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茶师名陈刚，在普洱茶制作方
面深有造诣，是位西双版纳山中寻茶
制茶的“茶界苦行僧”，每年春季都依
节令入山。

制茶季，只有来到茶山，才能体会
到制茶人的艰苦。白天采摘，晚上制
茶，日复一日，对陈刚而言，与其说是
为了生活和生意，毋宁说是为了梦想。

有人说，普洱新茶刺激性大，宜
少喝，但古树普洱茶却是一个例外。
其茶汤细腻，茶质柔和温润，即使是
新茶也不会对人有十分强烈的刺激，
具有非常高的品饮价值。可古树茶
散落而居，片状分布，山险路远采摘
难度大，又只采一季，产量少，普洱古
树茶的价格自然是一年高过一年。
“年少不懂普洱茶”“喝懂已是不

惑年”，大多数茶友都听过或说过这
两句话。这一定是随着岁月的沉淀，
不但喜欢喝普洱茶，还渐渐喝懂了普
洱茶的茶友。

谈起制茶，古法制茶18年、走过
了720个茶山的陈刚说：“处处留心皆
学问。就连拿茶叶这个简单的动作，

其实都藏着学问。这是有讲究的，简单
来说，不抓上面，不抓下面，要抓中间。
这行也得格外注意比眼力、拼功夫。既
要有资金实力，更要有经年累月的品鉴
经验。若无过硬的基本功，千万不要来
挑战这样的茶山。”

为学会制茶，陈刚很是下了番常人
难以想象的功夫。但炒茶虽是个辛苦的
工作，但陈刚却深有感触，由此在其中还
能找到品味苦乐，感悟人生的真谛。

最初在热烫的铁锅中揉搓茶青，因
为经验不足，陈刚的双手总会被烫得满
是水泡。疼痛的双手时刻提醒，让陈刚
对炒茶技艺的学习越发细致，几年后，
双手的水泡变成了老茧，手掌上被茶汁
浸润下难以洗掉的茶色，手工炒茶技艺
也娴熟起来，压、塌、抖，不断琢磨手指
对茶青的感受变化，技艺渐渐提高。

在陈刚的潜意识里，茶叶是会说话
的，而且是通过叶子的颜色、紧实度来
表达自己情绪的。所以对制茶的每一
道工艺，每一个环节，甚至每一个细节，
陈刚都从不疏忽。

陈刚为茶友叙述这段经历时，一连

用了数声感叹：“双手一入锅，寒气立马
就顺着双臂传导到了全身，连带着胃也
痉挛起来，就忍不住要呕吐。原来不喝
酒的我就向有经验的老制茶师学习，会
立马闷上一口白酒，以此祛寒。”

炒一锅，洗一遍，从不敷衍的陈刚
每加工完一批茶，都会细细品味，通过
口中的茶香，检验成品茶的品质。如
今，“陈童号”的茶香飘到了山外，被众
多消费者认可，陈刚也为自己一手打造
的品牌而骄傲，也更加坚定，要守住制
茶人的匠心，给更多的爱茶人制作出一
杯好茶。

如今也可以借助机械设备制茶了，制
作工序中，也少了很多手工环节，但陈刚
大不以为然，依然毫不含糊地坚持古法手
工制茶，传承一种古老的传统和至真。

曾经作为普洱发烧友，陈刚一度只
收古树茶。然而，能判断出茶的真假，
并不等于买走的就是在检验时所喝到
的。起初收茶缺乏经验，陈刚以不菲价
格收的茶，其实是贱价的茶，甚至有时
还会被人调过包。

这就要熟稔古树茶、大树茶、台地茶
的区别。古树茶，产量低，原始性保存较
好，鲜有虫害，树龄
还要在 100 年以
上。香气更深沉更
厚重，带较强的蜜
香，叶底肥大且弹
性、柔韧性好。大
树茶，树龄60—100
年，芽叶较为壮硕，

