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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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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镲，是天津地区特有的一种民间花会表演
形式，用一对铜镲做道具，一个人或几个人一起表
演，有大鼓和铜钹伴奏，威武秀美的汉沽飞镲表
演，表现出斗志昂扬的精气神。这种活动，起源于
旧时渤海湾的渔民生活。

1995年秋季的一天，我们村十几条渔船正在
腰岗（牡蛎礁）边子拉网，黑压压的浓雾扑面而来，
很快便把我们吞噬，看不清前面几米远的地方。哥哥让
我们赶紧起网，麻利地回家。

那年头，我们的渔船虽然都是机动船了，还安装了
卫星导航仪，按理说回家很容易，但大雾里的船上，马达
声隆隆作响，船上的人一下子变得又聋又瞎。不了解前
边的情况，船速只能压得很低。渔家谚语说：“船行舵
灵”，慢下来的船没有了准星，船头打起晃来，技术差的
船长驾的船像无头苍蝇一样打转，这时要遇到别的船就
很危险，这也是我们急着返航的原因。

虽然那年我还不是船长，但会使用卫星导航仪，所
以由我驾船，把船开得很慢，船头站上一个人听动静，防
止撞船事故。我们晃晃悠悠地到了航道，慢慢地回到了

港里。可有十几位老船长使用导
航仪还不熟练，两天后还未能进入
港口，愁坏了家里的亲人。后来，
村委会让人搬来了飞镲的家什，用
声音把他们引回到了渔港里。

听老人们说，飞镲在蔡家堡村

有着悠久的历史，铜镲和大鼓是当年他们出海时必备的家
什，常用于海上传递消息，遇到了大雾时，敲响铜镲和大
鼓，其他船只就能知道你在哪儿。

当年，天津沿海地区有一种俗称门锭子的老风船，
两条船一起用围网捕鱼，俗称打网。渔家谚语：“谷雨
前后开网船”。意思是谷雨季节，黄花鱼的鱼汛来了，
随后鲙鱼的鱼汛也要来了，打网船便出发了。打网船
上都会带有鼓和铜镲，用做平时传递消息；打网船出海
时，岸上的人们像现在开海节一样，敲鼓飞镲热烈相
送；打鱼时，有时渔网围住了大鱼群，它们却沉浮不起，
渔民们就用声音把鱼群震起；还有一种说法，有经验的
渔民，会用镲击声诱惑鱼群聚集，起网丰收时，渔民们
要用鼓和镲庆祝，顺便告诉附近的船这里出鱼了；满载
而归将要靠岸时，船上人继续用它们通知家里人，做好
迎接渔船回港的准备。

后来，渔民们在船上“趴风”时，常有人用飞镲的家什
“开心解闷”，这在汉沽的方言里叫“穷乐和心儿”。当年，
前辈们生活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不放过每一次寻求开心

快乐的机会，以缓解生活压力，这是他们乐观向上的
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他们在生活中孕育出丰
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才有了家乡今日的繁荣兴旺。

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飞镲家什就在当地
渔民的手里具有完整的娱乐功能，常以花会表
演的形式，参加各种喜庆和宗教活动。那时，这
里的人们每年有两次到景忠山娘娘庙拜庙烧香

的习俗，飞镲队作为仪仗相随。1937 年，全面抗战爆
发后，这个习俗才告终止，飞镲见证了中华民族的那
段屈辱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家乡人的日子越来越好，飞镲不仅常见
于喜庆活动，还成为当地人喜欢的强身健体的体育项目，也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进来。2008年，从渔家飞镲发展起
来的“汉沽飞镲”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飞镲，传承发展的不仅是前辈们精湛的技艺，更是他们乐观
向上的精神。

秋，从字面看，左边是禾苗的禾，而右边是
个火字，是禾苗成熟的意思。秋天是四季里最
有内容的季节了。因为丰收和色彩鲜明，有
“金秋”之说，也因为天气转凉秋风萧瑟，而被
人“悲寂寥”。
“四立”之一的立秋，也是“四时八节”之

