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满庭芳
2022年1月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白丽 美术编辑：卞锐

沽上

丛话

第四九六八期

哈尔滨是中国著名的冰城，曾两次去哈尔滨看冰雪节。
第一次是1992年。记得，为去看冰雪节，我已经胡乱忙了十

几天。买羽绒大衣，买毡底布棉鞋，买皮毛手套，兼备一薄一厚毛
裤两条，毛衣若干。床上已堆出大山了，朋友还在“喧嚣”冰城的
冷，把她当年出嫁时老娘做的大红棉袄棉裤也送来了。临走时又
老谋深算地说，在哈尔滨的户外别想让圆珠笔出油儿钢笔出水
儿！吓得我把女儿的铅笔拿过来，连夜削了五六支。
原是想带女儿去的，夏天她就要入小学，应该让她跟我出门

疯一次。然而朋友回头又打来电话，说那儿的风是“刀子”，小孩
的脸一碰就出血。女儿忽地就不作声了。
于是，一夜卧铺就从滨城睡到了冰城。
奇怪的是，这里并不冷。无风，无雪，遍地阳光，只是嘴里的哈气

有些浓，鼻孔有点黏。火车站前有一座冰雕，造型很抽象，颜色不绿
不白，不像冰，倒像一块年深日久的石头。街上人不多，个个捂得严
实，穿戴夸张，却是舒展的，从容地行走。那一身的厚重，便让你理解
成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这儿叫哈尔滨。
把行李丢进友谊宫，就急不可待地去松花江边。松花江

过去是滋养森林煤矿大豆高粱的母亲，如今依然是可供千万
人一年一度来这里玩冰、刨冰、雕冰、赏冰，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宝葫芦一样的母亲。曾经在春天来看过它如潮的冰排，看
过它晦黄的汹涌。现在的它，老人似的收敛了自己所有的声
响，任人在它坚硬的躯体上制造出供人类玩耍的冬泳场，冰
帆场，冰上游乐场。冰雪节还没有开幕，而冰帆和游乐场已
有人在享用，空中已升起无数只巨大的气球。江面上很闹，
这是盛会之前的繁忙和无序，我不想再添一份乱，就独自沿
着江边走下去。
迎面，一个中年人摘下大口罩，然后大口吃雪糕，吃一口，嘴

里冒出的白气便像一列火车出站。等他从我身边走过，我噗地笑出
了声。
哈尔滨其实还是冷，哈尔滨的太阳“笑里藏刀”。过了这么一

会儿，我就开始感觉下巴和脸渐渐变厚，变木，变熟，有一种从未
有过的冻到深处的快感。却不想退却，依然沿着江边走下去。
与远处的喧闹形成鲜明对比，在江岸下游的一段石阶上，并肩

坐着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离得不是很近，两双眼睛也不相看，就面
对着江坐成一种默契。江上，有一条被冻住的木船。江，船，一对
中年夫妇，合成了一幅画，画面留在我的心里，永远也抹不去了。
中年是人生的秋天，而爱情已走入冬季了吗？不，这不是一

对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夫妻，卑琐的人爱与不爱，都不会坐在
这样的背景里，也不会坐得这样宁静。或许，也因为这是哈尔滨？
夜来了。
冰与灯齐亮，冰雪节之幕终于揭开。在我的面前，兆麟公园

用冰雕出了另一个哈尔滨。它是梦幻的，不真实的，走在其中，我
时时刻刻怕自己醒来。
听说这个节日所有的冰，都是从松花江切割的，松花江在这

个季节这个时刻自己为自己竖起了一个新的生命形象——冰的
世界，冰的自然。
夜晚的哈尔滨，因为冰而透明而辉煌，使冰之美、城之美抵达

极致。其实，有四季就有冬天，有冬天就有冰雪，哈尔滨冰雪节却

是近年才有。它来得太晚了。当今世界，冰越来越薄，雪越来越
少，太阳越来越热，天越来越暖。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昭示人类的
生存已危机四伏。然而节日毕竟是来了，来在冰与雪还未彻底消
失之前，以冰雪节的方式记载下来，留给未来的人类考古。
冰雪节所有的节目，都是第一次观看。
第一次看冬泳。这才知道，冬泳是如此的残酷。然而，人类