香气深沉而厚重，带蜜香，杯底留香较
长，入口滋味醇厚，苦涩味所化出的甘性
让口腔生津，韵味久留于口腔。因古树
茶比大树茶的毛料更贵，所以一般情况
下，都是用纯料而不会拼配。台地茶，由
于是人工栽培的茶树，叶质较薄，芽叶细
小，香气高扬而留香时间短，口感上茶汤
较为单薄。但很多古老的台地茶园，树
龄达好几十年，口感接近大树茶。

交谈中，陈刚也不经意地流露出了
骄傲，因为他是第一个见到曼松古树的
外人：“好茶讲究一个喉韵，慢慢吞咽下
去的时候，内在极其丰富，会感觉到喉
咙的最底部，有一种喉韵持续绵长。这
就出自曼松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古树，
入口是甜的，而且苦涩味极低，汤色更
是非常饱满。曼松最大的特点，就是你
找不到它的缺点。正因为如此，曼松也
被普洱发烧友们称作‘低调的王者’。”
忠于这位王者，陈刚坚定地跟随了整整
十年。这十年，普洱茶已经像血液一
样，在他的身体里不知不觉地流淌。

茶亦醉人何必酒。我已看到了陈
刚心底里的执念，那就是制作最好的
茶，给岁月留香。

路，是走出来的。可你走过核桃
路吗？一条弯弯的核桃路。

我真是走过的，在被誉为大理
“后花园”的漾濞——这是一个和核
桃路一样让我倍感陌生和诧异的县
名。原想是一次苍山、洱海、蝴蝶泉的
圆梦之旅，可是，当我沿着苍山西坡腹
地的茶马古道探入这条核桃路时，蓦
然发现，那梦，已走不出这条核桃路了。而漫漫岁
月里那些曾经用步履丈量过的万水千山中的大路
小路，和这条核桃路，是同一条路吗？

分明像是拐了个弯，在我人生的旅程上，一次
奇妙的峰回路转。

一个核桃、两个核桃……一万个核桃、一百万个
核桃……核桃路宽约三四米，密密匝匝的核桃像镌刻
着美丽皱纹的鹅卵石一样，相依相偎，镶嵌如织，随山
势坡形蜿蜒而上，恍如一条随风曼舞的金褐色丝带，在
漫山遍野的核桃林中时隐时现，与两边传统和时尚兼
蓄的竹楼客栈、梯状田园及彝族、白族、苗族、傣族、傈
僳族山寨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水墨画。置身其中，仿佛
穿越今昔，误入《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路旁葳蕤玲珑、
曼妙有致的仙人掌、木槿、鸢尾、杜鹃和丁香，分明是一
个个聪明伶俐的红楼裙钗，盈袖芳唇，私语绵绵，自信
而又俏皮地打量着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刘姥姥”。

这条“网红”路横空出世，不过是近些年的事，
可漾濞人说：“在这条路上，我们艰难跋涉了几百
年、上千年。”

康熙时期的《云南通志》记载：“核桃大理漾濞
者佳。”如今的漾濞已经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中国核
桃之乡”，全县拥有核桃百万亩，人均近百株。漾江
上下，千里濞山，核桃树、核桃林、核桃园已构成一
种奇特的人间烟火。

想起出行前一位老者的提醒：“我四十年前就听
说过漾濞，那里穷山恶水，闭塞落后，有些山民一辈子
没去过大理……”这句话，我走进漾濞的第一时间就
得到了印证。在一家茶室听曲品茗时，年轻的彝族经
理阿中立告诉我：“我老家在苍山那边，当年……唉！
我爷爷甭说去大理，连漾濞县城都没有来过。如果老
人家还活着，我……”他眼眶潮湿，如带雨的云彩。

一滴泪——这是饱经风霜的男人才有的一滴
清泪，足以蓄满不远处的洱海。

老者不会想到，我这次是通过现代化高速公路
进入漾濞的，而大（大理）瑞（瑞丽）高铁漾濞站也已

经完工，即将迎来“漾濞时速”。在漾濞人眼里，无论
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是“村村通”，其实都是一条
一条的核桃路。栽核桃树，就是给日子铺路。从树上
摘下来的，是金子；从地上捡起来的，也是金子。