一，既是节日，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早在
周朝，立秋时天子要亲率三公九卿，迎秋于西
郊，举行盛大的仪式；主管秋收的西方之神蓐
收，是少皞氏的儿子，传说他左耳有蛇，骑着两
条龙。和报春一样，立秋时辰到时，也有太史
官报秋，高呼：秋来了。有专人把盆栽的梧桐
树搬进宫殿内，报秋时会有叶落，就是成语“一
叶知秋”的来历。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太阳到
达黄经135°，公历8月8日前后交节。《管子》：
“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农耕社会里，立秋
是对农事活动有标志意义的气节。民谚说“立
秋十八天，寸草皆结顶”，丰收时节，天地间一
片金黄。而刚立秋那阵，即将成熟的不同农作
物仍然在拼命生长，棉花结铃、玉米吐丝、稻子
抽穗、大豆结荚、土豆成块儿、高粱如火，还有
苹果、葡萄、柿子、大枣那些水果，茄子、豆角、
胡萝卜等蔬菜，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傲然于
世。虽然被收割和采摘似乎是植物生命的终
结，但沉甸甸的果实，毕竟是植物这一生功德
圆满的夸耀，它们走完这一生，没有中途掉队，
颗粒归仓、端上餐桌被品尝，这是粮食和果实
的宿命。

而那些秋天的果实，在成为具体的食物之
前，也有属于自己的展览会。晒秋的农俗，在
南方山区较多，山坡错落的房前屋后，屋顶、窗
台上挂晒不同的农作物，黄、红、绿等色彩炫
目，对比鲜明。而北方乡村把收获的玉米晾晒在乡村公路上，也应该是晒
秋的一种。

花有花期，果实也有期。秋收不是绝对的一时一刻完成，立秋时节，不
少水果已经可以收了，“立秋摘花椒，白露打核桃”。不仅收获是随时进行
的，播种也是一样，“头伏芝麻二伏豆，晚粟种到立秋后”，白菜、大葱等很多
蔬菜也可以赶在立秋时种下。

立秋时的习俗，古今和各地都有不少，但在天津每年所经历的，可能也
就是“咬秋”了，就是吃西瓜。我记忆里的咬秋，都是在立秋当天当时进
行。清朝张焘《津门杂记·岁时风俗》：“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
关于西瓜的夏秋记忆，装满少年的内心直到现在，就像鲁迅和闰土的那些
瓜田月下的故事，我也有属于自己的。住在老乡田野里的瓜棚中，内心满
是跃跃欲试的兴奋，记不清是因为能看见月亮、能吃瓜，还是设想着能遇见
突然窜出来的“猹”，鲁迅在南方，我在北方，风土各异，时代不同，但我们都
曾经是少年。

农历的七月初七“七夕”，和立秋的时间大致差不多。杜牧《秋夕》有名
句“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七夕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
子，现在也被看做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又叫乞巧节，乞巧，是女孩子获得
女红技巧的希望及仪式，过去有“对月穿针”等不同的乞巧活动。当然，乞
巧也是希望获得爱情和幸福。乞巧活动中还有吃巧果、送巧人的环节。

立秋有“秋老虎”“秋傻子”的比喻，立秋时还在伏天里，虽然过了大暑，
但往往正是中伏，天气最热，温度很可能胜过大暑，这就像下午两点会比中
午十二点更热是同样的道理。立秋时还没到粮食丰收的时候，没有金色的
收成，更没有萧瑟的味道。表面上看起来，立了秋，和夏天也没有什么区
别。立秋的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二十四节气，一
共七十二个物候，好像觉得立秋这三候是比较不准确的。凉风、白露、寒
蝉，古代立秋时有吗？好像觉得现在真的没有。从气象意义上说，要达到
连续五天气温在10到22摄氏度的标准，才能算秋天。此时温度居高不下，
湿度也不减，还是夏天。

如果从二十四节气的四时之分来说，立秋就是秋天了。从这个意义
上，又不得不说，二十四节气是非常精准的！一旦立秋，凉风虽然还不至于
到来，白天溽热，但一早一晚，人们还是忽然觉得，不论是人体还是季节里
的气息，都有爽利之感，抬头看看天空，天高云淡，季节也总会有分野，分隔
的刻度就是节气。或许那种爽利感就已经是古人说的“凉风至”了。当然，
真正的秋凉，别说立秋，接下来的处暑节气，虽然算出了暑了，天气也仍热
辣，接下来的白露、秋分节气时的温热，穿短裤也还是没有问题，秋天真正
凉下来，那要到寒露和霜降时节，那是最深的深秋了。深秋晚秋时候，气温
骤降，冷气逼人，已经不是一个凉字能够概括。而在秋天的六个节气中间，
一场秋雨，一阵秋风，人生凉意，谁人没曾体会过呢？

