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戊寅虎年，我出校门不到三载，在鄂
西南宜昌工作。大学毕业，分配到拥有上市国企
的猴王集团，我以为从此铁饭碗在手，吃喝不愁。
然而，新旧世纪之交，并非流行歌曲所唱的“羞答
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猴王
集团，同众多长期严重亏损的大中型国企一样，正
避无可避、痛不可挡地走向历史终点。工资三天
两头迟发，尤其是这个戊寅虎年，死老虎、纸老虎
啊！工资拖半年都没着落，同许多人一样，我痛骂
着，咬牙切齿，骂完又沉默。因为，不知道该骂谁。
但不论怎么骂，粗衣简服、素面朝天的我心里总有
一份底气，或说虎气：怕甚，读了一肚子书，我正风
华正茂，我正眉似春山，且待后话！就在彷徨但决
不沉沦的莫名倔强中，肚子咕咕叫，咋办？借，借
钱吃饭，发下工资再还。可何时发工资呢……烧

脑，先去找有影碟机的同
事看部好电影去哦！真的
是青春无敌。

然而，无敌青春里的
戊寅虎年，并不是死老
虎、纸老虎，而是凶猛的
伏虎！是岁夏，长江流域
出现百年一遇的全流域
型特大洪水，湖北簰洲湾
决口，浊浪中当 7岁的小
江珊死死抱树 9小时，终

于等来救援，无数国人为之泪目！距此三百多
公里的上游宜昌市，同样危机四伏。“兄弟，我们
这儿实在受不了，请拉我们一把！天大的困难
顶一顶，清江的洪峰万不可再叠加到长江上
来！”这是当时位于长江最薄弱处荆江边的荆州
防总工程师，对位于宜昌市的清江公司水调中
心主任的恳求，素未谋面的他们彼此支撑守
水。清江，是长江出三峡后的第一条大支流，山
洪暴发时一小时可涨水6米！汛情猛于虎！负
责宜昌境内长江、清江等防汛重任的古夷陵民
众同样众志成城，即使是走向破产边缘的地方
国企猴王集团也毫不犹豫上阵。工资欠发但热
血不缺的猴王人迅速行动，积极参加全市统一
指挥的抗洪。留在大后方的我们，一边揪心江
水上涨，一边为何时能发工资而心忧，突然噩耗

传来：猴王集团派出的两名青壮职工，勇战洪
水，牺牲在抗洪一线。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

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这是传唱至今的抗洪
主题曲，那场军民同心的力挽狂澜，最终以人类征
服自然灾害的伟大壮举和业绩载入青史；濒临破
产的猴王集团派出的两名勇士，亦双双被评定为
烈士。同事们无不为身边的英雄感到自豪，也在
唏嘘中为他们的妻儿老小略感欣慰……心下，我
也更觉这虎年的“猴王”，有种特别复杂、特别难言
的意味。的确，从“猴王”走出的两位烈士，并非什
么挟山超海、神通广大的美猴王，但在我心目中，
在“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的时代
洪流中，他们真的是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勇猛出战
的威风虎！
戊寅虎年，此起彼伏的国企“下岗潮”所激起

的滔滔大浪，就这样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
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九八抗洪
精神”一起，双螺旋纹样扭绞、依偎着，刻在我的生
命里，带着一股虎气。
且住，且住。一别国企多年，一别宜昌多年。

在莫名的虎气催育、见证下，我变成了一个写作者。
24年后的2022年，又逢虎年。元旦那天，我

在写作，晚9时31分，给朋友发一条微信：“刚放下
电脑，写得什么都忘了，带劲！在另一个世界遨
游！才吃完（晚）饭。奋斗的元旦！创新的新年！”

