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满庭芳
2022年8月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白丽 美术编辑：卞锐

第
五
〇
五
六
期

沽上

丛话

春风几度江南岸（油画） 章文浩

1977年，孙犁先生发表过一
篇随笔，《长篇小说的结构》。作
为文学编辑大家的孙犁先生，始
终勤勉于扶植作者，而1977年，
正是文学度过严冬后生命力勃
发的年代，不少新人投身文学创
作，故此，孙犁先生这篇随笔的
写作目的便是指导长篇小说写
作。他说：“创作长篇小说，感到
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于是，
就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他以四
大名著为样板进行探讨，其中，
对于《红楼梦》在结构艺术上的
两点独创，分析得尤为精到，且对小说写作极具指导意义。
独创之一，孙犁先生将“开辟鸿蒙”视为“千古绝调”。他首先指

出，“这部小说在纲领提起时就不同凡响，完全是独创”，然后如剥笋
一般一层层讲解其“独创”的内容。他说，在进入正文之前，作者把
纲放得很长很长，由甄士隐点明“好了”思想，由贾雨村引出重要人
物林黛玉，林黛玉入贾府使一些头面人物纷纷登场，宝黛初会，两个
主要人物见面了。分析到这里，孙犁先生特意提醒，“如是俗手，一定
就迫不及待地去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一见钟情”，曹雪芹却反其道而
行之，写宝玉摔玉，黛玉暗自哭泣，二人生分，然后笔锋一转，按下宝
黛不表，又远远地去写别人家的事，直到第五回“曲演红楼梦”，才将
金陵十二钗命运表明。之后，孙犁先生用优美的散文文笔描述了这
“千古绝调”：“《红楼梦》一曲，以‘开辟鸿蒙’四字开头，是作者思想感
情的倾注一掷，有天崩地裂的感染力量。是长江大河的奔腾，高山瀑
布的狂泻。读者一下子陷入作者所宣扬的哲学思想境界里去。”
重温孙犁先生的这段论述，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当初体会《红楼

梦》结构艺术时受到的心灵震撼。先生的文风，偏重于阴柔，如淀水
清澈，如荷花优美，极少黄钟大吕，但曹雪芹“千古绝调”之“奔腾”之
“狂泻”，却让先生敏锐地感受到了，并且心领神会，称赞它是“第一
声春雷振聋发聩”，并断言“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也没有遇到过”。

独创之二，孙犁先生总结出
曹雪芹写中心事件的独特结构方
法。首先，曹雪芹像观览大江大
河一样，先找出它的发源，细察它
的汇流；然后中心事件发生，“像
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一大石，不只
附近的水面动荡，摇动荷花，惊
动游鱼，也使过往的小艇颠簸，
潜藏的水鸟惊起，浪环相逐，一
直波及四岸；投石的地方已经平
息，而它的四周仍动荡拍击不
已”。先生以第三十三回“不肖
种种大承笞挞”为例，细致分析

了《红楼梦》中心事件的结构方法。事件缘起于一个小动作，贾宝
玉把金钏的耳坠拨了一下；王夫人打了金钏一巴掌，事件出现危机
状态；曹雪芹又是笔锋一转，按下事件不表，接着写龄官画蔷、晴雯
撕扇、湘云拾麒麟，直至宝玉与黛玉诉肺腑；正当宝玉神情恍惚时，
突然“老爷叫”，此后一环紧扣一环，忠顺王府要人，贾环诬告，最终将
事件恶性升级，导致宝玉大受笞挞。事件高潮过后，余响绵绵：黛玉
暗泣，宝钗含羞，薛蟠耍赖，玉钏尝羹，一系列小情节，巧妙编织，借大
事件展示出各类人物的性格特征。分析到这里，孙犁先生禁不住赞
叹道：“写得这样合情合理、自然生动，就非曹雪芹不办了。”
“非曹雪芹不办！”读到这一句，我似乎看见孙犁先生仰面大笑。