原是能够与冰雪同卧的，只不过祖先在进化时将这种功能退化
了。这些冬泳的人，其实是回过头去，尝尝做祖先的滋味。
我感觉我的思维都被冻僵了。这是零下24摄氏度的严寒，无

数穿着厚厚冬衣的观光者围住了一面长方形的泳池。泳池是在
松花江的江心剖开的，剖出的冰块有一米厚，用它垒了三个透明
的跳台。冬泳表演还未开始，工人过一会儿就要把池边新结的冰
碴捣碎。所有的人都在跺着脚等待。
终于，一支穿泳衣的队伍从池边那座简易房里走出。他们之

中胖者多，且多为老年，绕场一周时，扭的是迪斯科节奏。我揪心

地欣赏着他们的匪夷所思的表演。比赛开始了。冬泳者站在跳
台上，在哨声中无畏地一跳，不美，却惊天动地。池里的水实际是
冰粥，由于突然间加入这么多体胖的泳者，冰粥便如钱塘江大潮
般涌出冰岸，把围观的人墙吓得颤抖了一下之后，立刻又结成冰。
冬泳最炫目的就是那无畏的一跳，那是“刀山火海”。我想，

人类的许多选择不是因为必须，而是为了证明。对于这些年老的
冬泳者，或许就为了证明寒冷可以征服、生命可以超越？
第一次看国际冰雕比赛。因为它不是冲刺计时，而显得悠然

浪漫。几位日本冰雕家居然向观众散发小纪念章，还有餐巾纸、
牙膏等一些说不清用意的小玩意儿。新加坡人从赤道那边来，穿
得十分臃肿，真不知干起活儿来有多笨呢。那位意大利老人绿衣
白发，身边站着一个孙女似的小姑娘，许多人把镜头对准了他们。
冰雕工具与木工差不多，也用边铲、凿子、电钻刀，还有裁缝

用的加热电熨斗。手段是一样的，内容却千里万里的不同。两个
哈尔滨小伙子雕的是“东北二人转”，日本小伙子雕的是相扑比
赛，那位意大利老人却倾心于一枚落叶。这枚落叶要在三天内雕
完，第三天我又去看时，只剩下最后几笔了。
那叶子是卷曲的，飘在空中，优美而不舍。再看那老人，我终

于明白，他是为了叶子而穿绿衣的，叶子黄了，但它曾经葱茏过。
老人本身就是一枚绿叶，他在用心为渐行渐远的落叶送行。老人
所表达的其实是自己对生命的眷顾。

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不寻常的落叶了。
第一次看雪雕比赛。雪雕的场面是很凄冷的。记得那天一走出

火车站，我就四处找雪，因为在滨城时女儿天天跟我要雪，她想让我
拍一张她正在堆雪人儿的照片，但滨城虽在北方，却一冬无雪。我以
为冰城的雪一定多得奢侈，然而，还是接站的司机向路边指了指，我
才看见那里确有薄薄一层变了色的雪迹。却原来，城市冬天取暖的
煤灰烟尘，把那年唯一的一场小雪熏成了陈年旧账。
比赛场设在太阳岛公园人工湖上。去了一看，只有几块雪墙，三

三两两的人在忙。有的雪墙是人工造的雪堆成的，据说主办大赛的
人盼雪盼得眼蓝，最终还是觉得老天不可靠，现从法国进口了造雪
机。造雪机造出的雪，颗粒小而细，不像雪，倒更像糖或面粉。我不
禁长叹，如果将来雨也没有，水也没有，还用什么造雪呢？

