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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你真舍得故乡的春天吗

此时梨花白、桃花红

白，是为你穿上的孝衣

足足提早了大半生

红，是你带不走的一颗慈母心

正在催开一朵永生的蓓蕾

你沧桑病弱的母亲在白色谎言中

怨你缺席了春天

你幼小的孩子沉浸在你粉色怀抱中

隔离了春天

唯有我的心上溢出儿时泪

温润这片土地，生出另一个你

但我害怕，我们坚挺的童年

挨不过这场倒春寒

再牵一次我的手吧

让我沿着你温暖的指尖，抚去霜华

再炒一回我爱吃的山野菜

让我嚼出这世间绝美的新鲜

打通肺腑唤一声你的名字：海燕

就在你飞走之前，我等在村头的

小溪边与你汇合

我们春天的故土之下，埋着深海

姐姐，你的去向辽阔

原谅我背负一身旧债，撵不上你

只把思念种进最深的土壤

故乡从此被泪水泡发

放大了数倍生活

那硕大的孤独暗涌着涛浪

我忍住决堤，才能回家

故乡的每一朵花

都开出你的韶华，认我做姊妹

我甚至找到你老去的样子

淌出了一些思念

这已足够灌溉你

像春天一样归来

我们相互默契，不说再见

一场带着咸涩味蕾的命运

正被重新打开

第一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还是我在电
视台主持心理节目的时候。深夜，收到了一群学生的电话。
正在篮球场上驰骋，突然辅导员气喘吁吁跑了过来，揪

住其中一个：“快，你家里……你得立刻回去。”都蒙了，那个
学生和他身边的每个同学，都才十八九岁，这是远超他们年
纪与心智的灾难。学校派了车，把那个学生送到
车站，辅导员帮他买了车票，然后，就是一群同学
陪着他，等着夜深的过路车。火车站人山人海，
全是陌生人，那个学生一直拼命打电话给爸爸给
妈妈给每个长辈，反复地说：“怎么会？不可能，
不会的……”突然间，他蹲在地上痛哭起来，身后
是空空荡荡的长椅，再后一排有人在响亮地喝方
便面汤，方便面特有的香气简直辣鼻子。
同学们第一次知道，痛苦是有声音有形象有

味道，而且会逐渐扩大的，他们想帮助有难的同学，
有女生细声细气推推他说：“你别哭了。”也有女生
已经掉下了眼泪。有男生想假装不在乎，说：“说不
定没那么严重呢。”终于有同学悄悄给我打电话：
“该怎么安慰他？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

直播间里灯光通明，只能在玻璃上看到自己
的镜子，远远近近有几个屏幕，是不同角度的我，
提醒我得一直微笑，保持最佳仪态。
我便如此，带着微笑，讲了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一对老夫妻突然接到噩耗，是在

异国他乡的儿子以身殉职了。该怎么办？一边
是欲哭无泪，另一边是不断地接电话，街坊邻里、神父、市长
……川流不息对老两口说：“节哀顺变。”老两口就得回应：
“谢谢。”一遍又一遍，像永恒的流程，像机器人的自动反应。

这时门铃响了，老先生木着脸去开门，是一个不熟的邻
居。他已经准备好要说：“谢谢。”但对方竖着一只手，让他什
么都不需要说：“我来帮你们擦皮鞋。”
巨大的悲伤压垮老夫妻，他们相倚而坐，没有心情和邻

居客气。而邻居，就这样把他们要出席葬礼的皮鞋擦得锃
亮，西装熨得笔挺，自作主张去衣柜找出相配的领带。然后
又不问自取地下了厨房，开始煎鸡蛋，当香喷喷的鸡蛋端到
老太太面前，她瞪了餐盘许久，像不认识这平凡的食物，当她