一向寡言的先生其实是喜欢大笑的，特别是读书读到会心处。《红楼
梦》的结构艺术可谓横空出世，在它之前，几乎找不到可以模仿和学
习的样板。研究界往往将明代的《金瓶梅》作为《红楼梦》出生的前奏
曲，但即便《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
说，它的结构方式也与《红楼梦》是两股道儿上走的车，各有各的高招
儿。如今红学已经成为显学，研究《红楼梦》结构艺术的论述汗牛充
栋，而孙犁先生的这两点“独创说”，却最令我眼前一亮，不由得拍案
叫绝：不愧是文学大师且为编辑大家，能够从理论脱出，落实到写作
实践，且具有如此接地气的可操作性，哈哈，非孙犁不办！

16世纪，英国人威廉·李用一种新机器，制作出一
种经纬线更加细密匀致、体感更加轻松舒适的针织上
衣，这种新机器就是针织机。与纺织工艺不同，针织主
要是利用织针将纱线钩成线圈，再经串套连接成织物
的一种工艺，分手工和机器针织两类。在新机器问世
后的两个多世纪，针织机技术不断改进，继而带动针织
业发展成为欧洲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针织业风靡
欧洲的同时，虽然中国早在公元前300年就出现了手工
编织的针织物，但直到1896年，上海云章袜衫厂成立才
标志着中国针织工业的正式启动，而天津近代针织工
业的发轫则推迟到了1912年。
天津近代针织工业发轫于国人消费观

的转变。近代以前，中国人所穿袜子、汗衫
之类的衣服主要以布、绸为原料，“盖古所
服用者如袜、如汗衫之类俱制以布绸也”。
近代通商之后，沿海城市开始出现了从西
方进口的针织衣、帽、袜、围巾，特别是针织
袜子和汗衫因手感厚实、保暖性较好深受
老百姓喜爱，天津也不例外。自1903年天
津进口针织品以来，十年间，进口关银从
2041两增至112732两，涨幅高达55倍有
余。巨大的消费市场使得西方人趋之若
鹜，英商捷足洋行更是高价出售针织袜器，
每机索价120元，而其成本只有25元。因
不知其中欺诈伎俩，并受其暴利蛊惑，故天
津欲“购者蚁集”，其中就有郭有恒。
郭有恒原是一教员，1913年看到捷足洋

行在报纸上刊登出售袜机的广告后，马上辞
去教员职务到天津学习织袜技术。在天津，他
遇到了捷足洋行职员王济中。王济中曾留学日本，后以教授
织袜技术受雇于捷足洋行。因洞悉英商欺骗伎俩，王济中于
1914年创建“福益公司”，下分女子及男子针织两部。同年，
郭有恒购得手摇机一台，在大胡同温泉后小药王庙河沿租
房摇袜，起名“郭有恒织袜厂”。袜厂以织本色白坯袜子为
主打产品，专为洋行加工，这也是天津第一家织袜厂。
相较于其他织物，开办袜厂工艺简单，无需建设正

规厂房，投资少但相对利润厚，于是袜厂如雨后春笋般
在津城得到发展。到1919年，天津不仅有了诸如郭有
恒、义生、聚华顺、崇华、生生、金记等袜厂以及各种针
织作坊19家，而且从业工人人数也有近400人，产品包
括160针、180针男女袜等。
袜厂初期虽有盈利，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欧洲经

济的恢复，以及国际针织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天津针
织业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品种单调的弊端开始显现。这
些袜厂虽有几台机器以及几名学徒，但工厂使用的原料
和机器设备无不受制于他人。像织袜用的羊毛纱线、棉
纱、丝光纱线和丝光亚麻纱线，大部分进口自日本，价格
昂贵；针织用的钢针也需从国外进口，因为当时竹林村的
生生工厂根本无法满足所有针织厂的需求。即使是在国
内，上海早在1913年就引进了电机织袜机，而天津直到

