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是淤泥的池塘里

我开成一朵莲

片片绽放，寸寸洁白

露珠儿一颗颗凝结在莲心上

随着流动的月光摇曳

我在荷塘，听见风声，听见蛙鸣

闻见自己的花香

我静静地开着

安心地守着自己盛开的时光

夏天的风

夏天的风来了

穿过绿草地

跑到大树上荡秋千

呼啸着从田野里跑过

捡起农民脸上滴落的汗水

农民弯着腰，低着头

玉米叶划伤了胳膊

拔下的野草已经干枯

汗不断落下，消失在田野里

农民站起身向风问好

汗水从嘴角滑落

笑意溢出了眼眶

大 树

十年前你是幼芽

十年后你是大树

大树挺拔，笔直向上

不畏惧夏的烈日，冬的寒霜

不畏惧人间沧桑，经年风霜

有人路过

看到它挺拔的身姿满是伤痕

它却笑着承接阳光

说纵然身折也绝不弯腰

大树不倒

枝丫上托举的是梦想和信仰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孙犁先生离世20周年，宋曙光先生策划的这
套“我与孙犁”丛书，是一部重头的、具有纪念意义
的大书。这套丛书由冉淮舟《欣慰的回顾》、谢大
光《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清风犁破三千纸》、
卫建民《耕堂闻见录》和宋曙光《忆前
辈孙犁》5部著作构成，天津人民出版
社出版。宋曙光在丛书“总序”中指
出：“早在孙犁百年诞辰期间，我就萌
生了想编一部纪念合集的想法，并已
经做好了前期准备……2022年是孙犁
离世20周年，就是一个极好的契机。”
这个构思和愿望的实现，是对孙犁先
生最好的纪念。
“我与孙犁”这套丛书，是孙犁研究

的新的开拓，具有很高的理论研究价
值。孙犁先生去世后的这20年间，有
关孙犁著述的各种版本多达二百余种，
这一方面说明孙犁这样的作家是不死
的，他的影响还在静静地渗透、扩大，
“对于以文字为生命的人，这是至高无
上的荣誉，任何奖项或称号都不能与之
匹敌”（谢大光语）；另一方面，孙犁研究
的不断推进，需要研究理论的创新和新的资料的
发现，需要新的研究视野的扩展。宋曙光先生在
拟定选题和设想这部丛书构成时，提出了很高的
入选条件，“首要条件是他们要与孙犁有过交往、
自己有相关著述，并且认真而严谨地对待文字。
其次，他们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着亲密联系，
属于老朋友”。宋曙光先生选定的包括其本人在
内的5位作者，他们都与孙犁有过几十年交谊，通
过信件、编过书籍，在各自的领域里深读孙犁，成
就显著。并且都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着很
深的关系，是“文艺副刊”的资深编辑或资深作
者。他们或亲炙先生謦欬，或长期与先生鱼雁往
来，在各自的著作中，他们都试图以各自独有的
洞见，写出与众不同的孙犁、永远写不尽的孙犁，
其情至真，其心至诚，其爱至深，其价至宝，将孙犁
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境界。
“我与孙犁”这套丛书，对孙犁书信方面多

有补遗，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料价值。丛书作者
都有与孙犁通信的经历，这些信件，有的在《孙
犁文集》中并没有得到收录，如冉淮舟《孙犁补
遗》中，孙犁1971年5月10日和1973年3月22日
致冉淮舟的两封信，未被《孙犁文集》和《孙犁全
集》收录。1993年3月至1995年8月孙犁致肖复
兴的21封信，《孙犁文集》仅收录5封，肖复兴在
《清风犁破三千纸》上辑“我和孙犁先生的通信

（1993.3—1995.8）”中，不仅展现了这21封信的
全貌，而且也把致孙犁先生的信呈现出来，较为
完整地还原了作者本人与孙犁通信的全貌。卫
建民与孙犁交往较深，《孙犁文集》收录致卫建

民信17封，而孙犁给卫建民的信多达
62封，作者虽然将这些信件在《新文
学史料》上发表过，这次完整收入《耕
堂闻见录》一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
年孙犁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书中收
录的《日记中的孙犁》最为珍贵，作者
在1981年11月至2002年7月这21年
的日记中，摘录与孙犁有关的内容，等
于回放与“老人的交往历程”，该历程
不仅成为作者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也
成为研究孙犁的重要文献。
“我与孙犁”这套丛书，作者以亲

历者的身份，对孙犁作品的解读和深
读，不仅权威且具有很高的研究价
值。如作为编辑的谢大光，为孙犁编
书中与孙犁多有接触，他写的《听孙犁
谈母亲》，是他对孙犁的一次访谈，这
篇文章对于了解孙犁身世和创作多有