人间，大路四方，却只有核桃路以生命通道的名义，
把路演绎成了命运的行为艺术。脚下能感受到种子才
有的生命律动和气息，而我自己仿佛又一次获得发芽和
成长的机缘。发什么芽？核桃芽。长什么树？核桃
树。那么，我是怎样一棵核桃树呢？阅人无数的核桃路
一定感受到了我与众不同的分量。分量里，有我所有走
过的路：平坦的、崎岖的；直的、弯的……

蓦然，耳边传来一位小伙子的歌声：
“核桃路上，有我成群的牛羊；核桃路上，有我心

爱的姑娘；核桃路上，有我的梦和远方……”
循声望去，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却见五六只红腹

角雉、黑颈长尾雉在崖畔上且飞且停，且歌且舞，漂亮
的长尾在空中绘出一缕缕绚丽的彩虹。一道道横向
悬浮的山岚和云雾，袅袅婷婷，像银河玉带似的把群
山、绿树、客栈、酒楼、花圃、鸟雀分隔在不同的画框
里。移步换景，景从画出。一朵朵白云擦着头顶拂
过，捎来一粒粒清凉、透明的太阳雨。而那雨，又拖着
长长的、晶亮的光影，蹦蹦跳跳地跃入脚下的云朵
里。核桃路仿佛被云朵托起，像传说中的飞毯，载我
上升，再上升，升向无尽的高处。可无论高处有多高，
也高不出峰峦滴翠中的核桃林。我想，刚才那悠扬、
粗犷、豪放的歌声，一定是从云中传来的吧。一位彝
家姑娘对我说：“那是苗家小伙子在唱，他心中的姑娘
很能干，把核桃营销到了越南。”

在一个叫鸡茨坪的地方，我不由感怀：“这村庄，
简直就在云上嘛！”
“你看，那是啥子？”彝家姑娘用手一指。
驻足，仰头，迎面是一棵虬枝苍劲、荫盖四围的千

年古核桃树。树身悬匾，上书：云上村庄。
“哈哈哈……”我们心领神会地乐了。
“咩——咩——”几只正在吃草的山羊，也仿佛乐

而开笑。
彝家姑娘突然问我：“请告诉我，

您见过这么多的核桃树吗？”
这样的问题，于我突然有了莫名

其妙的难度。从大西北旱地长大的
我，自幼就攀爬过村头唯一的那棵核
桃树。岁月清贫如洗。每当核桃树挂
果，乡亲们就翘首以待。一家只能分

到五六个，谁还舍得品尝呢？每次，我都要把属于自己
的那个核桃两端打眼，中留一孔，用钩针剔除内瓤，内设
竹轴，外配麻线和木片，制成一个通过抽拽麻线就可以
像小小直升机一样飞转的玩具。每当“直升机”飞起来，
我仿佛置身于梦中的一大片核桃林……可我就是没想
到，梦，就在这核桃路上。在“云上村庄”，光是两百年以
上树龄的古树就有六千多棵。许多古树盘根峭岩，枯枝
突兀，可新发的枝丫上依然硕果累累，仿佛岁月的苍茫
和现实的渴望在共同演绎一曲古老而时尚的歌谣。这
是漾濞的歌，却能传到故乡的村头。

倏然，一棵完全枯死的古核桃树扑入我的眼帘：
几人才能合围的树身早已被风刀霜剑掏空，却稳如磐
石；粗粝的枝干脊骨嶙峋，空无一叶，却剑指苍穹，直
插云霄。古树临死前，并未遭遇斧锯之殇，也未变成
人类庭院中某个值得炫耀的木件。枝干上飘舞的一
条条红色丝带，像大地之血，像苍天之魂。

这是古树的风骨，却更像漾濞人的一种眷恋。核
桃木，素来有“硬木贵族”的美誉，是人类打制家具、雕
廊筑槛的上品。漾濞人说：“核桃树，在咱这里是有尊
严的。”每年的九月七日，这里都要举办云南·大理漾
濞核桃节，其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在一棵千年核
桃树下，举行核桃祭祀和核桃开竿仪式。