20世纪20年代仍以手摇机为主。
然而就在天津织袜厂蹒跚发展

的同时，天津亦有一批人筚路蓝缕进
行技术改进。以改良国内针织业为
己任的王济中多次赴日考察，引进新
机器并倡导组建天津针织公会。
1916年，生生染织针织工厂创始人李蔚章联合各界悉心仿
制，逐渐摆脱了对外来机器的依赖，实现了各类用品的自
给，推动了整个华北针织业的发展。到1929年，天津共有
针织机厂18家（7家为上海分厂），针织机1265架，总资本
1.93万元，雇工181人。产品种类也日渐繁多，规格日渐齐

全，而且袜子、手套、围巾、背心等针织机远销
东三省及山东、山西和河南等地。

20世纪20年代末，天津国产针织机的发
展促进了针织业的发展。当时针织厂每日要
求男工最低生产86双手套或46双袜子，每月
有2美元的工资。如果完成额外工作，每天还
能再获得12美分的额外报酬。另外，因为机器
制造的袜子或手套最后还需手工缝制完成，所
以天津地区的农村妇女也能借此贴补家用。
通过工厂代理人，一批批半成品送到了这些妇
女手中。报酬是每打羊毛手套40美分，每打棉
手套18美分，每打羊毛长袜20美分，每打棉长
袜18至20美分。代理人将成品返回工厂后，
也可从中赚取每打五或六个铜钱的佣金。

机器技术的改进，不仅扩大了就业，更重
要的是，以前因受技术、资金所限而无法生产
的内衣也渐成其业。1927年，除了一些高级
制造品，天津生产的针织服装，如内衣、毛衣、

袜子、帽子、手套和围巾，不仅可以供应当地需求，而且由于
价格低廉，甚至替代了大部分进口商品。至1929年，天津
全行业年耗棉纱51.7万余元，毛线38.67万余元，人造丝
2.78万余元，染料3万余元。除天津消费外，产品还远销东
北三省、北平、山东、绥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内抵制日货运动高涨，同时受

营业税降低以及海关以关金取代关银，进口商品价格提高
等利好因素的推动，天津针织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不仅电
力针织机器开始取代手摇机，比如丹凤针织厂即德记针织厂
购置了电力机（又称纯自动机），义生针织厂拥有了10余台欧
洲电力机型，以及缝袜尖机和自动缠线机各两部，而且，不断
开发新产品，寻求产品替代，提高竞争力。高瑞丘创办了天
津第一家机器针织缝纫厂，并购进针织坯料自裁自缝自销；
生生染织针织工厂则添设漂染场，增设针织部、印染部、裁缝
部、布趸部，试织条绒、电光绒。其中，汗衫绒衣的出现标志
着天津近代针织工业渐入兴盛期。特别是在东南亚市场的
竞争中，天津针织产品与日货形成竞争，并占据了优势。
20世纪40年代以后，受原材料价格、通货膨胀以及美

货冲击，天津针织工业在跌宕起伏中蹒跚前进。到天津解
放前夕，天津针织业尚有178户，员工1377人，但大多数工
厂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据相关资料记载，打油诗因唐人张
打油而得名。明朝杨慎编著的《升庵外
集》录其《雪诗》最有代表性，诗曰：

江上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这首诗咏雪却无雪字，全是口头语，
通俗而风趣，以此诗为代表，逐渐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诗体，后人叫“打油诗”。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

起义时写的诗，可能是记录较早的打

油诗，只是不知是两人中的哪个所写：
远看石塔黑乎乎，

上面细来下面粗；

有朝一日翻过来，

下面细来上面粗。

鲁迅先生在1931年12月25日出
版的半月刊《十字街头》上，以一首
《南京民谣》打油诗来讽刺南京政府
官员拜谒中山陵：

大家去谒陵，

强盗装正经。

静默十分钟，

各自想拳经。

可见，文学大家并不排斥打油
诗，在特定场合或更偏爱。
打油诗诙谐滑稽，整齐押韵又接

近口语，易写易作，好记好念。上世
纪80年中期，我随一考察团去南方参
观学习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全团人
都是第一次乘飞机，带队的是个老领
导，飞机升空后虽也有些不稳，但他
兴致勃然，便吟起诗来：

