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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话

第五〇〇七期

八十忆旧

你若问春在哪里？我只会告诉你，春
色无边。

你若一定要追问，我也只能告诉你，
春在我的佳园。

佳园毗邻北京西站南路之东。春天
来了，佳园恰是春之家。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这

是《诗经》中的小园。我喜欢《诗经》，也喜
欢《诗经》中的小园，更喜欢我所居住的现
代佳园。《诗经》中的佳园有萚和楮树，或
者紫檀，我所居的佳园有草坪、松柏、杜
仲、枫、玉兰、樱花、碧桃、迎春、海棠、蔷
薇、月季、牡丹、麦李花和二月兰……春天
来了，草坪茵绿，百花纵苞，林荫之下，花
木之中，莺鹂啼晓，鹊鸦唱晚。

然而，光有这些还不能够称为现代佳
园，还必须有现代生活的要件。比如互联
网，比如运动场地、社区便民服务的各样
功能，等等，让现代人生活在其中即具有
一种强烈的现代感。

如此美丽的现代佳园，我不光爱它，
我常常用心去感受它。爱它看得见的，感
受它看不见的。比如人心的春天，人性的
春天……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常常在佳园的林
间徜徉，玉兰树最先摇落早春的寒意，把
酒杯似的花蕾举在高高的枝头，酹一杯美
酒，虔祭春天，祝福春天。垂杨柳也把嫩
嫩的新芽率先递给了春光，放眼绿杨烟
外，随着晓寒渐远，麦李花淡淡地开，淡淡
地香。春雨中，静静地欣赏那一片平旷的
草地。“草色遥看近却无”，不仅是诗，也是
哲学，常常让我陷入沉思。

疫情肆虐，世界病了，春天还好吗？
佳园还好吗？

两年了，佳园人一直在细心地护卫着
自己的小园，使得佳园无恙，居民无恙。
佳园的春天并不孤标自高，她和周边许多
美丽的园区一起走进了春天。

当洁白的玉兰花开得满树灿烂，我忍不
住戴上口罩，走出了佳园。乘上公交车，穿
过广安门，穿过菜市口，穿过前门大街……
心潮也如春潮，鼓荡着，澎湃着，愉悦着。

景山后街的春风，骀荡得让人心跳；
燕山飘过来的云，悠悠然让人心安。著名
新北京十六景中的“天安丽日”“紫禁夕
晖”“左祖右社”的太庙和社稷坛，古老而
神秘的雍和宫，正气浩存的文天祥祠，以
及五四广场、北大红楼，无处不是名扬海
内外的形胜，无处不是春气采采，无处不
给人大叙事、大视角、大胸怀、大境界。

踩着春天的阳光，披着春天的风，遍
阅京城春色。顾盼之间，放眼万象，感受
春光无限。

让我感动的是陶然亭公园那题额“海
棠春晓”的小亭子间，有一位静静读书的
青年人。他面对古松，埋头读书，那么认
真，那么专心。我想，他一定正在读一本
走进春天的书，一本让他汲取足够的智
慧、引领他跟上时代的书。他应该是一个
与春天心心相印的青年，披一身春色，为
时代奋斗，激情无边，春色无边。

我似乎要陶醉了。我把酒似的春天，

斟到玉兰花的酒杯里，一盅酹天，一盅酹地，
一盅酹无边春色。
当春天如约而至的时候，蓦然回首，在我

们身后走过的路上，无不叠印着深深的脚
窝。那是我们勤劳的人民与日月和谐共存，
与天地和谐共存，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印证。

人们总想把希望的种子撒满诗意的春
天，撒在广袤的原野上。就那么一点点情愫，
就那么一点点心思，也如点点欲燃的玉兰，带
着春潮，带着春风，抖擞精神，砺志图强，以我
们中华民族特有的那种向上的传统精神，和
高涨的热情，把我们肩膀上承担的伟业做得
更加辉煌，更加理想。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这