第一次看冰上婚礼。冰上婚礼与水下婚礼、空中婚礼同样非凡。
几十对新人，分乘几十个马爬犁，在冰上驰骋，伴以中国式的锣鼓喧
天，中国式的鞭炮如阵，是一种很复杂的刺激。有一对俄罗斯新人是

从海参崴来的，惹得中国摄影师如蜂如蝶，大镜头长镜头瞄准了
那两个洋娃娃。那姑娘太可爱了，脸上的细节特别生动，长发挽
成一髻，只在鬓角来一朵小花。棕色皮大衣，灰色长靴，没有喜
气，却是大贵大雅。与她相比，中国的新娘妆太浓，衣太艳。我不
懂，能将自己的婚礼选择在冰上，为什么表达还是如此的单调？

第一次看冰球比赛。平时我是最爱看冰上舞蹈的，电视每
有这个节目，我便是最专一的观众了。如今，在冰城能看上一场
女子冰球比赛，也算有福。
中国对丹麦。运动员的样子看上去都是憨憨的，笨笨的，个

个穿得鼓鼓囊囊，打起球来，脚下却是涂了油一般。冰球是体
育，冰上舞蹈是艺术。但冰球是另一种赏心悦目，真想在她们休
息的空隙跑到场上去，灵魂一样飞起来，哪怕摔几跟头，只要能

飞。飞的时候，最好有大雪小雪飘来。
另一次看冰雪节，已经是十多年后，时间是2005年。
哈尔滨一家海洋世界正好要开业，闺蜜约我一起去见证盛况。一样

的冰天雪地，一样的节日氛围。不一样的，就是哈尔滨有了一家极地馆，
极地馆给冰雪节填补了一个空白，远离海洋的哈尔滨的孩子，在家门口
就看到了海洋，远离极地的中国游客，看到冰雪节就看到了极地。
记得，极地馆如一枚洁白的贝壳，随着雪花飘落在高纬度的太阳

岛。在那只巨大的贝壳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南极企鹅。上一次冰雪
节，我看到的是熙来攘往的人，这一次我看到的是南北极动物。可爱
的企鹅、欢乐的白鲸、憨逗的海象、慵懒的北极熊，让这个节日变得非
常冰，非常雪；也非常萌，非常乐。
这么多年过去，冰雪记忆已淡，忘不了的是那些极地动物。现在，

哈尔滨又进入冰雪欢乐季，忍不住给极地馆的朋友打过电话去。
久违的极地馆，一下子给了我更多惊喜。白鲸医生可以给自闭症

儿童治疗了，北极狼也加入了极地大家庭，首只内陆城市南极企鹅曼波
在这里降生，大白鲸以水下之舞作出两个经典造型——“海洋之心”和
“天使之吻”，一只年曝光量3亿次的企鹅竟与芭蕾舞演员在哈尔滨大剧
院共舞……就在最近，极地馆已变身为极地公园。
我的手机屏上，仿佛就是极地世界。见过的，没见过的，一只只

精灵般的极地动物，就像远年的朋友，隔空向我抛来媚眼。
就想，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动物相伴，人类将多么孤独呵！

英国作家、学者戴维·洛
奇在他的名著《小说的
艺术》中，谈到文学作品
的叙述时序：“无论是古
代的吟游诗人，还是哄孩
子入睡的父母，他们惯用

的最简单的讲故事的方法就是从头开始，讲到最
后……讲故事者就会发现打破正常时间顺序会产
生妙趣横生的效果。”
时序，又称之为时态，即过去时、现在时、未来

时。中国古代诗人，最懂得叙述时序的运用，或是
现在时，或是过去时、现在时并用，或是过去时、现
在时、未来时掺杂而用，各具面目。
“现在”，在哲学意义上解释为：“此一刻我的