下了火车坐银雁，

一步来到大江南。

感觉飞机有点颤，

稍稍吓出一身汗。

这时飞机竟真的剧烈抖动起来，
大家都吓坏了，老领导也紧张地停止
了作诗。一会儿飞机恢复了正常，播
音员告知刚才是通过了云层，于是大
家安了心，老领导又接着作起诗来：

接着猛是一大颤，

冷丁吓出全身汗。

飞机本来很安全，

原是云层在捣蛋。

大家哄的一声都笑了。时间一
晃近四十年，可这首句句押韵的诗却
让我记忆犹新。
抗疫宅家头发疯长，因一度发廊

停业，网购理发工具求老妻理发，妻
手生越推越短，最后索性推成光头，
由此而成就了我的诗趣。

宅家乱发若蓬猴，

无奈求妻剃短头。

老眼圆睁舌齿咬，

电推震颤胆肠揪。

龇牙却道功夫硬，

咧嘴仍夸手艺柔。

试镜三呼秃顶秀，

明光瓦亮一圆球。

打油诗虽通俗但写好也不易，其
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善于自嘲或讽
刺，语言直白有趣，可笑又可爱，粗笨
中见奇巧。虽不完全讲究平仄对仗，
但要押韵。多数作者写时一本正经，
写后却能让读者解嘲发笑。
随着网络文学和自媒体的兴盛，

打油诗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人的视
野。在诸如养生健身、茶酒美食等各
领域，打油诗广有创作传诵，也成为
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俗文学窗口。
一些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打油诗，在天
地间恣意游走，只是不知对正统诗坛
影响能有几何？正是：

风情大宴百香稠，

却有俗肴欲入流。

只为盘飧添趣味，

餐中怎舍那滴油。

在山东临沂、日照的一些地区，每逢立秋时节，生活
在农村的人都特别期待大雨的到来。一方面如俗话所
说“立秋无雨是空秋，万物从来一半收”，庄稼在经历一
个夏季的干涸后，急需补充水分，做最后的生长冲刺；另
一方面“潜伏”在地下的山山牛会从土地中爬出。山山
牛含高蛋白和固醇类物质，味道鲜美，还具有活血、祛
瘀、通经的作用，是这个时节一道独特的美食。
山山牛，学名为大牙土天牛，别名大牙土锯天牛，属

鞘翅目、天牛科，俗称还有山水牛、山春牛、栓栓牛、山虫
牛等。外形看似天牛，但是有很大的区别，在体形上山
山牛比普通天牛要大，呈椭圆形。主要分布在北京、河
北、河南、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山东、安徽、浙江、江
苏、上海、内蒙古等地区。
《南部新书·己》中记载：“长安夏中，或天牛虫出篱

壁间，必雨。天牛虫即黑甲虫也，段成式七度验之，皆
应。”这里面提到的天牛虫应当就是山山牛。一般夏秋
季，尤其是立秋前后的大雨过后，泥土松软，大量山山牛
从土中爬出进行繁殖。
山山牛有卵、幼虫、蛹和成虫四种形态。山山牛一

般在立秋雨后产卵，卵呈长椭圆形，呈乳白色。孵化成
黄色幼虫后，称为“荒虫”，呈米白色，无脚，靠身体收缩
前进。初龄幼虫在早熟禾根际或钻蛀根内越冬。大龄
幼虫会在距地表45至65厘米的土中作几乎与地面垂直
的通道越冬。成熟幼虫栖息于几乎与地面垂直的通道
中，通道深25至42厘米。以老熟幼虫越冬，体型粗大呈
圆筒形，能长到长10厘米、直径1.5厘米左右。老熟幼虫