这么带劲，写什么呢？写一位出生于丙寅虎年的
主人公。
他叫王群，是一位被人民记住的历史贡献者，

一只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都誓扫一切困
难的下山虎。他是新四军老战士，英勇参加过中
原突围；1949年夏，他所在部队奉命开进解放大西
南的战场，他和战友们血战宜昌，解放古夷陵。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群转入地方工作，20世纪
70年代，他重回故地，主政宜昌地区。就在深入主
人公在宜昌的工作经历时，我尤为入迷。比如，他
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指示，带领广大干
群“大办农业，大办粮棉”，几春秋苦干、实干，使曾
经饥饿的宜昌农业连年丰收，粮食总产量不断增
长。特别是他负责的宜昌地委鼓励、扩大洋芋和
苞谷种植，在峡江大力支持治山造林，大搞绿化，
大抓山区柑橘事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我的脑子一激灵，眼前豁然开朗：他们的付

出、努力，至少曾给20世纪末苦恼多多的我增添
过诸多快乐啊！所以那时的寒冬，我能在宜昌大
街小巷，随处吃到热乎乎的美味“炕洋芋”，吃到香
甜多汁、他处难求的高山苞谷；心情不佳时，推窗
即望见满坡洁白、细碎的柑橘花，在幽香中让诗梦
重归；上船就可欣赏峡江红叶，两岸绣绿，胸怀为
之一阔……有些漫浸生命、底色般的好，需要时间
和历史来梳理、诠释。是的，直到走入红色历史，
走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探访其中一小

径——王群的心路，我才在主人公忠实践行中国
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强光下，发现或说
找到一条从现实进入历史，再从历史回到现实的
阳光通道，它串起诸多前因后果，让历史在我的眼
前不断片、不再有“堵点”，让我经历、触摸过的那
些时空浑然成一体，如江流般畅然、生动。
大国之大，定有大国之重。当时代的灰落在

个人的头上，的确是一座山；若遇此山，我们得设
法打开通道，而我打开的是一条红色通道，沿着
它翻越这山，我发现一个更阔大、长风浩荡的新
世界……曾经的时代之惑、之痛，如落叶纷然而
下。新的惑和痛，又在渐生渐长。但有什么关系
呢？我在写虎年故事，新的故事。当红色之光照
进现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
壬寅虎年，“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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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属虎，小时候我妈就说，
属虎的，干啥都应该虎虎生风，
别总悄没声息地溜边儿。我也
一直觉得愧对这个属相，在很
多事情面前不像个虎，倒像是
条黄花鱼，爱溜边儿，也像个旧
时的大姑娘，爱羞涩。比如合
影，想找我容易也不容易，最边
上的或者最后排只露出半个脑
袋的，八成就是我了。比如遇
到一些好事，大家都勇往直前，我却脸热
辣辣地发烧，低下头羞于向前。一次喝
酒，有个朋友说，你得像只虎一样，该勇敢
地往前挤就往前挤。我表态说，是的，以
后我一定勇敢地往前挤。可到了事情上，
溜边儿的依然是我。
倒不是件件事儿溜边儿，有些事情我

是挺显山露水的。小时候打群架，很多人
后撤了，留在前边往前冲的却是我。成年
了，遇到一些不该成熟的人干的事情时，
留在前边的依然是我，傻里傻气地挺胸面
对。这与性格有关，与骨子里的秉性有
关，是件没有办法的事。
属虎的，自然对虎关注得多一些。记

得三十岁左右时，随本系统的文友们去云
南采风，在西双版纳发现了十分抢眼的木
雕老虎。木雕是当地的手工艺特产，材质
是红木的，手工精湛。有只木雕老虎大约
三十厘米长，形态是下山猛虎，威风凛凛，
栩栩如生。同行的师老师花八百多元买
了一只，回去送给他属虎的儿子。
他对我说，你是属虎的，也买一只

吧。当时我的工资才二三百元，觉得贵，
就没买。二十多年后与师老师再相聚时，
又提起这只老虎，我说太贵了，师老师斜
了我一眼说，属虎的，咋还考虑那么多？
我想想也是，属虎的，就该像只老虎，见了
喜欢的就来个饿虎扑食才对。前怕狼后
怕虎，恐怕会错过许多美好的东西。
抖音上都说今年属虎的好运连连，难