就像假期很快就结束，白天忽然就黑了下来，年轻人也会有衰老的那
一天，一生也慢也快。秋天从夏天开始，绿色变成金色，金色变成五彩斑
斓，秋天的最深处，叶子一点点掉落下来，某天一夜秋风，落叶铺满院子，扫
也扫不干净。秋叶当然不是经那一天的风就会落下，人每天看自己也不会
发觉变化，但看看去年的照片就知道了。那么如此说来，立秋的三候，凉风
至，人们没有觉察；白露生，人们没有看到；寒蝉鸣，人们没有听到。可没有
觉察不等于没有，觉察到的时候，已经是冷冷的晚秋。

家乡的渔家文化（一）

渔家飞镲传精神

刘翠波

每个秋季学期，我都会给本科生上
“当代散文研读”这门课，而每当课程结束
总结盘点最喜欢的当代散文作家时，同学
们常常提到孙犁的散文，尤其是《亡人逸
事》和《乡里旧闻》。具体到孙犁的散文哪
里更吸引人，每位年轻人的视角都不一
样。他们常常会说起某个具体的场景，具
体的人或者具体的事，无论哪个角度，也
都会说到孙犁散文风格的清新、简洁和打
动人心。我喜欢听同学们的发言，我想，
那是年青一代的接受史，这在某种程度上
意味着孙犁散文对年青一代的影响力。

一

读孙犁的散文，我会想到从高山上流
下来的泉水，那泉水会经过荒野山石，会
经过风吹日晒，但依然纯净，依然清澈，依
然凛冽。他的散文里，有着对最平凡风物
与风景的钟情。在战争年代，人们如此渴
望和平，渴望去吹大自然的风。华北平原
的小野花，油绿的禾苗，风吹的麦浪，在孙
犁笔下都是美的：“在洞里闷了几天，我看
见旷野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
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
的禾苗多呼吸几个，我愿意多看几眼正在
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因为他的讲述，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世界变成了美。事
实上，从他的文字里，你可以看到祖国的
大好河山，但河山不是将军指挥棒下的沙
盘，而是由人和风景构成，在他那里，一切
都是活生生的，真切的花，真切的天，真切
的人，最真切的土地和家园。

榆叶和榆钱，柳芽和柳叶，夹竹桃与
月季在他的笔下闪着光。那是具体而微
的美。散文《凤池叔》中，他提到了夹竹
桃，“我特别记得，他的身旁，有一盆夹竹
桃，据说这是他最爱惜的东西。这是稀有
植物，整个村庄，就他这院里有一棵，也正
因为有这一棵，使我很早就认识了这种花
树。”那篇不长的文字是关于一位乡村人
物的讲述，但因为这个人对花树的爱惜，
读者对那位其貌不扬的乡村大叔有了不
一样的理解。
《母亲的记忆》里，他提到庄稼、柴草

和母亲的辛劳。“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
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
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
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
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
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
汗水。”母亲是勤劳的，但最让儿子难忘的

是那朵明艳而美丽的月季：“抗日战争时，
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
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
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
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
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
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
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
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
先给我报个信儿！’”

从古至今，写母子亲情的文字何其多，
可是，将母子之间久别重逢的喜悦用月季
来表达的，恐怕只有在孙犁这篇关于母亲
的回忆文章里。今天，孙犁的母亲早已离
去，而做儿子的也已离去20年，但是这样明
亮的母子之情、这样喜气洋洋的母子情深，

却永远镌刻在我们的散文名篇里。

二

孙犁是念旧的人，他对旧人旧事，难
以忘记。旧时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一
人一事，都让他挂牵。读孙犁的文字会意
识到这位作家自制力强，他内敛而克制，
并不直抒胸臆。情感是他散文的内趋
力。在那些追怀旧时光的文字里，他书写
那些街坊邻居的生活点滴，书写旧时村里
的穷苦人，可怜人，那些命运不济之人。
他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挂牵。
《干巴》里写了一位叫干巴的穷苦