存在的显现。”如唐代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
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是典型的现在时叙
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
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一、二句为记忆式的过去时叙
述，三、四句是“九月九日”的现场描写，作者的
思念之情蓦然呈现。
唐代白居易的《琵琶行》长诗，先是作者的现

在时叙述：浔阳江边送客，忽闻琵琶声，邀弹奏者
相见，并听其绝妙的弹奏技艺。接着是弹奏者对
往事和今事的叙说，是诗中另一个人物的叙述时
序，先过去时再现在时。最后又回到作者的叙述
时序，先回忆自己的遭贬，九江生活的清苦、寂寞
（过去时）；再回到现场，请演奏者再弹琵琶，“凄凄
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
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通过时间转换，叙述者可以不按事件发生的

顺序讲述人生故事，而是留下一些空白，让我们自
己领悟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讽刺意义。”（《小说
的艺术》）《琵琶行》是白居易的人生故事与另一位
偶遇的女性的人生故事，并列进行，他们各有各的
叙述时序，而凸现的题旨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
逢何必曾相识。”
宋词蒋捷《虞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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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
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上阕写少年、中年
听雨，是过去时叙述；下阕的“而今”，表明听雨是
现在时的衰朽残年。前后对比，令人唏嘘。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

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李商隐《夜雨寄
北》）诗评家李元洛兄称：“如果说，前两句主要是
从空间上分写对方和此地，那么，后两句则主要
从时间上合写未来与现在。”（《诗国神游·婉曲回
环——李商隐〈夜雨寄北〉》）而另一位当代小说
家，则认为此诗的时间转换叙述，最为神奇。古
代通信艰难，得亲友信已是数日之后，“君问归期”
已成过去时；作者读信时正是“夜雨涨秋池”，为现
在时；第三句“何当”即何时，是未来时的剪烛共
聚；第四句，相逢时会回忆那晚读信的情景，又回
到过去时！
“时间转换在现代小说中非常普遍。”（《小说

的艺术》）而中国的古诗词中，却早已用上此法，令
人称绝。

2021年的朴素情感，来自日常烟火生活的某个
片断。它柔柔的，不带任何杂质，如酒，又如净水，
是自然而然地生发在心底的一种柔软与温暖。
我在手机上看新闻，看到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从

太空拍摄到的一组地球的照片。照片上，飘逸如带
的长江和她旁边的城市，有我可爱的家乡。蓝色星
球，笼罩着一层淡淡薄纱。
这与我在春天和友人到古村去采风，用无人机

拍摄的角度大不相同。那天，无人机如一只鹰，云
朵之上，背负青天，看到的是村庄的分布和组团，以
及道路和河流的走向，还有大地的色块。
友人拍了许多图片，透过小小的视窗，我看见

几个老人拱着手，站在村头聊天，他们在大地上行
走，深一脚，浅一脚，镜头中看到几个肩膀在摇晃；
看见一头牛，被一个蓑衣人牵着，走向田野，人与牛
的逆向背影，是千丝万缕的透明光线；看见一个水
汊河湾，一川大水，拐弯往远处流……
有些东西，要隔着一段距离看才美。隔着距

离，才能看出一种韵致，一种气势。忽然就明白，
《清明上河图》或许也是这样的鸟瞰，看地面，一条

河，半座城都活起来，甚至水的涟漪，都尽收眼底。大
河两岸，那些红尘里的小人物，一举手一投足，喜怒哀
乐，都看得那么透彻、真切。
仲春，友人搬家，所有的旧物件，桌椅、炉灶，都丢下

了，说好了什么都不带走，临搬家时，还是扛走三只大柜
子。友人说，这三只柜子尚能用，摆书和衣物，把过去的光
阴暂且摆放，也为自己的情感找一个依托，要不然，等到住
在新居里，除了回忆，过去的痕迹，什么都没有了。
我对凡物亦有一种朴素情感，在这个世界，觉得