是白居易笔下的春天。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这

是苏东坡笔下的春天。
古春为萅，为芚。从草，其“屯”也，似草

木破土而出，胚芽应运而生。所以春为青阳，
春为发生。
“春者何，岁之始也”。
“春者，天之和也”。
《礼记·月令》说：“东风解冻，蛰虫始振，

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是月也，天气下
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
“阳回大地春有脚。”古人的话说得实在

是好，春要是没有脚，怎么能够春满人间呢？
早早地，春也到了太行山。遥望故乡，

一山一坳，一草一木，枝枝叶叶，到处都是
春——哦，我的太行之春。

我以为春来的时候，会大声斥退冬天。
然而，春没有。春只是温和地笑一笑，轻声
对冬说：“我来了，你去歇着吧，这里的一切
都交给我了。”

春总是那样，春风蔼然。怪不得孔子要
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春是勤快的。当春把冬退去时忘记带走的
那一点残雪，从乡村的阡陌上、从城市的街巷
里，打扫干净之后，让人看到的，尽是春光如笑。
当春把湖里薄薄的冰一点一点沉到湖底

时，让人看到的，尽是一湖春水。
当春把一片片白云撒到湖面上时，就像

把一群群白白的天鹅赶到了湖里。
当春摆动着湖岸上的杨柳，就像少女摆

动着自己秀发的时候，让人看到的春是以春
风风人。

春真是有担当的。乍暖还寒，春赶紧把
春风在地面上铺开，还没有等到那最后一场
雪落地，就把它化掉了，就化成了春潮遍地。
沙尘暴总是与春过不去。春可真有点儿

急了，四处奔走，呐喊着，驱赶着。星光暗淡
了，天都要哭泣了，而春却奋力与风沙搏击，
拼着一个青春都不要了。

真是一个可怜的春！然而，却又是一个
多么可敬的春啊！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风沙终于败下去了。
虽然疲惫不堪，春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

春总是不失时机。春总是匆匆地，连稍
稍睡一会儿也不敢，只怕“一梦误一生”。连
脚步也不停一停，紧赶着走，像朱自清说的，
怕误了赶趟。走到哪里，就把春色涂抹到哪
里。抹到杨树上杨树绿，抹到柳树上柳树绿，
抹到园子里便是春色满园，抹到林子里便是
春色如许。春对大地也真的算是情有独钟
了。春风化雨，濡染着高高的峰峦，白白的云
缠绕着，如仙子一般神奇。
浩浩春风，苏醒了每一座峰峦；
潇潇春雨，浸润着每一道沟壑。
真是“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春天的珠光宝气。
“映阶碧草自春色”“桃李无言花自红”……
披疏疏春雨，品满园春色，世间最丰盈的

生命力，都属于春天，都赋予了春天……
收一路春色，我胸胆开张，回到我的佳园。
佳园的小径，春光更加明媚，玉兰花也开

得更加精神。
春色无边！ 题图摄影：刘佳

新时期的天津文学欣欣向荣，一片繁
荣，令人欢欣鼓舞。一批新崛起的中青年作
家成为主力，蒋子龙、冯骥才，还有航鹰、吴
若增等都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而且他们都
方兴未艾，发展势头很好，前途无可限量。
天津日报副刊编辑李传琅调入《天津社会科
学》编辑部后，约我写一篇关于天津文学的
稿子。我没有能力宏观论述天津创作全貌，只能简
略推介几位有影响的作家。于是选了四位当红作
家蒋子龙、冯骥才、航鹰、吴若增，用句号、问号、感
叹号、省略号四个标点符号来概括他们各自的创作
现状，并展望其发展方向，力求有现实性，又有前瞻
性。一篇文章，篇幅有限，怎样评论四位作家？我
想到了《阿Q正传》，鲁迅这篇小说是应“开心话”之
约，为适合栏目特点，运用了杂文笔法（尤其开头部
分），在形式上颇有特色；我能不能尝试用随笔或点
评方法来写作家论？于是写成了《天津四作家新
论》，实际上是用四则随笔组成的一篇论文。文章
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这是国内很
有影响的社科学术刊物，我这种写法，在社科论文
中，大概是很另类的。