颤抖地拿起食物来，一张嘴，迸出来的是号哭。
这是我小时候在杂志上读到的故事，记住它，大概只因

为它的别致。其他故事往往最后要说些几句，供我们摘抄，
它没有，里面的人物没说什么值得一记的话，作者也没有。
等我真懂，是当我成为那个遭受痛苦的人。

有一年，我遭遇人生低谷，所有人说过的理性
规划、温言软语，我都记得，但我最念念不忘的，是
一位朋友给我电话卡上打了三百块钱。
另一年，我在公交车上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

我一边哭，一边难堪，有人碰碰我，递我一瓶水。
他避免看我的眼睛，说：“是没开封的。”然后匆匆
下了车……

就是这样的事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安慰不在
于语言，而在行动。你们的同学遇到了大难，不知
道说什么那就什么也别说，他要去坐夜班火车，他
身上有钱吗？不够就给他凑点儿。他带了水和方
便面吗？给他买点儿带上。不用问他爱吃什么，
自作主张就是。他从球场上过来，衣服够吗？火
车上可能冷……话筒那头的少年豁然开朗：“我把
我的外套给他。”

很高兴有机会讲出那个故事。故事比华美
的言辞有力量，而最有力量的是行动。所以，当
年轻女子问我，如何安慰失恋的闺蜜。我的回
答就是：带她去远点儿的地方走走，请她喝一杯
新出的奶茶。

当不知所措的中学生问我，哥们儿中考失利，发誓一定
要用高考成绩雪耻。他想安慰对方：这件事不妨碍两人间的
友情。但对方不冷不热。我的答案也是：如果住得不远，就
约他看场电影；如果时间不够，就把老师发的卷子定期传给
他，不藏私地，真心鼓励他与自己同上一所大学。
朋友得了抑郁症，该说什么？是鼓励他“要坚强”，还是

像现在流行的模式，接受他“不够坚强”？这是我最近经常被
问到的，我的答案是：朋友就是朋友，玩儿的时候叫上他，他
不想玩儿的时候不勉强，下次继续叫他，就够了。
很多年前，喜剧演员陈佩斯说过这样一句台词：没什么

可说的，走，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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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实在是有才，把人生的每
个阶段分得清清楚楚。汉时戴圣所辑
的《礼记·曲记篇》：“人生十年曰幼，学；
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八十
曰耄，九十曰耋……百年曰期颐。”于
是，今人也有将而立之年称为“半个花
甲”的。那么已过知命之年的我，是否
也可以自嘲为“半个期颐”之年呢？
我生肖属虎，有时也冒名牛兔，然

而牛不孺子，兔无三窟，倒是自己
恰似虎落平阳，感觉自己的人生
挺失败的，可谓功不成，名不就。
百无聊赖的日子，翻开尘封的

“故纸堆”，仿佛找到了时光隧道的
入口。重温那逝去的岁月，青春已
然变成泛黄纸片上模糊的字痕。
在时光的涓流中逆行，打湿的不仅
仅是记忆的帆叶，还有那颗愈老愈多愁
善感的心。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

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祖母曾告诉我，生
我那年，村庄里所有的榆树皮，都让人
们剥光了煮着吃。我曾无数次想象那
白森森的树干，在寒风中颤抖的情形，
不禁胆战心惊。
稍长更事，便与同龄的伙伴们在夏

日里下河捉鱼、洗野澡，在冬日里滑冰
车、打冰尜儿。至于偷梨摸枣、黄瓜架
下啃吃黄瓜之类的事，也没少干过。童
年时代的我，吃父亲从生产队挣来的高
粱米籽儿、母亲从山上剜来的野菜，不
知世态炎凉，亦不知今夕何夕。
上学后认识了几个方块汉字，忽觉

混沌初开，继而感觉课本上的“语录”读
起来不过瘾，便遇见啥书都囫囵吞枣地
看，什么“三国西游，水浒聊斋”，就连祖
母的《简明接生手册》都未能幸免。那
时，不知悟空、八戒是神话人物，却也看
了马恩列斯几个大胡子的书。
弱冠之年高中毕业，随即把名落孙