免令人心情舒畅。想想本命年过了好几
个，这一轮临近退休，感慨与那几轮自然

不一样。上
班时一直盼
着这一年，这
一年真的到
了，又有一种
莫名的悲哀
感，毕竟即将
步入退休老

头儿的行列，尽管现在对年轻与衰老的界
定有许多令人愉快的说法，但怎么说60
岁也不算太年轻了。
按愉快的说法想下去，虎年开始，希

望自己有一个蜕变，写小说要有一个新的
起点，生活要有一个新的样子，不用考虑
什么脸色了，什么荣誉职位没有你呀，什
么职称落选了……这些失落将一扫而光，
顿感一阵轻松。
还是谈谈老虎吧，自然界的老虎是猫

科动物，身躯雄伟，形象威严，皮毛斑斓，
在它生活的区域内没有敌手，被誉为山林
之王。人类借助虎威，把帝王居住的京城
叫“龙盘虎踞”，就连自封的山大王，也在
座位上铺一张虎皮。帝王调遣军队的信
物叫“虎符”。平头百姓也喜欢给小孩买
虎帽、虎鞋，送布老虎，起名字爱用虎字，
夸孩子用虎头虎脑这样的词。虎还是极
聪明的动物，古人把打灯谜称“灯虎”，意
思是说猜谜像打虎一样难以打中，把善猜
灯谜者称为“打虎将”。直到今天，有些地
方仍然流传这种叫法。
我居住在东北偏西南的位置，虎中体

型最大的东北虎就在东北最东北边的山林
里。说起来我离虎也不算远。虎年谈虎，
一些与虎有关的词语就从眼前跳将出来：
什么龙腾虎跃、虎虎生风、望虎生畏、虎头
蛇尾、狐假虎威、为虎作伥、马马虎虎……
说到马马虎虎，有点感慨，我这人看

似中规中矩，骨子里却是个马马虎虎的
人，因为马虎错过了一些好事。记得当时
在工厂上班，独生子女有一笔补贴，只要
到厂工会生活部登个记，就能把这笔钱领
到手，孩子都挺大了，我压根不知道这个
事，自然也就没领过。这也就成了我的一
个把柄，时常被妻子敲打敲打。一次在
“12306”上给妻子买火车票，本要买周五
的票，我却买成周六的。妻子拿着身份证
过不了检票口，只能去售票窗口改签，本
次列车的票又已经售完，搞得妻子无奈回

家，自然少不了一番奚落。记得
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我去沈
阳的省作协开会，回家时，在沈
阳北站售票处买了一张车票（那
时还没有电子车票，也没有购票
记录），一只手捏着车票走，走到
候车室二楼的露天过道时，一阵
风刮来，手一松，车票随风刮下了
楼，我冲到栏杆处，眼见着一对男
女俯身捡起了那张票。我冲他们

喊，票是我的，然后转身，狂奔下楼。到了下
边，那对男女不见了，我的那张票也没有找
到，只好去售票处又补买了一张。
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的

地位，“风从龙，云从虎”，虎是权力和勇敢
的象征，代表着一种龙腾虎跃的精神气
势。我不大喜欢权力，却崇尚勇敢。
我妈也属虎，屈指算来，我妈若是在

世，也已经是96岁了。我妈是个平静如
水的人，平生无其他嗜好，只爱读书，遇到
再高兴或者再悲伤的事情也是一脸平静，
不见大起大落的悲喜。我爱读书，进而写
小说，也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虽文静，
却总是鼓励我要做一个勇敢的人。记得
小时候，我随我妈和几个邻居，去郊外秋
收过的田地里捡地瓜，那年代粮食金贵，
翻过的田地里所剩无几，找到一个地瓜很
费时间，地瓜又太诱人了，不知不觉间天
就黑了。往回走时要路过一片坟茔，天亮
还好说，黑灯瞎火的就有些骇人，临近了，
大家都停步不前。我妈对我说，你是属虎
的，你怕个啥？我觉得我妈说得对，就大
起胆子走在前边，引领大家走过了那片凶
险之地。后来长大成家住楼房，楼上的人
家出租，租客是一群打工的小伙子，半夜
闹起来不胜其烦，妻子也说，你属虎的，怕
个啥？我立马气壮如牛，去了楼上评理。
想想这辈子的勇敢都是小勇敢，做一