在通道末端造一土室化蛹，蛹室近椭圆形，6月中旬开始
化蛹，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为化蛹盛期，蛹期20至25天。
山山牛幼虫一直生活在地下，在土中啃食黄草、白茅等
多年生长的草根为生，对庄稼危害不大。
山山牛的成虫全身褐色或棕黑色，头部窄小有两根

长长的触须，嘴上有一副发达的大颚，颈部坚硬。背部

有两对翅膀，外翅为有一点弧度的坚硬翅膀，里面的翅
膀比较柔软。腹部肥大，有六条腿。雌性腹大而饱满，
存有大量虫卵，大颚较雄性小。雄性善飞，雌性有飞行
的能力但一般只是爬行。雌性卧着在土里产卵，卵多产
在山上野草丰盛松软的土壤中。
山山牛成虫的生命周期很短暂，在雨水湿透土地后

爬出，太阳升起就会慢慢死去，尸体会被鸟吃掉。所以
雄性爬出土后便急速跑着或飞着寻求配偶进行繁殖，雌
性一般只在地上爬行，活动范围较小。捉山山牛的人们
趁天不亮带着大的结实袋子，冒雨赶到附近山上。在路
上会折长得高、叶子密集、有一定粗度的荆条，用其将飞
在空中的山山牛打下来。捉雌性山山牛的、有耐心的人

会在边上蹲守，会有雄性山山牛飞来；同样，跟随雄性山山
牛前进的方向，也会找到雌性山山牛。
在临沂、日照的一些地区，山山牛的做法有油炸、烙饼

子、烤制等。雌山山牛腹部是一肚子金黄的籽，营养价值很
高，一般用油炸着吃，最大限度地保留其营养。油炸的方法
是将去翅洗干净的山山牛晾干水分，锅里油至四成热，开始
下锅炸，待山山牛颜色变黄出锅装盘，简单地撒上盐就可以
了。雄山山牛相对硬，一般是烙饼子。烙山山牛饼的方法
是将去翅洗干净的山山牛剁碎，放在盆中，加入适量的面
粉、鸡蛋、盐、碎辣椒和葱花等搅拌均匀。锅中加入多些油，
油熟后将搅拌好的面糊放在锅中铺平，压薄一些，煎熟后装
在盘中就可以了。山山牛饼可以当菜也可以当主食。
最近几年山山牛的数量减少很多，哪怕是立秋时节有

充足的雨水。对于山山牛的习性可搜集的资料不多，将山
山牛做成美食是小范围的一个风俗，但也是民族文化多样
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想保留好山山牛这道美食，需要民众重视保护生态

环境，减少对雌性山山牛的过度捕捉，使其可以产卵、繁衍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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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打油诗
孙 橄

立秋美食山山牛
杨桂珍

在敞篷卡车上，熙熙攘攘的
人占据了每一寸空间，车上还夹
杂着小孩子的哭声和满满当当的
行李，随着交通工具一起飞驰在
乡间的道路上，何克却觉得有趣。

在乡村行进时，何克还会搭乘
板车，但他无论如何也是不肯像老
爷一样让人拉着走的，他总是和车夫等
人换着拉车。有一次，何克在拉板车行
进时，天上日军的飞机发出隆隆巨声呼
啸而过，何克把飞机比作“银鹰”，它们在
空中发出教堂风琴一般的低音。“银鹰”
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人们还来不及收拾
行李便要开始逃难，家园瞬间变成燃烧
的废墟，在乡间小道上，裹小脚的女人、
儿童和挑扁担的男人在仓皇地逃命。

1942年，黄河泛滥，受灾的地方向
工合求助，何克和西北工合办事处主任
卢广绵一起来到潼关以北的平民县考
察灾情，商量对策。洪灾给平民县群众
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影响，县里储藏的
粮食颗粒不剩，家养的鸡、鸭、猪等牲畜
无影无踪，用于生产的纺织机等各类机
器也纷纷失灵，村民们的土坯房融化在
洪灾过后留下的烂泥里，往日自给自足
的生活在灾难面前瞬间化为乌有。