山之后的缘由，归咎于文学这个“灰姑
娘”。我至今弄不明白，那时为何痴迷
地想当一个文学青年，天真地以为自己
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读书和写文章。
落榜翌年，作了一个民办教师，成为

一个地道的“孩子王”。整日传道、授业、
解惑，从此一干便是20年。其间，难忘
自己是弄文人，常把思想变成文字昭然
天下。终于有一天，大梦初醒，方知自己

半生庸庸碌碌。环顾左右，昔日同学少
年有的已“加官晋爵”，有的已“腰缠万
贯”，遂又唏嘘敬仰不已。这才明白自己
的半生的确是无所作为，常叹息写文章
糟蹋了自己整个人生，其实人生何尝不
是在书写一篇文章？但后悔有什么用，
自己已然是“半个期颐”之人了。
自小常有长辈说我聪明伶俐，长大

后有人说我智商高、有天分，年过不惑
又有人说我老谋深算。但真正了解我
的人还是我自己，我非愚拙，但绝非聪
明绝顶。我常厌于人情世故，个性孤
独，朋友不多，处世亦显木讷之态。
从小体弱多病，成年后身体一直不

好。总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经历
不惑又觉得人活着又
不完全是为了自己。
生命属于好多人，父母
妻子孩子，乃至亲朋好
友。一个人的平安健
康，直接关系到周围许
多人的平安幸福。
母亲年近古稀，

父亲病故后倒也幸福地安享晚年。母
亲一生苦难相随，自幼丧母，接着又失
去两个弟弟，后来唯一的妹妹也弃她而
去……终至那年父亲的离去，让我真切
感受到母亲已经受不住亲人离去的苦
痛。由此便暗暗发誓要好好地活着，好
好活着，成了我对母亲最大的孝道。

也不知从何时起学会了搓麻将。
节日休息或茶余饭后，总有同事朋友

拉去玩两把，权当是消遣。其实
生活就像一把麻将，稍微的疏忽
就会全盘皆失。人生又何尝不
像一把麻将，你完全不能预知下
一张牌会遇到什么。

于是，便不再抱怨命运对自
己的不公平，开始以一个宽容、坦
荡，以诚待人的胸襟面对生活。

于是，便感谢上帝其实是挺宽厚的，老
人家除了赐给我一个肯为我受苦受累
的妻子外，还赐给我一个宝贝儿子。儿
子挺要强，他终于圆了我年轻时未能如
愿的大学梦。不仅如此，他还如法炮
制，又送给我一个乖巧伶俐的小孙女，
让我尽享含饴弄孙之乐。
现代文明和快速迭代的科技，让

大妈都学会了玩微信、刷抖音、拍快
手，就连我80岁的老母亲，也会拿着智
能机与我视频。灯下，看如烟往事，感
慨万千，感恩生活，感恩这个美好时
代，感恩这个幸福的国度。我始终相
信，明天的阳光会更加绚烂，未来的日
子会更加美好。

有句话，叫永远活在心中，这话确实
有道理。直到现在，我仍不相信，家斌已
经走了，离我们而去了。在我的意识中，
他仍然是那么真实的笑呵呵的样子。但
他的儿子王震海，也是我在市作协的同
事，一个做编辑工作的青年作家，他在电
话里告诉我，这是真的，他父亲真的走
了。现实和意识是两回事，意识可以不承
认，但现实，由不得你不承认。
家斌老师，真的是已经永远地去了。
我第一次知道王家斌这个名字，是在

1982年春天。当时刚大学毕业，被分
配到天津一所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
中学教书。当时无聊，就找些报刊来
看。一次，无意中在《羊城晚报》上看
到一部正在连载的中篇小说，叫《大
海落叶》。当时连载的位置我还清楚
地记得，是在副刊正下方靠左的地
方。这个小说一下吸引了我。我是
从连载了几期之后才看到的，看了还
想看，就去资料室把前面几期的报纸
都找来，从头看。这个故事写的是在东南亚
的华人如何组成社团，为叶落归根共同努力
的故事。也就是从那一次，我记住了这部小
说作者的名字，叫王家斌。
我那时刚二十多岁，又是数学专业出