人。“冬天，他就卖豆腐，在农村，这几乎
可以不要什么本钱。秋天，他到地里拾
些黑豆、黄豆，即使他在地头地脑偷一
些，人们都知道他寒苦，也都睁一个眼，
闭一个眼，不忍去说他。他把这些豆子，
做成豆腐，每天早晨挑到街上，敲着梆
子，顾客都是拿豆子来换，很快就卖光
了。自己吃些豆腐渣，这个冬天，也就过
去了。”不评论他人的生活，他为他画像，
记下他曾经的活着。
《木匠的女儿》里，写了一位叫小杏的

青年女性。这位青年女性长得美，“十四

五岁的时候，已经出息得像个大人。长得
很俊俏，眉眼特别秀丽，有时在梢门口大
街上一站，身边不管有多少和她年岁相仿
的女孩儿们，她的身条容色，都是特别引
人注目的。”但是，女孩儿却是不幸的，“小
杏在二十几岁上，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
的走马灯似的动乱、打击，得了她母亲那
样致命的疾病，不久就死了。她是这个小
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
激荡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
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
她。”孙犁并不居高临下地审视他笔下的
人物，叹息她的离去，伤感她的生不逢时，
写下的是遗憾和同情，以及同情的理解。
“贫苦无依的生活，在旧社会，只能给女孩
子带来不幸。越长得好，其不幸的可能就

越多。她们那幼小的心灵，先是向命运之
神应战，但多数终归屈服于它。在绝望之
余，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
色，她现在能够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
《乡里旧闻》里，清欢中有热闹，寂寞

中有欢乐，他用寥寥数语勾画下那些人的
一生，也写下对他们的眷顾。调性却是明
亮的。他尤其喜欢写下祝福。在很多人
的故事之后，他喜欢写上一句“祝他幸
福”。那是浸润在文字中的深情厚谊，明
亮而又温暖。

要特别提到那篇《亡人逸事》。那是
我们在课堂上反复研读的作品，年轻人对
这篇尤其喜欢。他并没有直接表达对妻
子的想念，而是回顾了他们的“天作之
合”，回顾了他们的第一眼相见，回顾了妻
子从女孩子到少妇的成长历程。“我们那
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她不会。后来孩
子多了，穿衣困难，她就下决心学。从纺
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
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
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后来，因
为闹日本，家境越来越不好，我又不在家，
她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了集日，自己
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

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从来没
有对我叫过苦。”

写下眼中那个人，记下眼中的她的点点
滴滴，满篇都是生活的细节，细细读来，皆是
深情。他的文字准确而简练，有切实之感。
这篇散文并没有直接抒发与妻子的情感，但
是，情感却贯穿在字里行间。尤其是《亡人逸
事》这篇散文的结尾，也是阅读材料里常常要
分析的段落：

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

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

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

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

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

福的笑容。

这是雕刻般的记述，时间流逝，但具体的
人、具体的场景却历历在目。读孙犁的作品，
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爱生活，远胜
于爱生活的意义。”对于孙犁而言，写下往日
时光里的那些人，便是他对世界的表达，便是
普通生活中真正的诗意。

三

孙犁的散文作品充满了祝福与祝愿。穷
困是外在的，他最终写下的是人们的活着、人
们生命的光泽。那光泽既是出自现实世界实
在的美，同时也属于作家对事物的独特理
解。某种意义上，“但愿人间有欢笑，不愿人
间有哭声”是这位作家的写作理想。换言之，
尽管经历了生离死别与鲜血淋漓，这位作家
最希望的还是在文字中展现世界的应然——
他希望展现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人应该有的
样子。

将一种浓烈的情感用写意的方式写出
来，是孙犁散文的重要特点。纸短情长，这些
短小凝练的散文，承接的是中国古代散文传
统的优秀因子。孙犁的散文，追求言有尽而
意无穷；追求汉语的典雅、凝练，追求汉语的
音乐性与节奏感；他的散文里有属于中国美
学的清新、留白与写意。

很多人说孙犁的作品有清新之美，那自
然是对的，但是我以为那清新是沧桑之后“本
来”犹在的清新，是流过乱石荒野之后的清澈
清冽；那是历经酷寒的山野里的风，包含着暖
意，裹挟着质朴。