灾难打不垮坚韧的中国人民，一位
老年妇女告诉何克，她在汹涌的洪水中
漂浮了半个小时，她一直紧紧抱着小孙
子，后来小孙子也因此活下来了。除了
这次洪灾，她还经历了1938年国民党故
意炸毁开封黄河堤岸造成的洪灾。尽

管因此沦为难民，但她还是乐观地说：“我
从黄河手里逃出来两次，它想让我死，我
可不能让它得逞。”经过这次经历，何克深
受触动，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现在我
懂了，我知道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
他们将生存下去，重建家园……我为此感
到精神焕发。今天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
事实确实如此：人民确实是无比英勇的，
这种英勇的精神存在于平凡之中，是我或
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也是我望尘莫及的。”

这些经历让何克进一步感受到他所
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进一步投身
于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不分昼夜地燃烧
自己。白河在1941年7月15日《工合战
士》上所发表的《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
对何克的工作进行了这样生动的描述和
总结：“他负责起草各项英文报告与宣传
文件工作，日夜不停地苦干，如果你走过
他的住处，就能听得踏踏踏打字机跳动
的声音……他对工作从来不倦怠，冷热
寒暑，都一样地努力”，“他很能吃苦，一
天能跑一百多里路，能吃中国茶，能吃中
国菜、中国饭，到了合作社，调查十分详
细，归来后，再比较、研究，将结果送交国
际报纸发表，所以他代工合的宣传，在国
际间有很大的效用”……

57 不分昼夜燃烧自己

十八房考官，还有礼部从各
衙门选派的笔帖式、弥封、受卷、
供给、对读、誊录六所长官，二百
多人鹄立两旁。接着由监考胥吏
导引对号进入考棚，肃然端坐，等
候发卷考试。考棚每间三尺，每
人一间，瓦顶砖墙；迎门各有一桌，上
设笔架、砚台等物。承题官未送来试
题时，举子们各个伸头露足、鸦雀无
声。十年寒窗，在此一举。功名富贵
定于三场，举子们那种感奋、惶恐、前
途未卜之情，非亲历者是难以想象的。

三考已毕，走出贡院，龚丽正真有恍
若隔世之感。接下来便是等候放榜。那份
焦灼不安是不经名场的人永远想象不到
的。放榜之日到了。很多举子害怕自己经
受不住乍惊乍喜突然降临的祸福的刺激，
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丢丑，都要出几个钱，
托人代替自己去看榜。丽正自觉三篇文章
得心应手，胸有成竹，加上自幼得父训诲，
养气已有根底，谅不致当众失态，早饭过
后，就独自步出法源寺看榜去了。皇榜前
面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好容易挤到前
面，只见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三十一名，
也就不再往下观看，转身回法源寺去了。

接着便是殿试、朝考。丽正高中二
甲第十八名，赐进士出身。金
殿传胪之日定于四月二十。这
天凌晨五鼓，由礼部带领，新科
状元居首，依次跟着榜眼、探花
及三百多名新科进士，从午门
右掖门进入大内。此时寒星满

天，晓月如钩，大红宫灯照得禁宫一片辉
煌。龚丽正与众同年按榜上名次结队走过
金水桥，登太和门而入。远望三大殿巍巍
矗立于星空之下。丹墀下品级台两旁，御
林军腰悬佩刀，雄赳赳站立两侧。礼部尚书
将他们带至太和殿前，便示意停步，恭候圣
驾。新科进士们个个肃立，凝神屏息。只
听净鞭三响，司礼太监一声传呼：“圣驾
到！”新科进士们随着一班候驾大臣，立刻
一甩马蹄袖，匍匐跪倒，口呼万岁。接着
由随驾上书房大臣传旨：“本科一甲第四
名传胪唱名，切勿失仪！”那一甲第四名进
士立刻出班叩头领旨，接黄封金册，传胪
唱名。胪唱完毕，聆听圣谕。这不过是虚
应故事，皇帝简短慰勉几句，新科进士们
便感动得五内俱沸。再接着便是新科状
元率领新科进士随榜而行，由午门正中而
出。顺天府尹早在东长安街高搭彩棚，迎
接金榜。然后为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
亲自斟上皇帝亲赐的御酒，簪花成礼。这