来的，虽已开始学写作，但一想到著名作
家，就觉得离得很远。尽管后来听说，这
个王家斌就是天津的作家，也觉得遥不可
及。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天津市作家协会
在市委党校办了一期业余作者培训班，我
有幸去参加了。这期间，市作协机关搬
家，从新华路搬到一个临时地方。我们这
些学员就都来机关帮忙。中午，作协领导
留我们在机关门口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也
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家斌。
当时市作协的秘书长是马丁，一位好

得罕见的作协领导，对业余作者，尤其是年
轻作者，培养的责任心和热情，在今天看来
都让人难以置信。现在回想，当时家斌老
师应该是他特意叫来的。马丁给我们介绍
说，这是王家斌老师，很有成就的著名作
家，马上就要休创作假了。王家斌立刻笑
着摆手，说什么老师，就是你们的老大哥。
他说这话时就坐在我对面，神态很有特点，
端着肩，把头微微往前探。后来这些年，直
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每次跟我说话都
是这样的神态，显得认真，也很真诚。我当
时一下激动起来，敢情面前这个人，就是大
名鼎鼎的王家斌。我脱口说了刚看过他的
《大海落叶》，他一听摆手，憨厚地笑笑。但
我觉得，他这憨厚的笑里含着一种智慧，是
那种作家特有的智慧。他说话有口音，我
至今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口音，也没问过他，
而且胸腔共鸣很好，还略带一点鼻音，这就
让人觉得很豪爽。
吃着饭，马丁告诉我们，王家斌老师

当过船员，是在海上经过风浪的，而且跟
着船去过日本的横滨和东南亚的一些国

家。这时，我看着他，想起他的《大海落
叶》中的一些情节，心想，难怪他写出这样
的作品，这才是真正的作家，有见识，有胆
识，也经过大世面。
马丁对我们说，你们谁有问题，可以

问家斌老师。
这一下就热闹了。这次吃饭，本来是

作协觉得大家帮机关搬家辛苦，想犒劳一
下，但由于家斌老师的到来，又有了文学
味道，似乎是把培训班办到了这个小饭
馆。家斌老师很平易近人，也很耐心，他

说话声音厚实，很实诚，而且不轻易打断
对方的话，总是耐心地先听完，然后再讲
解。他讲解时，声调反倒放低了，语气也
很平和。他问了每个人的创作情况，又笑
呵呵地说起自己的一些创作体会。说话
时还是那样的神态，端着肩，微微朝前探
着头，一边说，一边微笑。当时在座的业
余作者看着他，脸上都写满了崇拜。
后来，听说家斌老师又来过培训班，

是讲课还是座谈不记得了，遗憾的是我因
为还要在学校上半天班，下午才能去培训
班，所以没赶上听。那时的文学氛围很
好，从市作协领导到每个作家，乃至业余
作者想的都是文学创作的事，经常有一些
座谈或讲座之类的活动，也就又见过家斌
老师几次。每次见面都是笑呵呵的，端着
肩，微微探着头，问我最近又写什么了。
现在想来，家斌老师是前辈，可在我

心里，又的确是个老大哥。如果细想，我
这些年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太多，即使我
后来到市作协工作，也不是经常见面。当
年我还坐班，但他早已是专业作家，偶尔
到单位也是因为有事，都来去匆匆。后来
他的长篇小说《百年海狼》很火。一次，我
在电视上看到，天津电视台专门为他做了
一期访谈节目。没过多久在单位见到他，
说起这部作品，正要跟他说，想讨一本，一
下又说起因为这本书，他应邀去美国访
问，在那边突然生病的事，也就没顾上再
说。他的这部作品，在当时确实刮起一股
旋风。当时的很多报刊上都能见到关于
《百年海狼》的评论文章。有一次去中国
作协开会，陈建功也跟我说起这部作品。
当时在一些场合也听到，很多评论家对这
部作品的评价都很高。
2008年，我去江西参加中国作协的一