2022年7月27日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题图摄影：袁志军

清冽如乡野的风
——读孙犁的散文

张莉

何克和偶遇的人们的交谈产
生了许多有意思的观点碰撞。何克
和商品推销员谈论罗斯福新政，倾
听他们对经济萧条的抱怨。有一
次，在美国南部，一位好心的司机帮
助何克联系搭车事宜，接着带他去
加油站。在加油站稍作休息之后，
从傍晚等到晚上10点，何克还没等来接
他的车。何克无处可去，只能返回警察
局，警察给了何克牢房里的一个干净的
铺位休息。到了第二夜，何克来到了亚拉
巴马州的一个小镇，把前一夜在牢房过
夜的奇遇告诉当地警察，于是，当地警察
把何克交给一位阴险恶毒的警卫班长，
派专车“请”何克体验一下他们的牢房。

警卫班长两颊深陷，手里拿着钢
管，何克形容“他的脸几乎和钢管一样
冷酷”，他指着肮脏的牢房里一堆散发
着臭味的破旧毯子，对何克道了晚安。

据何克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车走过
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何克在美国见
识到了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的生活，让他
对美国的风土人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极
大地增长了他的见闻。除了和各色人物
打交道，何克还重点考察了美国的各类合
作社，他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萨姆·富
兰克林合作社农场待过一段时间，这个合
作社的社员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共同
经营并分享合作社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在姑姑的介绍下，何克来到美国南部密西
西比州的三角洲合作农社，在那里，黑人
和白人佃农一起工作，一起偿还债务，并

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何克看到自
己信奉的和平主义正在变为现实，进一步坚
定了自己投身合作社建设的想法。

在路上，何克偶遇了美国圣经协会
的莱西博士，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何
克都和他一路同行，并终于在旧金山码
头顺利地和他的姑姑团聚，接着他们又
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

但是，日本的景象却和美国大相径庭，
何克先来到日本横滨，接着来到港口城市
神户。他被带去参观合作银行、合作农场、
合作餐馆以及商业花园。何克成了著名的
社会改革家和宗教领袖贺川丰彦博士（Dr.
Kagawa）的客人，参观了贺川博士在日本推
行的合作社。贺川博士是激进的和平主义
者，为帮助贫苦老百姓，他积极倡导建立了
信用、生产、消费等多种类型的合作社。

但何克敏锐地发现，在日本朋友展
示的繁荣的现代文明背后，军国主义和
专制主义正在这个现代国家迅速膨胀。
但是，与之不相匹配的是，人民的言论自
由权却处处受限，政府严禁人民提出反
对意见，大众媒体成为政治权力的“传声
筒”，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各个阶层中
蔓延，人民仿佛喝醉了似的沉浸在政府
描绘出的扩张美梦中，迟迟不愿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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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昙任他们去远，转身来看那
老汉。那老汉拉着姑娘要给王昙叩
头，被王昙制止了。他随手从怀中
摸出一块银饼，递给老汉说：“老人
家，收拾收拾快快走吧，这伙恶人不
会善罢甘休的。”那老汉略一踌躇，
双手接过银子说道：“大恩无法言谢，愿
闻先生大名，以便今后相见。”王昙说道：
“在下秀水王昙。”那老汉深深一躬，含泪
说道：“先生多保重，我们去了！”

看着这一老一少离去，众人也都
散了。王昙略一思忖，对丽正歉然说
道：“蜀岗之游耽误了，龚兄请先回客
栈，我去送这老汉一程。不然这伙恶
人去而复返，救人反而害人了！”丽正
忙说：“兄台所虑甚是。我先回店准备
酒馔，等你回来，共进晚餐。”

二人分手，丽正独自一人回到客店，
让店家备下酒馔，等候王昙主仆二人回
来。从申初一直等到子正时分，仍无消息，
只好自己草草食用了点，上床睡觉。谁知
刚刚入梦，却听见店外一阵擂鼓一样的敲
门声。没等店主人开门，一伙人灯笼火把
已经破门而入。为首一人大声呼喝：“把好
大门，挨屋搜查，不要走了白莲教强盗！”丽
正披衣起来，隔窗窥视，见为首的正是白天
天宁寺门外逞凶的那个脸似橘
皮、面目丑陋的师爷。知是冲
着王昙而来，龚丽正不禁暗自
为王昙庆幸，如果今晚王昙回
店，定然凶多吉少，难以脱身。
这伙人翻箱倒柜，挨个屋子搜

