饮食服饰、建
筑园林等诸多方面，皆有精彩的描述
和灵活的运用，在丰富小说情节与人
物性格的同时，留下了异常珍贵的社
会文化史料。这些，都给后世的研究
者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
名物，因有固定的物化成分在其

中，比之风俗，它更能比较明确地印证文
学作品所描写的具体时代。这即是名
物研究意义之所在。尽管《红楼梦》是真
假交错、虚虚实实，但其为何真、为何假、
为何虚、为何实，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红楼梦》全书中，有四十多处写

到屏风，出现频率很高，在中国古典长
篇小说中首屈一指，可见作者对屏风
这一重要的中国传统用具十分重视。
《红楼梦》第三回中，写林黛玉到

荣国府：“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
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
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
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
是后面的正房大院。”这是该
书写到的第一个屏风，是一
种设于门内的“萧墙”式屏
风。有学者考证指出，按照
周礼，不是谁都可以在门外
设立屏风的，而且其材质也

因等级不同而不同：“《礼》：天子外屏，诸
侯内屏，卿大夫以帘，士以帷。外屏，门
外为之。内屏，门内为之。”立在大门以
内的屏风便叫“萧墙”。《论语·季氏篇第
十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
萧墙之内也。”汉代刘熙《释名》：“萧墙，
在门内；萧，肃也，将入于此自肃敬之处
也。”钱穆先生释曰：“萧之言肃。墙，屏
也。人君于门树屏，臣来至屏而加肃敬，
故曰萧墙。”贾府是国公府，所以按诸侯
的规制在门内设屏。这种“紫檀架子大
理石的大插屏”材质厚重，规制高大，以
彰显主人之富贵威严。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写刘姥姥误

入贾宝玉卧室：“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
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刘姥姥掀帘进
去……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
了一门转去……迈步出来，忽见有一副最
精致的床帐。”在第五十一回中，再次写到这
个屏风：“麝月便开了后门，揭起毡帘一看，

果然好月色……说着，又将火盆
上的铜罩揭起，拿灰锹重将熟炭埋
了一埋，拈了两块素香放上，仍旧
罩了，至屏后重剔了灯，方才睡
下。”卧室门前设一屏风，体现出屏
风在保护隐私方面的遮挡功能。

1 荣国府里屏风多

进冬的深夜，月光从天空洒下，
好像一盆冷水，洁白、明澈。偶尔有
一两片淡淡的浮云，在那大半圆的
月亮下轻轻飘过，但这明亮的月光，
仍不减色。在这明月当空的深夜，
高空没有飞鸟，地上没有行人，盐沟
里结了薄冰，就连盐警炮楼上的探照灯
都闭了，滩地上是静的，村庄里是静的，
整个大地都静悄悄的。

盐民游击队第三小队出发了，战士
们都穿着银灰色的军装，有的穿着棉
袄，但大部分都是把棉袄围在腰里，在
盐沟埝下，飞快地鱼贯前行。冬天在滩
地上夜行军，有着很大的方便，洼地里
的水干了，浅沟里的水冻了，地不湿了，
泥不陷了。部队轻装前进，但小队长李
海山给各班增加了任务：除去机枪班以
外，每个班都要带两颗地雷，由小队统
一使用，另外他自己也带了一颗。他特
别关照了一下新战士白师傅，除去一支
新发的三八大枪，还让带上那把木匠斧
子，他说：“家伙好坏全在人，只要顺了
手，烧火的棍子也能打死敌人！”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走出了盐滩，越
过了农村的坨子地，在三星偏西时接近
了北宁铁路。在一条深沟的下边，走在
前面的严志诚停住脚步，身子紧趴在沟
坡上，探头往铁路上观望，后面的战士们
也都一个挨着一个地隐蔽好，探头往上
瞧着。李海山趴在严志诚身边，小声地
问：“过吧？”严志诚并没有回头，两眼仍
是顺着铁路在张望，嘴里轻轻地答了一

句：“不行，得等一下。”那大半圆的月亮已经
到了西边，照得大地上的一切清清楚楚，
“护路河”拦在面前，这是日本侵略时期民
工们挖的，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坍塌，路基上
面遮盖着一层枯黄的野草，使得那枕木看
着模糊，隔着两条黑黑的铁轨望去，看得见
路北的电话线一条挨着一条。

李海山一拉严志诚的衣角，压低声音
说：“咱们给它留个铁西瓜吧，等天亮过车，
咱好听个响。”严志诚当时没有回答，想了
一下，说：“不，那样会打草惊蛇，我们这次过
铁道，就是不要让敌人知道，然后出其不
意，把美国军队的飞机场给他干掉。”李海
山听了，点点头笑了。“呼呼呼”一台蒸汽机
车，从西边火车站开了出来，从那“哐当当、
哐当当”的响声，听得出并没有挂着车
厢。突然听到“当”的一声，火车头停下
了，有一辆平板车甩了出来，急速地从东
往西跑着，正好停在李海山他们面前。战
士们知道，这是敌人的“轧道车”。敌人心
里发虚，总怕游击队在铁路上埋地雷，一
到夜间，就不走火车，只有这平板车由火
车头来回地推送。“呼呼呼”火车头开到近
前，“当”一声又把平板车撞走了……时候
到了，严志诚对李海山果断地说：“开始过
吧！”李海山答应一声：“是！”

102 欲过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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