这个杂志在文学界，尤其创作界关注的人不多，
我认为拙作不会有啥反响。没有想到，被评论的四
位作家，两人给我写了信。冯骥才9月26日来信说：
“读了你的《四作家新论》。真正的评论，可惜发表在
那么一个不起眼儿的杂志上。你给我画个问号？这
就难死我了。我生怕答卷，不使你这教授入眼。”吴
若增8月23日来信说：“拜读了你的《天津四作家新
论》，读后感是——精到！你对这四个人的总体把握
与评价非常准确！个别处，你似乎有些
‘手软’，话说得稍嫌‘委婉’（不是指说我

的话）。我很欣赏你论及我的那最末一段文字。但更
惊异于开头所引的那句《诗经》中的话：‘知我者谓我心
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很长时间里，我曾把这句诗用
毛笔抄录，置于玻璃板底下。”一篇文学评论能得到作
家这样推心置腹的回馈，正是对评论作者最大的奖掖
和鼓励，也是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最大的乐趣！
《天津四作家新论》，论的都是与我同时代的作家，

读他们的作品往往感同身受，毫无距离感。与他们相
处，写他们的评论，就像哥们儿兄弟之间，毫无顾忌，大
多数情况下，都可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上世纪进入90
年代前后，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崭露头角，我在文坛上就
有了一批新朋友，也有了新一代评论对象。

王松是我所在的天津师大数学系1982届毕业生。
他最近还说：“当年我学数学，后悔了大半辈子，本科四年
像蹲大狱，毕业时才觉得被释放了。现在我才明白，大学
不是学知识，学的是思维方式。”可见当年的大学生活没
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偏偏他又爱好写小说，结果出
版了一部小说，写的又是数学系的生活。此书很快在我
校数学系产生影响，有人认为作品是影射攻击数学系
的。事情反映到学校党委，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让我看看作品，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本书不厚，书名已经
忘记了。小说确实描写了数学系师生生活的某些消极现

象，这也是生活的一个侧面，不能以此就判
定影射什么。我看后对书记说，小说是虚构

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具体写某一学校的人和事，
跟我们学校没有关系，切勿“对号入座”。后来就
没有听说事情还有什么发展。我很赞同学校领
导这样的态度，遇到某些带学术性的问题，先征
求一下相关专业教师的意见。文艺作品思想艺
术水平的高下优劣可以讨论，这与借助作品蓄意
攻击、恶意诬陷是两回事；严格区分两者的界限，

是领导水平的体现。
那时我还不认识也不知道王松，没有想到就这样

出乎意料地与他的作品有了交集。到了1987年，《萌
芽》杂志拟发表王松的短篇小说《白月亮》，约我写一篇
短评。这个时候我才开始了解王松。读了作品，感到
很难下笔。说实话，对这样的作品，我的解读能力有
限。短评是写了，也发了，但我自知有点隔靴搔痒，没有
说到点子上。可是有一句话我想是说对了的：“当前活跃
在天津文学界的几位青年作者中，王松显然别具一格。”
至于这“一格”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现在时隔三十多年，我
可能更讲不清了。那时我已经明白，我这个文学评论作
者，再也不能吃老本，靠老马识途、驾轻就熟地混迹于文
坛。需要学习，努力了解、熟悉、跟上新的一代，也期待新
一代文学评论工作者迅速成长！
王松的中篇小说《红汞》2002年在《收获》发表，反响

很大。我在《文学报》写了一篇《〈红汞〉的“审恶”与“拷
问”》（2003年5月29日），还在2004年第1期《天津作家》
上发表了一篇综述性的文章《王松创作的“童年情结”》。
天津作协和《文艺报》编辑部于2008年4月26日在中国
作家协会十楼会议室召开了王松作品研讨会，京津评论
家十多人出席，大家对王松的创作展开热烈讨论，给予
了高度评价。我在会上作了一个“荒诞现实主义”的简
短发言。这是十多年前说的话，王松后来新作频出，近
年又有长篇大作问世，颇得好评，更得刮目相看了。