帮助。作者在“整理后记”中说：“先生在这次长谈
前后，写过不少关于母亲、父亲以及童年的回忆
文章。将文章和谈话对照来看，颇能读出一些意
趣，对于文字的剪裁取舍，用笔的浓淡深浅，会大
有益于后来者。”《耕堂聊天记往》记录了作者从
1979年至1995年间，十几次拜访孙犁的经过和谈
话内容，是研究孙犁及其作品的珍贵的第一手资
料。肖复兴学习晚年孙犁先生爱写读书记的写
作习惯，也写了一些读书记，但他的读书记却集
中于孙犁一人，“特别是孙犁先生逝世后，我几乎
每年写一篇读书记，更多的是想以此表达对孙犁
先生的怀念”，在这些读书记中，孙犁作品中先生
的“自谦和自省”、“无奈和慨喟”，“还有欲言又止
的弦外之音”得到了深刻的阐释和呈现。
“我与孙犁”这套纪念丛书的出版，既缘于策

划者与著者的一份真诚的情怀，更是出于一种责
任和担当，一种对活着的意义的追问。卫建民在
《序》中指出：“我们读文学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
为了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让人活得更像个人
吗？孙犁接受过传统教育，又在革命队伍里淬
炼，他做人的风范，像他的作品一样充满无穷的
魅力。”这既是这部纪念孙犁的大书的意义，也是
不断研究和阐释孙犁和他的作品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

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行走在改革开放之前菜色褴褛的人丛中，母
亲是一个贫困交加、饥肠辘辘的农妇。但在母亲
成为普通农妇之前，她是天之骄子，是城里殷实家
庭的一块碧玉。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如电影镜头中的一幕，淡
薄的阳光中，一个乞丐一般瘦削而头发焦枯的女
人，走在深没脚踝的农村淤泥路上，一手拄着一根
木棍，一手拎着一个网兜，颤颤巍巍地走向那个她
儿子所在的校园……

这个像乞丐一样的女人，是我母亲。这幕场景，
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我脑海中播映，在我睡梦中
重演，而每次播映或重演，都令我泪水涟涟。

母亲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因爱上身为军
医的父亲，且随父亲转业回乡，从此变成了一
个普普通通的村妇，变成了几个孩子的母亲。

生于乐山一个殷实之家，她人生的启
幕是华丽的，但像一朵花一样的她，从城市
移栽至南充县大通公社楼子沟村后，从此
开始了枯萎的历程。

大通，这座籍籍无名的小镇，寂寥地横
陈在川北的红丘陵中，被贫瘠和鄙陋严严实实地
包裹着。母亲逆着阳光而来，扎根于此，开枝散
叶，像一只跌落蓝天孤飞的鸿鹄。即使是那么茕
茕孑立，但心中装着爱情的她，从此也把热爱变成
了故乡、命运，甚至归宿。

劳作在尘土飞扬的农活中，用坚强支撑着岁
月，用汗水滋养着家庭，这是父母的生活常态。然
而，生命中的付出与得到，却非比春华秋实，是那
么不近人情地难有关联。虽然心中的激情风华正
茂，勤劳的态度始终如一，呵护土地像呵护爱情一
般虔诚与付出，但麻木而干瘪的土地却神情索然，
回报她的只有布衣粗服，食不果腹。

朗月当空，清辉满地，母亲心灵的故乡在斑
驳。岁月剥蚀青春与容颜之时，水土之异，粗茶淡
饭，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还让母亲落下了胃病，做
了胃部部分切除手术。

逆境中的母亲，像一株植物一般，本能地向上
挣脱，但九死一生之后，她再不能干重体力活了，
成了彻彻底底的农村家庭妇女。一家7口人，只
有父亲一人挣工分。贫穷如刀，摧残着我们的幸
福，侵蚀着母亲的健康。

去年春节，回老家祭祖，突然一个念想不可抑
止地冒了出来，让我去废弃而蛛帘处处的老屋，找
寻儿时母亲的遗物。冬日煦暖的阳光，穿过破旧墙
壁的缝隙，照在寂寥的老屋里，衰败而萧然的陈年
积尘中，一个装载着往事的物件颓然出现，像一段
猛然翻开的历史，碰撞得我心疼，让我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已经破旧、拉链无法使用的紫红色皮
质手提袋，是母亲曾经去大通场赶场时总是拎在手
上的手提袋。这个如一本杂志大小的手提袋，曾浸
润锦官城的花香、装载过母亲的梦想和芳华，之后
被爱情指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楼子沟，淹没于布
衣褴褛和辛苦劳作之中。也是这个手提袋，曾经装
过我童年时代贫穷家境里可怜的零食和朴素的希
望，以及母亲汹涌澎湃却又十分无奈的爱：一个锅
盔，或者几粒炒花生、几粒香蕉糖……