些威武不屈的事情才是大勇敢。虽没做
过，心向往之。当努力，当自强，当不给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丢脸，当不给这
个属相丢脸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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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虎年，却胆子小，每历虚惊之
后，总会内心自愧，辜负了这个王者的
年份。作为一个作家，对人对事喜欢琢
磨穷究，“何以至此”是我写小说的内在
逻辑，但对于我的胆小，捉摸不透，记事
开始便有之，似乎有着无法倒推的逻
辑，只好归于天性。
有人问起我的生肖，“大猫”冲口

而出，搞得别人愣半天才回过
神来。我母亲说，大概是被父
亲讲的那些睡前故事吓坏
了，小时候一旦提到老虎二
字，我就会哇哇大哭，所以老
虎在我们家一直被叫作大
猫。那些睡前故事很简单，
讲的是父亲少年时跟随大人
去深山打虎的一段历险。故
事重复来重复去，情节会随
着父亲当晚的兴致和精神状
态有所加减。在父亲的故事
里，老虎的眼睛有着手电筒
光一般大，绿莹莹，它叼起摇篮里的婴
孩，从窗边经过，脚步声把人的耳朵都
震聋，它甩着长长的尾巴，把门口菜园
的篱笆扫得稀巴烂。在故事的结尾，
总会讲到人们将打死的老虎抬回村
里，需一二十人才能将它抬起来，就像
抬一辆东风牌卡车一样。父亲讲这些
故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那间1974年
的老屋。
老屋挂在偏于城市一隅的半山腰

上。我出生56天之后就搬进了老屋，
一直住到念书才得以搬离。父亲是大
学的文科生，因为“华侨”出身的成分，
毕业后被支边到地质队工作，在广西十
万大山之间颠沛辗转，老屋是他与母亲
结束两地分居后第一个真正的家。虽
是陋室，但终究是一家齐整了。老屋两
居室，瓦片屋顶，水泥地面，门口搭着简
易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在当时居民生
活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并不算特别
窘迫，但因为左右无邻，显得尤为孤
寒。屋前是母亲用篱笆围起来的一个
小菜园，种些平常小菜贴补家用；屋背
后是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父母常常背
着些松枝柴火从那里下来；左边是地质
局一个大大的实验室仓库，从窗子里看
进去，灰扑扑的玻璃试管、瓶瓶罐罐常
年躺在架子上；右边是空旷的山野，走
十多分钟才会看到一个废弃的“军队训

练营”，偶尔能看到有士兵在那里训练，
鬼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父
母也没指望他们来保护我们家。所幸，
在老屋的坡底下，有几家居民，夜晚，看
到脚下星星点点的灯火，才不至于害怕。
搬离老屋，我们住到了单位的宿舍

楼，这才有了市井生活的感觉。有了抬
脚就能串门的邻居，阳台上种起了赏心

悦目的鲜花。我也有了自己的床和书
桌，睡觉前，我自己看书，入梦前，书本滑
落枕边。因为宿舍楼靠近北山公园，夜
深人静时，能隐隐听到公园那只老虎的
咆哮声。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不再
害怕老虎，躺在暖暖的被窝里，听到那声
音竟然觉得凄凉。不害怕的原因还在
于，我时常跑去北山公园玩，认识那只
咆哮的老虎。那是公园里唯一的一只
老虎，身形并不像父亲故事里的那么雄
壮，眼睛也没有手电筒光般大。人们围
着它看的时候，它就在笼子里转来转
去，一声不吭，好像总是在寻找一扇出
逃的门。调皮的小孩用食物扔到它身
上，它也不发威，只是甩甩尾巴躲到另
一边去。我不怕它，敢跟它的眼睛对
视，就像是在看一双猫的眼睛。它在深
夜里咆哮的声音，总会让我难过，心下盼
望它能快快找到那扇门，勇敢一跃，回归
自由广阔的森林。
工作后，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到了