那些房屋、草木、城池、旧书，甚至旧衣是有记忆和温
度的，当它们中的一员快要消失或离开时，会有某种
依依不舍。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已有两年，楼前有
一条大河。站在高楼的阳台上，看见不远的河面上有
座水泥拱桥，因另辟新路，平时少有人走，偶有一两个
人站在桥上钓鱼。我常到那儿走走，看湍急的水从桥
下流过。我在那里发发呆，让浮躁的心找到些平静。
前几天，听说桥要拆了，我恋恋不舍，每天朝它多瞅几
眼，又用手机拍下它的日常光影。
2021年，我出了一本书。寻常百姓的写作，那些散淡

文字的灵感，有锅台炒菜时的偶得，闲读时的启迪，旅途
中的感悟，独坐书案时的灵光一现。淡淡果绿色的封
面，把看似写法随意、主题漫杂的篇章集中在一起，却是
关乎一座城的古意和光泽，一个人的筋络与纹路。
在那个初冬的早晨，我竟然拥抱了一棵古树，就

像孩童拥抱着亲人。一棵古树，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它就站在那儿了。似乎能够触摸
到它的呼吸，感受到汁液在躯干里涌动。
2021年，我还去外祖父生活过的小镇住了两天。

外祖父是一个普通的人，和许多人的祖辈一样，给孩子
们带来庇护和快乐，等你长大时，他已经老了，在某一
天走了，猝不及防，让我们来不及回忆。怀念一个人，可
以去他曾经生活、生长的地方走走，那个地方有关于他的
印迹、色彩、建筑，以及那个地方还依然生活着的普通
人。这样，就可以为怀念找一处草木葱茏的背景。
走一段石板路，循着老墙的青苔，在旧院落里，碰

到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听他说话的腔调，看他推门走
路的姿势，两个熟人之间打招呼，所说的方言是否与外
祖父相似。在时光倒流的黑白小镇，有一种沧桑感，走
在街上，坐在小餐馆里，看看那些菜，有几样是外祖父
为我做过？
去那小镇上住两天，提醒我不要把故人忘记，感受

他们的过往，从哪里来，又到哪儿去了？
2021年，我与谁同坐过？那人说过的话，有时还

会想起。在一次聚会上，一个诗人喝醉了，他对我说，
如果有条船，想溯流而上，去看看一条大江的源头。他
想知道，生命从何而来，又往何而去？寻梦之旅，水道
将会变得越来越窄，两岸古木青藤，石上滴露。溯流而
上，有着千年的美感，落下风帆，奋力摇桨，拉纤背舟，
去向往的地方。诗人说，那是江的源头，人迹罕至，洁
净与超然，脱于尘世。
朴素情感，是真挚的，自然、清新，它不矫情，亦不

修饰，从内到外皆本色。
2021年，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碰见过一些矫

情，也见识过一些浓烈感情，而遇见最多的还是无数寻
常人之间的朴素情感，淡淡的，总是那么令人难忘。

题图摄影：苑思思

给你一座冰城

素 素

老眼读诗（十二）

诗的叙述时序
聂鑫森

2021年的朴素情感

王太生

家园（中国画） 蒋云龙

鲁迅的饭局中，一般“同”是一
齐去吃，各人出各自的钱，AA制；
“邀”则是请客。

1915年的这次饭局，用了“同”
字，可见是一顿费用自理的工作
餐。陈师曾（1876—1923），江西义
宁人，名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湖南巡
抚陈宝箴之孙，诗人陈三立长子，陈寅恪
之兄，“诗书画印”才擅四绝。

陈师曾与鲁迅是南京水师学堂的
同学，东渡日本的同行，教育部的同事，
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鲁迅日记中陈师
曾出现了75次之多。