每当母亲从场上返回，笑靥如花地出现在屋
后拥挤地长满青苔、覆盆子、芭茅、黄荆子和过江
龙草的小路上时，我们便会不顾荆棘、齿刺和青苔
的湿滑，扑上去翻找起母亲枯藤似的手里拎着的

这个装满了爱与期待的手提袋。
鲜活的记忆里，纵然是一个锅盔分成9瓣，我

们小家庭7个成员一人一瓣，外加公和婆（爷爷和
奶奶）一人一瓣，我不过只能分得其中如手指宽
那么一绺；又或者母亲所买的炒花生，一人只能
分得一粒，甚至是半粒；所买的香蕉糖一人只能
分得一个……但这也是我儿时无比的幸福。

这个破旧的手提袋，如同时间老人，一路走
来，见证和记载了母亲人生中由盛而衰，所历经诗
意饱满的鲜艳和佝偻皱折的辛酸。岁月阴翳，吃
不饱饭，且无药治病的母亲健康每况愈下。终于，

艰虞时日中的她身体差得再不能赶场了，就连在
屋后小路上走走，也得拄一根棍子才能勉强行进。

然而，一个连绵风雨天刚放晴的春天的上
午，怀揣一颗宁静之心的我，正在高中教室里认
真地听语文老师夸张地讲述借景抒怀的风花雪
月的时候，却突然看到花谢花飞的窗外，有一个
熟悉却苍老的面容春阳般地朝向我笑。

恬静幽雅满园芬芳的窗外，这一道风景是那么
另类：她衣衫缀着补丁，右手拄着一根棍子，左手拎
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个有盖的搪瓷盅盅。
“班长，这是哪个？是你们生产队的？”同桌，

一个父母在医院工作、平时异常高傲的女同学，
看到窗外这个乞丐一样的村妇，正在盯着我慈爱
地微笑时，肆无忌惮地问。

曾经，班上有一位男生，其母前来看他，他嫌
母亲寒酸，怕丢人，而对同学称其母是生产队里
的社员，他的谎言被来自跟他同一个生产队的同
班同学当场戳破，成为令人耻笑的笑话。想必此
时的女同桌如此问我，是有心戏谑。
“不，那是我妈！”
“你妈可真土！像个收破烂儿的！”
真是狗眼看人低！我心里说。但我没理会

同桌的话，我向老师请假后，径直走出教室，也没
管身后传来的同学们的各种议论和唏嘘声。
“妈，您怎么来了？”尚未等母亲开口，我便责

备起她来。出了门，站在摇摇欲坠的母亲面前，
我才发现，同学们的哂笑声真是在一瞬间让我局
促和汗颜——凤凰落水的母亲给我丢人了。我
觉得母亲的到来，像是一场不合时宜的冷雨，淋
坏了我心中的风和日丽和莫可言状虚构的自尊。

然而，我是爱母亲的，我深深地明白，曾经豆
蔻年华里的母亲，朱唇皓齿柔枝嫩叶，风华绝代
一笑倾城。即便此时她的贸然出现，让我内心有
着些许窘然，我依然固执地认为，不是谁都有资
格议论与嘲笑我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母亲的，虽
然母亲的形象被贫穷缩写，虽然时间无情地在她
身上书写着物是人非。因而，我在对母亲的问话
中，也含有对她已病入膏肓的身体的关心。

身边野风浩荡，母亲却置若罔闻，她微笑着
对我说：“儿子，你爸今天买了一笼猪肺来炖萝

卜，说给我补身体，妈便给你送了些来。”
“妈，您自己吃吧，您的身体这么差呢……”
我其实很渴望吃这东西的，因为当时我天天吃

的都是蒸红苕，且无钱买下饭菜，只能就着咸菜下
饭。但虚荣的我也在心里隐隐担心，怕同学知道母亲
给我送的食物竟然是猪肺叶。因为这个东西无论在
什么时候，都是不被人欢迎的食物，廉价、粗鄙。起
码，我就从来没见过食堂卖过这东西。
“不，儿子，你正长身体，缺营养，需要补补的。”