个活动。在赣南时，突然接到家斌的电
话。当时是怎么个契机，已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正坐在大巴车上，车从山上下来时，
他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他在电话里先
说的什么事也记不得了，后来就说起我的
中篇小说《双驴记》。我当时很感动，从他
说的话里能感觉到，这个小说他不是一般
的看了，而是看得很细。他从叙事语言、故
事结构、人物设置以及内在情绪的紧张感，
一样一样说，一边说还不时地问一句，你现
在说话方便吗？我告诉他，方便。后来，他
又说起我写的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谈。他
认为，小说家也应该有理论方面的思考。

他显然知道，我当时不是说这些话
的语言环境，但听得出，他是太兴奋
了，一说起来就刹不住。最后他说，
找个机会吧，咱们见面细聊。

这以后，我跟他再见面，就已是
9年以后了。

这中间，我们又通过一次电话。
其实，我们平时通电话也极少，所以
他那次来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
当时一看是他的电话，就意识到，应

该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但听他说了，好像
倒也没什么不寻常。他是个有着极深的文
学情怀的人，这应该是他们那一代文学人共
有的特点。他在电话里，对一些文学现象表
示忧虑，而且说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当时有
一种感觉，这老兄还没老，他能想到这些，就
说明，他的思想还充满活力。
我当时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回答，还行。
后来跟他见面，是在2017年，市作协组

织每年一次体检的时候。那是一个早晨，
由于是几个市直机关的人员同时体检，医
院的楼道里很乱。我正坐在一个诊室的门
口，他喊了我一声。我没想到他会来。他
立刻朝我走过来，不过这次没有笑。他也
许是觉得我们见一次面不容易，一屁股坐
到我身边，又说起一些让他忧虑的问题。
这时，我看着他满头的白发，心里有些感
动。家斌的头发一向很粗硬，但在我的印
象里，很早就花白了。而此时，他的头发真
的是如雪一样的白了。我在心里想，这老
兄真的是老了。但他仍在跟我说着与文学
有关的话题。后来，他在我肩膀上使劲捏
了一下说，接着写啊，好好儿写你的小说。
说完又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就起身走

了。我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成了我们的永
别。那以后，我一直忙写作，或到各地去，跟他
再也没见过面，也没通过电话。我只是偶尔
让他的儿子震海，替我带去对他的问候。直
到他去世，我才听说，他后来竟然患了脑梗，
而且很严重。最后，也是走在这个病上。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一种朋友间的交

往，平时，似乎很少联系，但每次无论见面
还是电话，都好像昨天刚刚联系过。也许，
这种交往的朋友，就是知心朋友吧。
家斌，就是我这样的朋友。
现在，已经要春暖花开了。家斌老师，家

斌老兄，但愿你那里，也有春暖花开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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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命之年
齐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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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一根钢钎，所日木乃在坚
硬的花岗岩上，像啄木鸟开凿树洞
那样，从早到晚，一敲一击，为流离
失所的过路水建房造屋。五六天
后，所日木乃凿出来一个盆子大的
池子。池子不大，上边滴下来的水
也不多，一点一滴累积起来，一天能取
一桶。接下来做的事早在他的计划之
中：请木匠做门，到乌斯河买锁。这一
凼水，这一块地方，从此就是所日木乃
家的了，门和锁一拍即合。村里人对此
也没有二话，本来嘛，山上的野菜和草
药，谁挖到是谁的，这道水不过是曾经
到处乱跑，后来被所日木乃拿绳子捆住
了腿脚的野菜草药。