那祭祀的锣鸣和开竿的回声，是人与自然的山鸣
谷应。爱核桃的人，最懂。

在一家“云中”客栈，我品尝了“彝家三道蜜”之一
的核桃蘸蜂蜜。那种香，那种甜，那种既熟悉又陌生
的万般滋味，又一次把我拽进了童年记忆。故乡村头
的那棵核桃树，原来可以成为乡愁的，它以玩具“直升
机”的模样飞入我的思绪，伴我在核桃路上同行，每走
一步，分明是把我往日的一串串脚印轻轻收起。

核桃路，弯又弯。拾级而上，越走越高，脚下已完
全变成一片苍茫的云海。此刻，关注这里的海拔有多
高、核桃路有多长真的不具意义。云海里留下我的叩
问：“真不知这核桃路是从天而降，还是由地而生？”

彝家姑娘说：“你从哪里来，哪里就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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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工业在近代中国属于特种工业，主要分布在京、津
两大城市。1911年至1937年间，天津地毯工业借助扎根通商
口岸、面向海外市场等优势，在兴衰演变中由传统手工业向
近代机器工业转型，形成诸多特点，在天津工业中占有重要
地位。

天津地毯工业兴起于清末民初。20世纪初，地毯工艺由
北京传入天津。大约在1911年前后，北京西门派到天津成立
了三顺永、玉盛永、协立永等地毯厂。1912年以后，天津地毯
工厂“纷纷设立”，地毯工业开始兴起。“天津一埠，交通便利，
又为出口商号荟萃之所，故地毯工业趁机勃兴。”1916年至
1920年间，天津地毯工业一度出现起伏，1922年后又继续发
展，1923年前后地毯工厂及作坊已达400余家。1924年至
1925年间，天津地毯工业达到最盛时期，有工厂及作坊800余
家。1926年至1928年间，由于政局动荡，交通阻塞，天津地毯
工业深受影响。1929年，工厂及作坊剧减至303家，1932年前
再减至200家左右。此后，由于销路减少，工厂和作坊多有倒
闭，到1937年前，仅剩50余家，“不及往昔十分之一”。

天津地毯工业的原料主要有羊毛和纱线。其中，羊毛主
要来自内外蒙古、青海、甘肃、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热
河、河北、山东等省区，在包头、绥远（今呼和浩特）、张家口、
顺德（邢台）、辛集、泊头、丰镇等重要市场集散后，运至天
津。1929年前，全年共消耗羊毛约902892斤，纱线多数由本
地纱厂生产；1929年前，每年消耗116335斤。

天津地毯工业的主要产品是地毯。其产量缺乏确切而
系统的统计。1927年前，每年产量约为775696平方尺，价值
约1182429元（以每平方尺约1.5元计算）；1928年时产量为
3166950 平方尺，价值应为 6333900 元（以每平方尺 2元计
算）。此后，产额随工厂数量减少而减少。到1932年前，产额
应在3278000以上，比1928年时“至多减少一半弱”。

天津所产的地毯中，绝大多数销往海外市场。1922年至
1937年间，天津本地地毯的输出量和价值分别约占经天津出
口的地毯总量和价值的90%左右。1922年，天津本地地毯输
出总值为2617093海关两。1927年输出5549167海关两，1928
年输出5093628海关两，1931年输出4294079海关两。1935年
输出总值为3487733海关两，1937年输出7259533海关两。

总之，1937年前的天津地毯工业虽然一度出现起伏，但所产地毯仍以大量销往海外
市场为主，因此在天津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兴衰演变中，天津地毯工业发生了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的转型。
清末民初，天津地毯工业处于初兴时期。生产厂家均为手工业作坊性质，规模普遍比