1898年，22岁的陈师曾考入南京江
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和鲁
迅成为同班同学。三年后，鲁迅、陈师曾
于1902年同去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鲁迅是公费，陈师曾是自费。东京弘文
学院是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
语的学校，鲁迅与陈师曾同住一个寝
室。1912年，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
培的邀请，鲁迅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接
着随教育部北抵北京，任佥事兼社会教
育司第一科科长。1914年，陈师曾也受
聘到北京任教育部编审员，从此他们在
一起共事了十年。陈师曾生于1876年，
比鲁迅大五岁。他们在教育部共事期
间关系密切，但工作方面的合作似乎只
有一次，即1914年6月2日，“与陈师曾
就展览会诸品物选出赴巴拿马者饰之，
尽一日”。这个展览会全名叫全国儿童
艺术展览会，会址设在教育部礼堂等处，

展出字画、刺绣、编织、玩具等，鲁迅作为社
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直接负责这项工作，
展出期间还常到那里值班。展出结束之
后，教育部派鲁迅、陈师曾等再次对展品进
行审查，从中选出104种，参加为庆祝巴拿
马运河建成而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
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鲁迅和陈师曾之间的私交，最多的是
共同游览古玩市场，购买碑帖拓本、古钱币
等。1914至1923年间，陈师曾和鲁迅先后
17次一起“游小市”“往留黎厂”（即琉璃
厂），另有18次互赠文物。北京前期，鲁迅
在抄古碑、辑故书、读佛经，而当时陈师曾
的诗书画印俱佳，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名气。

书法方面。鲁迅对陈师曾的书法是
很重视的，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请陈师曾
给他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题写书
名。那是1909年，周氏兄弟得到蒋抑卮的
资助，在日本东京翻译出版了两册《域外小
说集》。设计封面时，鲁迅引入了篆体。因
为他认为“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
为此，他特地找到同乡好友、著名书画家陈
师曾题写了小篆书名，书名依照《说文解
字》右起横写：“或外小说亼。”书法显得圆
润秀挺，下端标第几册，极优美。“或”是
“域”字的篆书简体，“亼”是篆书“集”字。

43 深厚的友谊

作为茶具，紫砂壶的优点有很
多，如泡茶不走味，盛暑不易馊，茶
水纯郁芳馨；耐热性能好，寒冬时
节注入沸水而无炸裂之虞，还可文
火炖烧；传热缓慢，端提不烫手，对
嘴不烫口；造型简练大方，风格超
凡脱俗，使用越久，色泽越发光润古雅，
韵味越发深厚沉郁；历代文人雅士参与
设计和书刻铭文，使其更具有艺术价值。

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是中
国第一部宜兴紫砂壶专著。作者认为
紫砂壶是最好的茶具：“近百年中，壶
黜银锡及豫闽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
远过前人也。陶曷取诸？取诸其制，
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他
还特别强调紫砂壶中的名家作品在当
时就具有很高的价值：“至名手所作，
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
土与黄金争价。”

认为紫砂壶是最好的茶具，不独周
高起一人之见，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多有
同感。如冯可宾的《茶笺》说：“茶壶陶器
为上，锡次之。”文震亨的《长物志》说：
“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
汤气。”李渔的《杂说》说：“茗注莫妙于
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是人而知之
矣。”日本奥玄宝的《茗壶图
录》也说：“茗注不独砂壶，古
用金银锡瓷，近时又或用玉，
然皆不及于砂壶。”

紫砂壶受到人们的关注
和珍视，是中国茶文化和茶具

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由于深厚
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饮茶之风起
始，就被注入强烈的文化意蕴，继而，也在
茶的种植、采摘、加工、冲泡、品饮的过程
中，凝聚起道德和美学意识，并逐渐程式
化，形成一种具有独特的民俗礼仪特征的
象征艺术。茶具作为茶饮形式的载体，也
理所当然地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派生成对
茶文化系统本身发展和演变具有一定影
响与推动作用的次生文化。没有茶具，就
不会有茶饮的文化品位；没有茶具的发
展，就不会有茶文化的丰富提高。宜兴紫
砂壶作为中国茶具的精华，引导着茶饮形
式在民族文化的艺术殿堂中蓬勃发展，折
射出华夏文明的光辉。
紫砂壶盛起于明代，有其深刻的思想