问题出在所日木乃女儿阿呷扎牛
不长记性。两口子下地，把锁住水池的
木门钥匙交给留守家中的阿呷扎牛。
阿呷取了水忘了锁门，偏是那么巧，一
头黄牛晃晃悠悠到了门前，挤进半个身
子，将积起不过二指深的水喝了个底朝
天。这时候，这头黄牛犯了一个就连人
也常常会犯的毛病，得意忘形。忘了头
上是千尺危岩，身后是万丈绝壁，牛失
后蹄，掉下悬崖。

眼见自家唯一的牛，也是最大一笔
资产化为乌有，木乃沙加找到所日木
乃，说既然在你的地盘上出的事，必须
赔我一头牛。所日木乃拿不出一头牛，
但拿得出自以为比一头牛块头大的理：
你的牛又不是我牵过去的，关我什么
事？木乃沙加说你不挖那个坑我家牛

就不会去，所日木乃将他的棍子戳他眼
睛：照你这么说，你要是不喂这头牛，什么
事都没有！

所日木乃和木乃沙加找李桂林评
理。纠纷倒是解决好了，说服别人一向都
不成问题的李桂林，这一次却怎么也无
法和自己达成和解。原来没水喝的2组
有了水喝，原来没水喝的1组、3组仍然望
穿秋水，制造出这个区别来的是自己，这
两个人被一头牛逼得大打出手，责任也
就在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在2组，他有
水喝。他痛痛快快喝水，近在咫尺的乡
亲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稀罕东西从来
都要给他分一份的乡亲们里的大多数，
却只有眼巴巴望着。

李桂林没法原谅和放过自己。他憎
恶自己喉咙太粗了，也诅咒自己心胸太小
了。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而他却无力改
变这一切。他喝水，水不甜了。他吃饭，
饭不香了。他躺到床上，以往眼睛一闭一
睁天就亮了，如今，夜晚像一个面团，被看
不见的手越揉越软越拉越长。
“均贫富”终于有了机会。2007年3月

中旬，在央视《中华民族》栏目看到李桂林
和陆建芬的故事，成都、重庆十数位网友相
约来到二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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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试图在京师喧嚣政治环
境中安置自己心灵的内在驱动，米
万钟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入京
师供职后，便先后建造了三个园
林：其寓所附近的“湛园”“漫园”和
海淀的“勺园”。其中勺园最为有
名。都中人士无不为之耳目一新，交口
称赞。当时京城有这样一首诗：“一奇
奇是米家园，不比人间墅与村。天与山川
共赏会，人将鱼鸟共寒温。莫非地转昆仑
圃，定是池非阿耨源。试想主人游涉日，
仙耶佛耶任评论。”
米万钟自己对勺园也格外珍爱，以

“勺海（勺园中一个主要景观）亭长”“海
淀渔长”等自号并将此二号刻成印章，钤
于书画作品之上。他还饶有兴致地把勺
园景色描绘在花灯上，灯上园景“丘壑亭
台，纤悉具备”（明蒋一葵《长安客话》），
于是又有了走红京城、因画而贵的“米家
灯”。当时有文士为米家灯题诗：“天工
暂许人工借，山色遥从夜色翻。”其实，他
画米家灯，深层意味并不在夸耀勺园景
色之美，而是如《长安客话》所说“仲诏念
园在郊关，不能日涉”，所以只能学学南
朝画家宗炳了：《宋书·宗炳传》说宗炳好
山林之趣，遍游名山大川，晚年因足疾，
不能外出游览，遂将所历名山
大川图于四壁，然后面壁弹
琴。他说：“抚琴动操，欲令众
山皆响。”这时，山水对他表现
为一个音乐的境界，于是，可以
拿音乐的心灵去领悟宇宙，领