白云悠然拂过林梢。一路虽是匆匆而
过，清晨的林下，空气格外清新。公园边的
白榆树、白杨树、白桦树、白蜡树，虽没有冠
之以“白”字的，甚至那几株文冠果树，都在
打着芽苞。榆树的芽苞之所以格外明显，是
因为它的芽苞内芯虽是绿的，表皮却是紫红
色的。层层叠过，风中的表皮便泛白了。

先于堂前的燕子，回首春已来。相同的
时序里，大自然的景物并不同。西北地寒，
已是惊蛰日，还只是见树木芽苞如此。晚唐
罗隐有《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诗，立春时节，
中原一带已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
是今日。”

冬日曾经的凶险，在一抹朝阳下，已悄
悄隐没于一簇青草嫩芽旁的枯叶下。幽深、
宁谧，表现的，是心中的希望。

白杨树上的“报春芽”形似笋状，但它似
乎并不急于第一个冒芽。表体覆盖着一层白
色绒毛，手指摸上去，是那样的柔软。当你去

轻抚它时，已把春天掐在了指间，并轻放在了味蕾上。难怪会感觉它们
的内心里充满了生机，原来这些芽苞，早已是默默地经过了一冬天风雪
的洗礼。更早一些，它们在秋天里就开始孕育新的生命了。我期待着这
些芽苞快点变大，像毛笔的笔头一样，在春风里裂开缝，露出嫩嫩的叶
尖，叶子也随之慢慢地露头、伸展，给整株大树都穿上嫩绿的天衣。

感叹仿佛池塘里的气泡，大大小小，不由自主。大自然的设计真是
巧妙，也不全在灵光一闪的偶然中。而是为了能让树木赶上春天的步
伐，就提醒它们提前做好了准备。生命，总是那么生机勃勃。

枝干上有无数只眼睛的白桦树在闪烁，这些闪烁的光不全来自这
些眼睛，这些眼睛也并非全在寻找失去的金黄。有部分光来自嫩芽，嫩
芽的光，是绿色的，绿色只代表着未来。

绿的芽是一把钥匙，因此而打开了春天所有的门户。而于我，熟稔
黄，亲密无间的绿，则都有难以抑制的亲情！
芽苞，是新绿的天籁。
春风起兮，日暖风轻，春天总算改变了一冬单调、冷峻的旋律。早

春，不只让我们看见了更多回归的鸟儿，还让我们听到了鸟儿因欢快而
吟唱出的温暖梦幻。在鸟鸣声中，我想听文冠果树的嫩芽，是如何在满
溢春日光芒的轻松里，把翡翠般的喜悦播散到了远方。

而我也真的从一棵树里听见了，生命终极的意义。残雪化尽，潮湿
的土地上，鹅黄的嫩芽急欲伸展开绿色的翅膀，与我的灵魂一道，缓流
般地被轻拢慢捻抹复挑过那挚爱远古的和弦。

被舒展的心在回应，如同水晶般的透明。生活的审美，有时不妨就
是一种苍凉。无论多少繁华缤纷，但人终不改热爱大自然的本性。

神清气爽的我，只愿把希望等同于诗。诗很长久，远方是诗，长久
的希望也是诗。与树有关的，树芯里全有诗的章节。所以在春天里，我
只会去爱那些可爱的，值得爱的，能爱得长久的一切。