更大的城市生活。有一年回家探亲，陪
父母聊天，忆苦思甜，兴致起，爬到那座
久违的山腰上，竟然看到老屋还在。房
地产还没来得及开发那一片区域，让它
空荡地闲置到了新世纪。野地里孤零
零的一间旧屋子，想象一下，在乌漆嘛
黑的夜晚，父亲在里面给一个几岁大的
女孩讲老虎的故事，怎么会不害怕？我

问学历史专业的父亲，肚子里明明装着
那么多历史故事，为什么非爱讲这种毫
无根据的老虎故事？事实上，很早以前
我就已经能判断出这些故事的虚假
性。仿佛被人翻起某个不堪的旧账，父
亲尴尬了，承认那些故事都是自己不经
大脑的随口胡诌。那个时候，为了能离
开地质队，为了使我们尽快搬离这间孤

寒的老屋，父亲跟很多创业的
年轻人一样，每天疲于应付工
作之余，还耗神写作谋求改变
命运的机会，哪里有多出的精
力重新编织睡前故事？彼时，
我已深谙谋生之不易，迅速感
同身受，进而又想到，一贯瘦
弱的父亲，偏要去虚构一个亲
身打虎的英雄故事，是否亦需
在那些暗夜里为自己壮胆？
我似乎倒推出了我胆小的天性
源自父亲的基因。母亲却坚决
不认同，她说，父亲是个勇敢的

人，在老屋住的那些年，父亲总共捕捉了
二十多条威胁到我们居家安全的蛇。实
在难以想象，父亲一介书生，多愁善感，
甚至在我看来是胆小怕事的，竟曾有过
那么多次的临危之勇。然而，在成年之
后得知父亲的这些勇敢，却并未引发我
的感佩和骄傲，更多的是唏嘘和感伤，甚
至希望这些勇敢从未发生过，一如父亲
虚构过的打虎故事。
进入本命年，不时反躬，我这只大猫

依旧胆小，但已不再对此纠结。人到中
年，品嚼世事有了自己执拗的角度，在我
看来，勇敢的背面不是胆小，勇敢的背面
是被庇护，被爱，被尊重。我感激并庆
幸，我这只大猫活在了勇敢的背面。

作者简介：黄咏梅，广西梧州人，现

居杭州，浙江文学院副院长。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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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威武不屈的事情
——虎年谈虎

李 铁

虎年故事
郭海燕

大 猫
黄咏梅

虎年作家笔会专版

这些话李桂林以前没说，现
在本来也没想说。但是，要是再
强词夺理，这个场就没法收了。
把冒着热气的汤碗往火塘边一
放，李桂林十指交错放在膝盖上，
让涌到嘴边的话稍作停留，徐缓
吐了出来：山上是什么状况，我最先也
没想到。说个最现实的，连这间床也
是我找石头砌成床脚。不能怪人家考
虑不周到，村里人晚上都睡地上，吃饭
也在地上。再说个现实的，你现在坐
的这根板凳还是我从教室里搬来的。
我一个人怎么都能对付，别人可以蹲
着吃饭我也可以，何况我还有一把改
作业用的椅子。说到吃饭，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我可以比村里人吃得更简
单。比如煮洋芋，我一顿吃五个，下锅
时就是二三十个，这样一两天甚至两
三天的伙食都有了，省柴又省时。老
鼠猖狂，经常跟我抢陈饭，我就把吃剩
的东西拿锅盖盖住，锅盖上压块石
头。没占到便宜，它们也会报复，桌上
的碗被直接掀到地上，头个月摔一个，
下个月又是一个。本来就只有两个
碗，还是刚来时村支书送的。这一来
就成了问题，总不能天天吃烙饼，顿顿
烤洋芋，连粥也不吃一顿，汤也不喝一
口？要说二坪人是真的好，家里杀了
鸡煮了肉总要来请，你要实在没去，脾
气犟的非得精挑细选盛一碗来，话还
说得滴水不漏：坏掉倒掉是你的事，千
万不要伤了我的脸！有时是真忘，有时