悟“道”，这就是中国美学史上有名的“澄怀
观道，卧以游之”。
至于“米家童”，一般说是米万钟家风

肃然，善于教子，其二子一女皆清秀俊雅，
知书达理。尤其是长子米寿都（吉土），能
诗善文，入清后曾任江苏沭阳知县，有《吉
土诗集》传世。贾珺《北京私家园林志》一
书则认为，从时人“四奇奇是米家童，不在
娇喉与娈容”“天教速变男儿相，人莫还猜
儿女唇”的诗句看，这些男孩当是“专门蓄
养的优童”，他们“具有女性般的美貌和歌
喉”，由此推断园中应同时设有观戏场所。
勺园，又称“风烟里”。其外园柴扉门

上的题额即是“风烟里”这三个大字。
据侯仁之先生《燕园史话》考证，“勺园

不仅是我校校园开辟最早的一块地方，同
时也是海淀园林开辟的先驱”。
幽燕之都北京水资源并不丰沛，但

勺园所在的海淀却得天独厚。明刘侗、
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云：“水所聚曰淀。”

约在七千年以前，古永定河流出
西山，在石景山一带折向东北，
再由今西苑、清河镇北部汇入温
榆河。今海淀镇以西直至玉泉
山、万寿山等均在该河河道的波
动区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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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母亲是明事理的，她知道女儿
做的事，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所以
她不能阻挠，也不愿让自己对亲人
不舍的情绪流露出来，而干扰了女
儿的心绪，她在心中强忍苦痛，脸上
浮起一丝浅浅的笑痕。直到第二
天，唐明安和张月霞双双走出院门，母亲
看到女儿的背影在眼前消失，才关上了
门，只身回到屋里痛哭了一场。

列车在原野上奔驰。张月霞想念白
云、惦记母亲，无心观赏车窗外风光，她
把头侧靠在车窗上，闭着眼睛想心事。
唐明安拿出在日本士官学校上学时的教
科书，一页一页地认真翻看。一个闭目
遐思，一个专注读书，谁也没有注意到在
他们座位旁边的车厢过道上，站着一个
西装革履、嘴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的
人。这个人正在打量着唐明安。

火车到了信阳，唐明安想到站台上
买些食品，一抬头，正好与那个打量他的
人目光相碰。唐明安先是一愣，接着就
认出了此人是他在日本上学时的同班同
学酒井一男。唐明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
身，看着酒井一男问：“你是酒井君？”酒
井一男说：“对呀，对呀，我一直在看着你
呢，可你老是低头看书，我看不清相貌，
所以就没敢贸然打招呼。”酒井一男说
着握住了唐明安的手，“明安君，你这是
要到哪里去呀？”唐明安回答：“我去上
海。”酒井一男立刻说：“太巧了，我也去
上海。走，到我坐的包厢里面聊聊去，这
个车厢太吵太闹。”酒井一男对唐明安发

出热情的邀请。
这个酒井一男，是日本北海道一个贫

苦人家的孩子，靠伯父资助上完小学后，考
入日本士官学校，和唐明安同在工兵科学
习。两个人在班级里因为政见相同，所以
成了要好的朋友。如今分手快三年了，他
们怎么也想不到会在中国的火车上相见。
唐明安刚见到酒井一男时很高兴，也很激
动，但转念一想，又把高兴和激动的心情冷
却下来，因为时间过去了这么长，这还是当
年那个和自己政见相同的酒井一男吗？现
今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又在上海发动了
“一二八”事变，共产党号召抗日，国民党却
让英美等国“调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辱
中华的《淞沪停战协定》。目前，中、英、美、
日各国势力，都在上海暗中较劲儿，局势非
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酒井一男前往上海
去做什么呢？他又是以什么身份？

看到唐明安的表情，酒井一男问：“老
同学，难道你看到我不高兴吗？”唐明安立
刻说：“不，我见到酒井君非常高兴，一下子
想起了我们的学习生活，陷入到了回忆中
而已。”唐明安编了一个谎言。“那好，那好。
请跟我去我的包厢吧，我们一起喝酒，一起
回忆当年在学校时的生活，那不是更有趣
吗？”酒井一男发出了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