较小。如1923年的400余家地毯工厂中，绝大部分都是资本不足千元，甚至不足百元的作
坊，工人不足10人。到20年代初，在天津地毯工业的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机器生产
代替手工劳作的近代企业，表明天津地毯工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1937年前，天津的近代地毯生产企业主要有海京毛织厂、仁立公司毛呢纺织工厂、倪克
纺毛厂、美古绅地毯厂等4家。其中，海京毛织厂在创办后经历了多次改革，先由杨锡仁等
在上海和天津创设海京洋行，后又在天津海京洋行内设立纺毛部，专纺地毯。1930年，杨锡
仁等又另组海京毛织厂，并接收了海京洋行部分纺毛机器。仁立公司毛呢纺织工厂由仁立
公司于1931年创办，使用电力动力设备。倪克纺毛厂由美国人倪克等合资创办，也以电力
为原动力。美古绅地毯厂由美国商人创办，1937年3月资本达到100万元，有工人2000余
名，打毛、洗毛、纺织、染色等全部工序均为机械作业，在天津地毯行业中首屈一指。

以上各厂所用机器设备主要有动力设备、打（去）土机、弹毛机、抽水机、地毯洗亮机、
地毯冲洗机等。其中，海京毛织厂在1937年前有动力设备45座，仁立公司毛呢纺织工厂
有动力设备15座，从美国进口的打土机1架，每天可以生产1000磅净毛。倪克纺毛厂有
动力设备11座，地毯冲洗机8架，每天可以生产地毯35条。

虽然近代企业在数量上远不如手工业作坊，但规模和产量却要大得多。如海京毛织
厂1937年前每年生产地毯30万平方尺，倪克纺毛厂每年生产地毯50万平方尺，价值100
万元。因此，近代地毯生产企业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天津地毯工业的转型，而且指明了天
津地毯工业的前进方向。在1937年前，中国的地毯工业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华北地区
的地毯工业又主要分布在天津、北京、包头、济南等地。与其他地区相比，天津地毯工业具
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一，天津地毯工业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1937年前，地毯主要销往美、日、英等
国。据统计，1927年时美国在天津地毯主要输出国中所占的份额约为51.1%；日本为
12.7%，英国为3.9%。1928年时，美国占56.1%，日本占12.8%；英国占9.7%。1934年至1936
年间，经天津输出的地毯总额分别占到当年天津出口总值的5.76%、3.77%、3.58%。天津
本地地毯所占比例分别约为5.2%，3.4%和3.2%。这表明天津本地地毯的出口在天津对外
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天津地毯工业的发展深受海外市场影响。一方面，天津地毯的销量会随国际环境的
变化而变化。例如，1914年以后，由于“近东来源闭塞，欧西各国欲得地毯者，遂相率东来，购
买而归”，天津地毯工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1927年海外市场逐渐萧条以后，“天津所受之
影响特显”。另一方面，为扩大销路，迎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天津地毯工业在工艺水平、工艺流
程、设计图案和销售网络等方面均有所改进。“天津因邻近洋商，时受督视，举凡一切，皆有进
步。”例如，在主要生产工序中，“药浴”多由外商代理，“画样”也要交给本地洋行评判。

三，天津地毯工业形成了传统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并行发展的格局。一方面，传统
手工作坊虽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普遍规模较小，产量较少；另一方面，近代企业虽
然仅有几家，但资本额和工人数量比较多，产量也比较大。

四，天津地毯工业在中国地毯工业中独树一帜。天津地毯工业兴起初期，其在国内的
地位尚不如北京地毯工业。1914年以后的几年中，“竟超越北平织毯工业而上之，成为中
国斯业之最大中心”。天津地毯工业对北京地毯工业的赶超，不仅使其在中国地毯工业中
独树一帜，而且成为天津经济地位超越北京和华北其他重要城市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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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最好的茶
给岁月留香

李显坤

在阳早的领导下，中试奶牛
场开展多元化经营，获利颇丰。
除了作为主业的牛奶，中试奶牛
场还利用有机肥种植无公害、无
污染的水果及蔬菜。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寒春
与阳早又着手进行奶牛牛群的品
质改良。