是假装忘了，这才攒下这几个碗。至于
筷子，山上到处是竹子，拿刀一砍一剖一
划拉就是一大把……

只顾自己说得痛快，李桂林竟没看
见，陆建芬又滴滴答答掉起了泪。待他
发现，说过的话已和掉在地上的泪一样，
再也回不去了。李桂林的惭愧和自责比
刚才又深了一层，要不是心里伸出来一只
手拉着，他说不定就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说了也好，纸包不住
火，该来的迟早要来。即使以前说了假
话，或者没有全部说真话又怎样？即使来
者不善，非要上纲上线又怎样？要杀要剐
我可以忍了认了，可以嚼碎了牙齿往肚里
吞，但是我心不亏，我坐得端行得也正。
反正你也要下山去了，给你说这些，就是
想让你走得心安理得、了无挂碍。以前能
过，以后我也能过。卸了思想包袱，断了
痴心妄想，没准过得还要轻松些……

李桂林的眼睛一点点由浑浊变得清
亮。看着盯着门外发呆的妻子，他尽量把话
说得柔和：收拾一下，我送你和威儿回家。

陆建芬慢慢把目光收回来，钉在他
脸上：我好久说过今天要回去？

李桂林犯起糊涂：你……不走了？
我好久说的不走了？陆建芬语气淡然。

38 惭愧和自责

《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薛
蟠在酒宴上说他看到一幅“庚黄”
画的春宫画，“真真的好的了不
得”。众人听了都不知“庚黄”为
何许人，最后还是贾宝玉猜到了，
薛蟠是将“唐寅”看成了“庚黄”。

唐寅自幼性格不羁，有“吴中俊秀”之
称，曾自称“江南第一才子”。他又与文徵
明、祝枝山、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
他住在苏州城北桃花坞，故自称“桃花坞
主”，曾作《桃花庵歌》，自比采花仙人。29
岁时乡试第一，人称“唐解元”。会试时因
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革黜，从此绝意仕
途，游历名山大川，致力于绘事。

唐寅一生爱茶，与茶结下不解之
缘，曾写过不少茶诗，还留下《琴士图》
《桐荫品茶图》《事茗图》等意境优美的
茶画佳作。苏州唐寅墓是一处规模较
大的建筑园林，包括闲来草堂、六如
堂、梦墨堂、墓区、神道、牌坊等，其中
闲来草堂后来被辟为茶室。
《事茗图》是唐寅的一幅山水人物

画，描绘了文人学士悠游山水间，夏日
相邀品茶的情景。画面上青山环抱，林
木苍翠，溪流潺潺。参天古树下，有茅
屋数间，屋里一人正聚精会神地倚案读
书，书案一头摆着茶壶、茶盏
等茶具，靠墙处书画满架。边
舍内，一童子正在煽火烹茶。
舍外右方，小溪上横卧板桥，
一老者策杖缓步来访，身后一
书童抱琴相随。作品表现了