春分已过，大地即将回春。然而，马
兰人人爱戴的邓小岚老师，却永远离开
了我们。

今年初春，我回到了曾任教三年的
“第二故乡”——阜平县马兰村。敲开二
十多年前的学生宏伟的家门。宽敞明亮
的新民居内，走出一位皮肤黝黑的妇人，
先是一愣，马上双手一拍，朗声笑道：“哎
呀，张老师，是你呀？”我为她的一眼认出，
感动得快要掉泪，忙说：“是，是！”这一幕，
与邓小岚1997年回马兰寻访，初遇老乡时
的情景格外相似。路过麻棚村，邓小岚向
老乡问路：“马兰村怎么走？”老乡热情地
说：“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这是什
么村？”“麻棚村。”邓小岚说：“当年报社曾
在这村待过，陈守元是我干爹呀！”老乡竟
随口问道：“你是小岚子吧？”邓小岚顿时
泪水翻涌。几十年未见，老乡竟能喊出自
己的乳名，这是何等的深情厚谊！
一声“小岚子”，将历史与现实连接在一

起，续上了邓小岚与马兰村一生割舍不断的
情缘。邓小岚谨遵父亲之愿，将自己视为
“马兰后人”，回京后一直思考着要为依然贫
困的马兰做点事。2003年清明，邓小岚再
回马兰，为报社“七烈士”扫墓，偶遇也来扫
墓的马兰小学学生。当问及会不会唱歌
时，孩子们紧闭的双唇、局促的神情，深深
触痛了邓小岚，一个想法在她心中生成：教
孩子们唱歌，让他们的童年一定要有音乐
相伴。从此，马兰路又见“小岚子”。从
2004年回村支教开始，一做，就是十八年。
邓小岚组建的“马兰小乐队”的动人歌声，
也在铁贯山下、胭脂河畔回荡了十八年。
有人问邓小岚“因何能坚持十八年”，她淡然
答道：“不能说是‘坚持’，觉得艰苦、困难，那
叫‘坚持’。我是真心想为马兰做事，从未觉
得苦，那是很愉快的感觉！”
宏伟妈热情地跟我讲了邓小岚

和“马兰小乐队”的许多故事，并主
动提出带我看看邓小岚留给马兰村
的“音乐财富”。

一处是村口山头上神秘的“音
乐城堡”。这栋童话般的别墅建筑，
在晴空丽日下闪着耀眼的光，与村
庄改造提升后的马兰村貌明显不太

搭调。可邓小岚亲自设计、筹建并命名的“音
乐城堡”，就是为了要让山里的孩子走进梦中
的“城堡”，在里面弹琴唱歌，找到快乐。
跨过胭脂河，入村南苇沟，新修的水泥路如

一条丝带，载着我们来到邓小岚主持修建刚落
成不久的“月亮舞台”。半圆形的背景墙面、半
圆形的演出舞台、半圆形的蓄水池塘、半圆形的
观众看台，组合在一起，如嵌在深山里的明月，
令铁贯山下幽静的山谷洋溢着浪漫的色彩。

最后，宏伟妈带我走进我曾工作生活过的

马兰小学，“音乐教室”就在这里。穿过头顶写
有“岁月如歌”四个红字的廊道，一间音乐气息
浓郁的教室映入眼帘：音符在墙上跳跃，五线
谱写满黑板，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吉他等乐
器静默着。宏伟妈说：“邓老师就是在这间教
室里，送出了好几代‘小乐队’成员。他们真是
幸福，赶上了好年头，遇到了邓老师！”

未采访到他们，我并未感到遗憾。因为，
走在“马兰路”上，似乎处处都飘荡着清澈婉转
的“马兰歌声”。我更愿意心怀感恩和希望地
常回马兰，为马兰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看着马
兰一步步走向幸福美好的明天。因为，我知
道：革命的种子、音乐的种子、希望的种子，已
撒遍马兰这块英雄的土地，必将还有太多可能
在这里生发，晕染出满眼青绿！

题图摄影：裴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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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题”先发到2组。问：从
三坪把水引到一家一户，主管要
200多米，次管要200多米。建水池
加买水管，每户集资100元，专款专
用，多退少补，这个钱愿不愿出？14
户人答案整齐划一：愿意！
“测试题”发到1组、3组，收回的答