他们参照北美的经验，认为进口
高等级优质公牛精液和优质母牛胚
胎，繁殖出中国自主的优质公牛、母牛
谱系，是“多、快、好、省”改良中国奶牛
牛群品质的最佳选择。他们密切关注
北美选拔出来的最优质的公牛和母
牛，不惜自己花大价钱购买精液和胚
胎。这种自掏腰包为国家购置先进装
备的事情他们做过很多次了。之前，
阳早想用四年积蓄两万美元买挤奶自
动计量装置，钱不够，便卖了一块工艺
毯换美元。他说：“用中国给我的钱给
中国买东西，应该的。”在寒春与阳早
的推动下，中试奶牛场通过胚胎移植
改良牛群，培育出一批批优质公牛和
母牛，显著提高了牛奶产量和质量。
中试奶牛场的公牛是全国许多公牛站
养殖公牛的首选，母牛和胚胎则被大
量提供给其他奶牛场改良牛群，或用
于高校的科研项目。

阳早、寒春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
贯穿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
开放以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但这两位“老革命”依然坚持

延安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他们对于
物质生活的态度是：能住就行、能用就行、
能步行骑车就不坐小轿车。多年来，两
人一直穿着满是补丁的旧衣服，住在办
公室兼卧室的老旧平房里，用的都是硬
板床、旧家具。组织上想帮忙重新装修
房屋，他们一直不同意。直到房顶漏雨、
电线漏电起火，才勉强同意大修。

在吃饭方面，他们也非常简单：菜是自
己种的，早晚玉米粥、烤馒头片抹芝麻酱。

和他们一起出国考察的技术人员曾
回忆，阳早、寒春在考察团开支方面极度
节俭，有制装费却不做衣服，有住宿伙食
费却不住宾馆，带着考察团成员到他们
的朋友家免费吃住，或在公园住一晚上
1 美元的帐篷。省下的钱除了用来买机
械零部件，其余全部上交国家。

阳早、寒春还格外重视与人民群众
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始终和普通农民共同劳动、生活的
他们，对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有着最深的
感触和敬意。寒春晚年回忆自己在农场
工作的几十年经历时，曾表示，自己在和
群众相处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到，一个人
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众的力量，群众
有智有才，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49 革命本色始终如一

龚丽正素喜清静，不耐喧嚣，
从城中匆匆一过，出广储门，向东
投梅花岭而来。

这梅花岭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山冈丘陵，它是明朝万历年间，州
守吴秀疏浚河道积土而成，为了
点缀风景在上面栽种了许多梅树，因
此得名。但它真正出名，是在史可法
的衣冠冢埋葬在这里之后。凭吊的人
不绝于路，土岭沾了忠烈的光。后来
又有人为宋代的民族英雄李庭芝、姜
才在岭上建双忠祠，梅花岭更成为来
扬州的人不能不游的地方。

今天来游玩的人特别多。梅花岭上梅
花似雪，香气氤氲。但见忠烈墓前祭拜者来
往不断，个个扼腕唏嘘，泪光点点；双忠祠里
香烟缭绕，人人神情肃穆。龚丽正在史可法
的衣冠冢前凭吊之后，绕过拜殿，但见两厢
廊壁上题满了诗。其中一首墨迹尚新：

号令难安四镇强，甘同马革自沉

湘。生无君相兴南国，死有衣冠葬北

邙。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

香。九原若遇左忠毅，相向留都哭战场！

龚丽正看那落款“离垢居士”，方知
是蒋士铨的大作。他暗暗赞叹道：“果然
名不虚传！”原来这蒋士铨，字心余，号清
容，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官翰林
院编修，与袁子才、赵翼并称
“乾隆三大家”。

丽正反复玩味着诗的颈联
“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
香”这两句诗，觉得真是神来之

笔，上句写其死得其所，下句道其虽死犹荣。
即如今日自己站在梅花岭上，追思史可法的
高风亮节，不也是心血如潮仰慕之至吗？

在蒋士铨的七律旁边是一首七言古
风，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片。丽正暗笑，这是
谁这样不知高低，你自己题满半边照壁，让
别人往哪里写？但不看则已，一看竟被吸
引住了。他越看越爱，不禁朗声读了出来：