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人物神态生
动，环境幽雅。画尾有画家用行书自题的
一首五言诗：“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赏持。
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道出在长夏之
日，自以饮茶为事，虽有恰情惬意，但也带
有点点愁思。这是画家本人和同类文人
隐迹山林、瀹茗闲居生活的真实写照。这
幅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的唐寅
《桐荫品茶图》中，也绘有茶壶、茶碗、茶
炉等茶具，都是当时文人饮茶常用的。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字徵明，
以字行。他与唐寅同岁，两人16岁订交，关
系甚密，后来唐寅还拜他为师。文徵明年
少时欲求取仕途，但屡试不第。曾荐授翰
林院待诏，不久，即致仕归田。毕生致力于
诗、书、画，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画坛高
手。他的绘画，山水、兰竹、人物、花卉兼
长，其中山水尤精。画作有粗笔和细笔两
种风格，均极具韵味。书法长于行书与小

楷，以小楷更佳，法度谨严，颇有
晋唐书风。文徵明高寿，活了近
90岁，流传下来的作品也较多。

文徵明对茶的喜爱和对茶
具的重视，可从他画的《惠山茶
会图》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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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这天，晨曦微露，宝明早早就在
喇叭里不厌其烦地广播，各家各户注
意，请大家务必抓紧搬家进度，准备带
走的东西，都打好包，放到各个胡同
口，不带走的物件不要乱扔，放在自家
门口，回头统一由收废品的收走……

十几辆橘黄色的搬家车，缓缓开进
了楼村。住了一辈子老宅的于世林，在
八十多岁的高龄面临第一次搬家，可以
说是在留恋不舍中矛盾着、纠结着。老
宅子即将不复存在，看着很多堆在家中
经年不用的老物件，记忆一点儿一点儿
被唤醒。此刻，他甚至有些痛心，这样
一个村庄，这样一个家，就这样即将消
失。他一遍一遍地翻看、检查，生怕漏
了啥东西，把各类物件分门别类地放进
各种规格的箱子里。

双庆说已经把被褥打包，最后的生
活用品也已经收拾妥当。他对爹说，以
后住楼房了，您这些破旧的东西不能要
了，要了也没处放，总不能让咱家楼房
还照样是垃圾屋吧？于世林撅撅胡子
说，看看这老盐坛子、醋罐子，都是你爷
爷留下来的；老梳头匣子是你娘带来的
陪嫁；老木锯、老刨子，那是我年轻时干
木匠的用具；锄头、铁锨、洋镐，都是我
年轻出河工时的用具，跟了我多少年
啊；还有那一对儿老箱子，那个老槐木
板凳，都是你爷爷留给我的，为啥要扔？

双庆说，住新房了，我买了一色的新
家具，这些物件摆在一起太难看。于世
林，我自己爱看就行。父子俩争执不下，

于世林不言语了，把他喜欢的老物件一件
一件地往外搬，放在需要搬走的这一堆东
西里。双庆趁老爷子进屋拿别的东西，就
把老物件扔到确定要丢弃的那一堆。

于世林搬着一个三条腿的凳子出来
了，一看那些物件被双庆挪了地方，气冲
脑门子，跟双庆发火，我的东西我舍不得
扔，你要扔也得等我死了再扔。

这时，宝明来了，见父子俩为丢弃老
物件而争得面红耳赤，就掺和进来说，双
庆啊，四爷喜欢的，舍不得扔掉的东西，
你就都弄到楼上去，有的可以放到阳台
上。双庆没办法，只能依着老爷子，皱着
眉头帮着把那些陈年老物搬出来。

报社记者和扛着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
在村里来回穿行，不断地捕捉着一个个楼
村搬迁过程中的瞬间。记者见于世林脸色
非常难看，就凑过去说，您好，要住楼房了
应该高兴才是，来来来，您把身上的灰土掸
干净，站在门口这儿，我给您照个相，留个念
想。于世林绷着脸，撅着嘴，拧着眉倚在门
框上，一绺白发搭在鬓角处，肩膀上还有一
片灰土。记者拍完，仔细看了看，很高兴地
说这张照片可以投给《大众摄影》。当于世
林扫视着院子各个角落的时候，一眼瞥见柴
房里那口棺材，心里骤然疼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