案也很整齐：要是和2组一样只要100
元，就是把裤包抠出洞来也要干。但
离得远开销也大，把天抠出洞，也抠不
出这笔开支。

李桂林知道1组、3组村民说的都是
实在话，他也知道，2组至少有三四户，填
补这突然裂开的缺口，还得抠破头皮。
能考90分的学生自然都想冲100分，但
只有50分的基础，定下90分的目标则不
光于成长无益，还会伤自尊。明白这一
点，对于1组、3组，李桂林就有了态度。
让他迟疑的是2组。点燃一塘火再拿水
把它浇灭，他于心不忍。但围坐火塘边
的人们身上的暖意，势必让遗散角落的
身影更加觉出清冷。

同在一个村子里，有的捧着水喝，
有的看着别人捧着水喝，他总觉这样似
乎不对。觉出不对以后，他又觉得这样
的想法也不对：既然三个人里有一个可
以不挨渴，为什么非要陪着另两个受
罪？李桂林被心里的纠结推来搡去睡
不着觉的这个夜里，一句话不知怎么就
闯进了他的脑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眼睛里发出
的光把屋顶照得都要有太阳下的窗玻

璃亮了：有水喝也是“富”的一种，小平同志
都说可以，为什么不干！

老乡们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可以节约
一分，绝不能浪费半厘。为了找到最短路
线，李桂林和木基巴叶、木基劳九、呷呷尔
日几个青壮年带着砍刀和绳子，在悬崖绝
壁间现场踏勘。那天，他们从学校后方正
面强攻，借助绝壁上一个个深坑浅槽，在一
根长绳和生长在崖壁缝隙的草木配合下，
一步步攀向三坪。眼看胜利在望，李桂林
不免有些得意。没有外人，他的得意在话
里就没打半点折扣：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看来先生眼
光真是看得远，从绍兴看到了二坪，从民国
年间看到七月十五。说出七月十五，是他
觉得这天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想要记住这
个日子。呷呷尔日也是豪气干云：飞檐走
壁的功夫，原来我们也有，只是就像那几眼
泉水，以前没发现！几个人的哈哈声没飘
出多远就被一道岩给切断了。

迂回向上，要跨过一道六七十公分宽
的石缝。这边没有助跑空间，石缝那边也
只有弹丸之地可供落脚。用力跳跃的同
时，左手伸向石缝中的青冈树，右脚顺势落
地稳住重心，第一个跳过去的呷呷尔日为
后面几个人壮了胆也做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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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万钟与房山奇石的轶事，后
来在民间衍化为“败家石”的传说。
说米万钟见到这块天下少有之奇石
后，抚摩良久，兴奋得不能自已，于
是痴性大发，欲将此石搬到勺园之
中。然此石太重，无法起运。
出于爱石之心，他不惜花费重金，雇

了数百人，先修道挖井，隆冬时井水洒在
路面上，冻成厚厚的冰道，然后又雇了44
匹骡马，拉了七天，方将此石拉下山，然
后又花了五天时间从房山运至良乡。正
当他准备一鼓作气，将巨石运到勺园的
时候，却不幸遭魏忠贤阉党的迫害而罢
官（一说因耗尽家产）而无力继续拖运，
只好将巨石弃之路旁。当地乡民由此认
为此石不吉利，遂称其为“败家石”，从此
无人问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赴西陵
扫墓路经良乡发现此石，喜出望外，见其
“石岩突兀如青芝出岫”，便名之曰“青芝
岫”，并下旨将此石运回清漪园（颐和
园）。因其巨大，运至“水木自亲”码头后
不得不破门而入。这便是今日人们所见
乐寿堂前的“青芝岫”。对此，乾隆的母
亲很为不满，咒骂此石：“既败米家，又破
我门，败家石啊！”
米万钟虽遗房山奇石，但曾另有所

得。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
载：米万钟曾得巨石“青云片”，
后被移至他城里的湛园。幸运
的是，此石今安置在北京中山
公园内。米万钟还在湛园中辟
有“古云山房”，专收各种奇