一寸楼台谁保障，跋扈将军弄权相！已

闻北海收孔融，安敢南楼开庾亮！天心所坏

人不支，公于此时称督师。豹皮自可留千载，

马革终难裹一尸。平生酒量浮于海，自到军

门唯饮水。一江铁锁不遮拦，十里珠帘尽更

改！譬如一局残棋收，公之生死与劫谋。死

即可见左光斗，生不愿做洪承畴！东风吹上

梅花岭，还剩几分明月影？狎客秋声蟀蟋堂，

君王故事胭脂井。中郎去世老兵悲，迁客还家

史笔垂。吹箫来唱招魂曲，拂藓先看堕泪碑！

他仔细玩味这首七言歌行，全篇六
解，浑然成章。笔意恣肆，挥洒自如，感

情充盈，起伏跌宕，真令人百读
不厌。他尤其赞赏最后两解，觉
得酷似老杜的沉郁顿挫。

他正在咀嚼“吹箫来唱招魂
曲，拂藓先看堕泪碑”的诗意时，忽
听远处梅林中传来阵阵琵琶声。

9 梅花岭上看题诗 9 一桩悬案

在我12岁那年，妈妈参加春
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慎跌进
农场的干渠里，摔成两处骨折，被
拖拉机送到了医院。经检查：右
胫骨打石膏、左小臂打夹板，农场
领导批准妈妈回家养伤。外祖母
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急不得。

我沏好橘子水送到床前，妈妈满怀
遗憾地说：“我要是再得两枚劳动红星，
就会评为季度优良，没想到关键时刻骨
折了。”我忍不住说道：“您还是应该当
老师，农场不缺您这样一个种田的。”妈
妈注视着天花板说：“以前我想重返教
学岗位，可现在我愿意在农场劳动。”外
祖母轻轻走到床前说：“你就是天生的
争强好胜，心里委屈也不吭一声。”妈妈
说：“您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啊，我就是不
愿意吭声。”外祖母心疼地说：“你就这
样熬自己吧，没人会念你的好处。”

趁着外祖母去厨房煮汤，我问妈
妈，怎么爸爸不回家照顾您？妈妈身
体被石膏模板和医用夹板固定着，反
而显得目光更明亮：“你爸爸跑施工现
场呢，时间紧、任务重，没时间回家，我
不能拖他后腿的。”外祖母说过，我爸
我妈离多聚少，夫妻感情冷淡疏远，这
种苗头不好。我问，怎样才能让我爸
我妈感情恢复。外祖母说：“不容易，
你妈性格执拗，你爸只能忍让呗。”

我不愿爸妈情感破裂，情急之下想
到刘乙己。这两年，我向他学到不少课
外知识，渐渐成了忘年交，私下叫他“师

傅”，他也愿意收我做徒弟。刘乙己家住
“过街楼”，是间凌空横跨胡同两侧的房
间。刘乙己独居此处，号称固若金汤。我
说，陈长捷认为天津易守难攻固若金汤，
半夜里解放军就打进来了。刘乙己听
了，夸奖我善于积累近代历史知识，属于
“小神童”类型。我听了当然高兴。

那天，我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小心翼
翼走进他家，进门叫了声：“师傅好。”他的房
间特别凌乱，一堆堆旧书好像废品收购站，
等待装车转运至造纸厂化作纸浆。其实，
这些书籍都是他的珍藏版，正在逐渐充实
着他的单身生活。刘乙己比前两年胖了一
些，尖腮明显隆起，有了肉的厚度。他自称
这是吸收了古典书籍的营养，既长骨头也
添肉。我觉得不全是，还是跟国家敞开猪
肉供应有关，毕竟能吃到肉馅饺子了。

师傅见到徒弟来了，起身抬腿跨越了
两堆旧书，完全不顾裤脚掀起的灰尘说：
“特大号外！我半夜翻书，意外发现刺杀吴
禄贞的凶手，竟然是马蕙田！困扰多年的
一桩悬案，终于有了结果。”我有些莫名其
妙地望着他。“吴禄贞要是不被刺杀，他肯
定参加滦州兵变，那样的话，袁世凯就难以
独大了。”他不禁仰天长叹，连呼：悲夫。好
像那个吴禄贞，真的是他祖父的同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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