查了一遍，不见王昙的影子，哪肯罢休？硬
说店主人通风报信，放跑了教匪。这可吓坏
了店家，连忙偷偷塞给那师爷一包银子，又说
了许多好话，那师爷才领着人悻悻去了。

这番闹腾足足有两个时辰。丽正哪里
还睡得着？白天梅花岭上、天宁寺外的亲
历亲见一时浮上心来。王昙那口似悬河、
滔滔雄辩，那琵琶神技、横溢诗才，那侠肝
义胆、健儿身手……无一不令人倾倒。这
分明是一位亦儒亦侠、文武兼具的旷世奇
才，却被官府当做教匪强盗，这不是是非不
分、颠倒黑白是什么？他暗暗祷告上苍，保
佑王昙主仆平安，并盼望早日与王昙重逢。

他本来想在扬州盘桓几日，经此变
故，再也无心在扬州停留，天刚拂晓就匆
匆买舟北上了。

这一日船到淮阴拦黄坝，风云突变。
黄河在这里和运河交汇，水势陡涨，风大
浪高，船只得停下来。拦黄坝是黄河岸边
的渡口小镇，只有百十户人家。但黄河自

古无夜渡之例，船每天傍晚一到
这里就停泊下来，真个是帆樯林
立、舳舻相连。南来北往的商贾、
水手都免不了上岸来打酒、过夜，
因而这个小镇就热闹起来，店铺
晚上的生意特别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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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语调低沉，一直在劝告妈
妈：“我知道你跟惠生多次通信，好
在还没有彻底捅破这层窗户纸，我
希望你保持沉默，不要给他出具证
明身世的材料……”妈妈也是低声
地说：“可是惠生的亲爹，是被国民
党反动派杀害的，难道历史真相就
这样被掩盖了？难道惠生永远蒙在鼓
里，接受不公平的命运？难道我没有责
任撩开尘封的历史……”说到这里，妈
妈好像骨折疼痛得说不下去了。

爸爸稍微提高了声调：“如果这次你
给惠生出具证明材料，等于白纸黑字暴露
了自己的历史污点，谁能想到堂堂天津卫
女大学生，曾委身于国民党宪兵司令……”
妈妈语气平和，仿佛面对无关紧要的事
情：“铁廉，既然这是历史污点，我索性写
材料把它暴露出来，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爸爸有些生气了：“柯延瑛啊柯延瑛，你这
样不光自毁名誉，让大家都知道你这段不
光彩的经历，还让大家知道我有个不纯洁
的妻子！你让我今后该怎么做人呢？”我
听到妈妈的声音：“看来你我对纯洁的理解
全然不同，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屏住呼吸继续偷听。黑暗里，
我被一只手揪住耳朵——外祖母将我
牵回到床边说：“小子，有些事情将来
你会明白的……”我抓住机会趁机问
道：“姥姥，我二姨的丈夫田文佐，是不
是被国民党宪兵队给抓去活埋啦？”我
看不清黑暗里外祖母的面孔，但清楚
地听到她老人家应声说：“当初都怪我

是糊涂虫，急着救人净做傻事。”
天啊！刘乙己所说的被国民党宪兵队

活埋的田文佐，正是我的二姨父，也就是柯
惠生的亲爹……这是真的吗？初秋季节，
妈妈的身体基本康复，又要去南郊农场参
加劳动了。外祖母特意买了一根紫藤拐杖
让她带上，说走路腿脚发软就拄着。妈妈
仔细端详着这根紫藤拐杖的形状，然后缓
缓摇头说：“唉，没想到我要拄着它走路了。”

妈妈把紫藤拐杖留在了家里，仍然
依靠自己的两条腿去了南郊农场。外祖
母迅速把拐杖收进柜子里，小声嘟哝说：
“我怎么忘了呢？这东西勾人心思啊。”
妈妈去农场后，还是星期六傍晚回家，生
活貌似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爸爸用自行车驮着行李，搬去单位住
了。我跟外祖母共同生活，感觉挺孤单的，
爸爸临走时，把办公室电话号码留给我，说
有事可以联系。过了几天，我上街找公用
电话拨打这个号码，确实很快有人接听，告
诉我铁廉同志派驻工地了，若有事情可以
转达。我慌忙挂断电话，交费4分钱。

天气转凉。星期六中午，我和外祖母刚
吃过午饭，就听到外面有人笃笃笃地叩门。
我停止洗碗，赶紧跑去开门，这人跨步进家，
叫了声“姥姥”，大声说：“我是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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