石。包括珍贵的“锁云石”“非非石”等。
米万钟为何如此嗜石？一个最重要的

原因，是得了乃祖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元
章）的嫡传，患了中国文人的“通病”。中国
文人有玩石的传统，白居易、苏东坡等唐宋
文人尤爱石成癖。
米芾更是嗜石如命，人称“米颠”。他

曾自嘲道：“癖在泉石终难医。”他在江苏
涟水做官时，经常藏在书屋玩石不出。在
安徽无为牧民时，还曾有跪拜“石兄”“石
丈”的佳话。费衮《梁溪漫志》载：“米元章
守濡须（今安徽无为），闻有怪石在河壖，
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
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而惊，遽命
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
矣！’”叶梦得《石林燕语》亦载：“知无为军，
初入州廨，见立石颇秀，喜曰：‘此足以当
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
丈’。”石兄，石丈，意即石夫子、石先生，皆
俨然一人也。

米芾在长时间与石为友的亲
昵中，还总结出四字相石经：瘦、
漏、透、皱。此相石经已然成为后
世相石的经典，无论是以清、丑、
顽、拙评之，还是谓之苍、雄、秀、
深等，皆是脱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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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汝箕对唐明安说：“你们这次
去上海工作，情况不比安西好。上
海是国民党的老巢，蒋介石、汪精卫
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把共产党当作
头号敌人进行追杀，还有日本人参
与其中，因此形势严峻，情况复杂。
组织上安排你们以夫妻身份前往，就是
为了在工作中便于掩护，减少敌人的注
意。”唐明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哦，
我明白了，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张月霞
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同意组织上
这么安排。我毕竟还没有找婆家，这样
安排对我的名声不好吧？”白云这时说话
了：“张月霞同志，这不是在向你征求意
见，而是组织上充分考虑了上海的复杂
形势和工作需要，而最终做出的决定。”
白云的表情很严肃。张月霞争辩说：“组
织上的决定也不能不考虑个人感受啊！”
白云变得严厉起来：“是你个人感受重
要，还是革命事业重要？我们有多少同
志为了党的事业，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失
去了生命，他们讲过个人感受吗？你给
我背诵一下入党时的誓词。”

张月霞开始背诵。当背到“服从党
的决议”时，白云说：“停，你还没有忘
记。让你们以假夫妻名义做掩护去上海
工作，就是组织的决议，你要认真地、无
条件地服从。”张月霞尽管还没有完全想
通，但也立刻做了明确表态：“是，我坚决
服从！”南汝箕看到唐明安和张月霞明确
表态，就说：“你们明天就动身。这次去
上海，组织上给你们起了化名，唐明安化

名黄乃安，张月霞化名王少凤。你们要牢
牢记住自己的新名字，要做到呼叫适应，随
叫随答。在听到别人喊你们的化名时，不
能出现任何的犹豫，这样才能避免引起他
人的注意。”南汝箕说完，让白云拿出准备
好的身份证件和火车票，交给了唐明安和
张月霞。

晚饭后，南汝箕、白云向唐明安和张月
霞告别。唐明安和张月霞把南汝箕、白云
送到院中，紧紧地拉住他们的手，心中难舍
难分。南汝箕对唐明安说：“兄弟，上海是
敌人的心脏，那里腥风血雨、斗争凶险，一
定要沉着冷静，既要勇于和敌人战斗，又要
善于保护自己，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和敌
人硬拼，而丢掉了自己的生命。”唐明安抓
住南汝箕的手，想想这两年来的兄弟情、战
友谊，如今分手，将来还能不能活着见面，
都是一个未知数，心中不禁有些凄凉，眼睛
也有些潮湿：“我知道，请大哥放心吧。”南汝
箕也有些激动：“兄弟，不要来小布尔乔亚
的情调。我们是革命军人，是斗士，既然我
们敢于挥起长剑，劈向这黑暗的世界，又何
惧生死离别？”南汝箕虽然这样激励战友，
心中对唐明安也是难舍难分。他转身看了
看白云与张月霞，此刻，她们也在一边流
泪，一边话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