便是民间所说的“御街夸官”。最
后才送新科进士赴礼部“琼林
宴”。到此为止，这一套既荣耀又
烦琐的礼仪彻底结束。

龚丽正疲惫不堪，回到法
源寺便颓然倒下了。

17 礼仪荣耀又烦琐 17 妈妈特别高兴

外祖母显然心疼妈妈：“不听
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受伤后，
不能再干重活儿了，就是不听。要
还是这样玩命表现，以后一到阴天
腿就疼，等身子骨老了就该受罪
了。你就拄拐杖去工作吧。”妈妈
说：“我在农场拄拐杖干活儿，人家
领导能不批评我吗？您就收好了那根
紫藤拐杖，等我老了就拄着它走路。”

我听了这话有些难过，便岔开话
题告诉妈妈，说惠生表哥来了。妈妈
走进里间屋换衣服，说：“惠生离开农
村当了工人，这孩子总算熬出头了。”
我听妈妈说话，感觉她在从前的地方，
这声音穿过高山越过大河，经过好久
才传到今天。从前的地方就是历史的
地方，我不敢把这种奇怪的感觉告诉
妈妈。外祖母好像心有灵犀：“王宝钏
住寒窑18年熬出头，今年惠生18岁也
熬出头了，总算有了正式身份。”

天黑时分，惠生上街回来了。妈妈
从里间屋迎出来，满脸微笑。这是我首
次看到母亲温暖的笑容，如果写作文，可
用“春光灿烂”形容。惠生叫了声“老
姨”，扑通跪下就磕头，碰得地板咚咚
响。妈妈被这突发动作吓住了，求救似
的望着外祖母说：“新社会不兴下跪行
礼，这可使不得啊。”外祖母响声说：“嫚
儿！你就让惠生磕头吧，这孩子是向你
谢恩呢。”我上前拉住惠生表哥说：“你磕
破脑门儿我有红药水……”妈妈连忙扶
起惠生，他放声大哭说：“老姨，您给我写

了证明材料，不怕暴露自己那段事情，弄得
老姨夫跟您离了婚，我这辈子对不起您啊！”

啊！我爸我妈离婚啦？我惊诧地望
着妈妈，转而望向外祖母。外祖母对惠生
说：“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闲言碎语？别
信那些嚼舌头根子的人！”我也不愿相信
父母离婚，急忙对表哥说：“我爸工作忙不
回家，他经常跑工地呢。”惠生特别实诚，
极力表明自己没说瞎话：“我去兆丰路时
可巧遇见了老姨夫，他还嘱咐我珍惜工人
身份，这是老姨牺牲个人名誉换来的……”

妈妈听了再次露出笑容说：“我有什
么牺牲的，你这是沾了你爹的光。好啦，
咱们吃晚饭吧！”外祖母拿出惠生带来的
罐头说：“前年小黑眼儿买的玫瑰露酒，我
还存着呢，今天咱们喝酒庆贺惠生成了
工人阶级！”外祖母的话活跃了气氛，惠
生抹干眼泪高兴起来，动手打开两听午
餐肉罐头，又打开茄汁鲮鱼和五香鸡胗。
“惠生这孩子真会买东西，这方面特像

我二姐呢。”妈妈对外祖母说，“您年轻时酒
量就大，今天高兴，就多喝几盅吧。”外祖母
猜不出女儿是悲是喜，表情疑惑地问道：“嫚
儿，今天高兴，你也喝点酒吧？”妈妈说：“我当
然要喝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做了应该做
的一件事情。您知道吗，我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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