文化背景。明代，思想继宋代程朱理学之
后，发展出王阳明的心学，在中国学术思想
史上，被称为新儒学。这个学说集儒学的
“中庸、尚理、学简”，释学的“崇定、内敛、喜

平”，道学的“自然、平朴、虚无”为
一体。在艺术上，主张以自然为
美。具体反映在茶具上，明人要
求平淡、闲雅、稳重、自然、质朴、
收敛、内涵、简易、蕴藉、温和、敦
厚、静穆、苍老……

78 紫砂壶受珍视

楼村的厕所基本就是路口和
胡同口，散布着几座旱厕，也可以
说是楼村的公共厕所，有的有房
顶，有的就露天，坑位之间有高一
米左右的隔板每个坑位的长方形
便坑下面，是一两米深的粪坑。夏
天高温炎热，拖着尾巴的大白蛆到处乱
爬，叫人无法下脚。有时上厕所，就轰的
一声飞起无数只苍蝇，直撞脸，无法驱
赶。夜晚，厕所里蚊子直往脸上撞，叮咬
得满屁股都是疙瘩。冬天又是寒风刺
骨。刮风下雨时，厕所里脏水四溢，臭气
熏天，进厕所就更是胆战心惊。挨着厕
所的人家到了夏天都不敢开门，有的人
家就在自家院子里一个角落用碎砖头
垒一个一两平方米大小的厕所，又低又
矮，头都抬不起来，还有最简陋的厕所，
是用玉米秆、芦席、破塑料等围起来，挡
住下半身，将就着使用。二侉子有一次
喝多了，掉进粪坑，尽管洗了又洗，一连
多少天他身上都是臭的，让二侉子体验
了一把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受。还有
一回，也是二侉子，那天下了好大的雨，
他闹肚子，一天去好几趟厕所，二侉子
拉稀，反冲力把粪水溅得屁股都是污
水，二侉子狼狈不堪地跑回屋里，让媳
妇帮他洗屁股，遭到媳妇一顿奚落。还
有一回，三驴子闹肚子，匆匆忙忙跑进厕
所，迎头撞见一个女的，三驴子瞬间红了
脸，以为自己进错了厕所。转身赶紧往
外跑，然后出来外面一看，明明写着男厕
所，没错啊。那个女人出来之后，低着头

解释了一下，说女厕所太脏，进不去人了，
才进的男厕所。三驴子在背后冲那女人做
了好几样儿的鬼脸。这几年尽管推行厕
所革命，但依然没有彻底改变农村厕所
脏臭的问题。

马上就要搬家了，年轻的男男女女除
了对楼房的憧憬，还有对改善厕所的期
待，恨不得明天就搬进楼房。宝明说，等
搬到楼上住了，就不会再有上厕所的尴尬
了。这时候，徐三姑从厕所里出来，一边
左右看裤子是否沾了脏东西，一边说，宝
明啊，我家分的房子楼层太高，不适合我
们老两口子住，我要求调房子。宝明说，
抓阄分房的方式和方案是全体村民通过
的，没抓到好楼层也别纠结，你家不是两
处楼房吗，一处老人住，一处年轻人住。

不行，我就要两处房子在一起，老的小
的好互相照应，这也体现村委会的工作人
性化啊。宝明说，那你当初为啥不把两处
房子合并抓一个阄，你自己分着抓的，我也
没办法。两人正说着，双庆的父亲于世林
老爷子绷着脸来了，宝明，我们那栋楼抓阄
结果太离奇了，下三层都姓于，上三层都姓
李，我老于家不能让姓李的踩着压着啊。

宝明很是惊讶，又一想，是不是老于
家人成心捣乱呢？

24 厕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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