母亲吃力地说，上气不接下气，并最终咳出了一小口
血。我感觉自己心好痛，如被摇曳而又坚硬的钢针

所扎：“妈，您看您都病成这样子了，都吐血
了，还来给我送东西干啥呀？”
“没关系的，妈这不是吐血，是感冒了，

咽喉肿，这是咳出的血丝。”母亲虚弱而不以
为然地说，“不要担心我。学校不是离家不
远吗？”母亲不遗余力地装着春风拂面的轻松，
可是她已如风中枯草的身体，却无情地出卖了
她，不近人情地展示给我一种弱不禁风的体
质。学校离我家是不远，不过4华里，但这对一个

气息奄奄、走路十分吃力的人来说，却无异于天涯。
母亲有气无力却母爱泛滥的话，努力绽放却又

如同被阳光晒蔫的微笑，让我鼻子酸得无以复加。
最终，我强忍着的泪落了出来。

记忆中，母亲只到学校看过我两次，父亲更是一
次也没到学校看过我。原因可能是他们都忙，也因
为我学习成绩冠盖乡里，不用让他们操心。然而就
是这一次母亲到学校看我，却永远储存进了我大脑
的“芯片”，铭刻在了我以后孤独成长岁月的回忆里
和泪水涟涟的梦境中。
“几点了？快去上课吧，如果接近下课时间呢，

我就可以与你再呆会儿，但如果离下课时间还长，我
就得回去了，不能耽误你的学习。”

在师生们不时扫过来的看稀奇的眼光中，母亲
慈爱荡漾，我却尴尬伫立。
“我又没戴手表，我咋晓得离下课时间还有多

久？妈，您身体不好，快回去吧。”我的话把母亲噎住
了。她猜不到我心中此时复杂的感情。

这时，一个上体育课的初中男生，从我们身边风
一样跑过，他手上手表的金属光泽在阳光下异常闪
亮，照得我眼睛晕眩。

母亲无神的眼睛也被那道金属光泽闪到了，她
看了看那个孩子，疲惫的眼神多了些惊奇，诧异地问
我：“这么小的孩子就戴手表吗？”
“是啊，戴手表的学生可多了，哪像我啊！”我没

好气地说，“有手表的话，考试便能掌握时间，做题时
便能游刃有余，考出好成绩。”

我知道自己这话有悖逻辑，因为学生有无手表，
跟成绩好坏真没必然的联系。但心中对贫困家庭给
自己带来的屈辱，充满了深深的怨懑，因而还是这样
说了。我看到，母亲听了我的话之后，原本被阳光晒
蔫的微笑，更多了一种身为母亲却无能无奈的羞愧
与黯然。母亲将那一搪瓷盅盅的猪肺叶炖萝卜交到
我手里后，又踩着蹒跚的步子，拄着那根棍子，落寞地
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谁知，在路过场口时，泥泞没踝的路却滑倒了母
亲，她被摔得吐了血，昏迷过去，像枯树一般倒在了地
上、倒在了泥里，倒在了自己满满的母爱里。

所幸有一位好心的大妈，眼睛里装不了这种不
期而遇的触目惊心的惨，她及时地扶起我的母亲，又
是掐人中，又是呼喊后，才让我母亲捡回了一条命。
这个情景我只是后来听母亲说，但是这个我没有亲历
的情景，却自此折磨上了我，时常让我产生无边无际
的痛。这次淤泥中的一摔，可能内伤太重，又无钱医
治，没过多久，母亲便告别了人世。

扶老携幼，经风历雨，积劳成疾且潦倒的母亲，生命
昙花一现地在她49岁那年便去了天堂。一堆无情的
黄土从此掩上了她曾经华丽多彩的生命画卷，而留给
我的，是一个永不磨灭的剜心的镜头。

母亲去世后，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有一封写给
我的信，信中装了一只当时营山县一家民营手
表厂生产的“蜀星”牌手表。信纸上寥寥数言，
往日娟秀堪比字帖的钢笔字显得墨迹斑斑，零
乱又无精打采：
“三儿：
妈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星期日放假回家那天，

妈感觉自己快坚持不住了，因而给你写了这封信。

请原谅妈没出息，不仅挣不了钱，还生病花

家里的钱。手表是给你买的，你说过，手表对学

生很重要，妈当时没表态，但记住了你这句话。

有手表后你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

人。妈在天堂会想你的……”

看到这封信后，父亲一下子哭了，眼泪从他
那如萝卜干似的脸上滚滚而下。这是再苦再穷
再憋屈也不会潸然、心硬如石的男人的泪，这是
宁愿流血流汗也绝不会片刻啜泣的昔日硬汉军
人的泪。

原来，母亲自给我送猪心肺炖萝卜那次回家
后不久，父亲见母亲时常咳血，病情越来越重，刚
好有人下乡收兔子，便将家里养着的几只兔子卖
了，让母亲拿这钱上医院治病。

之后的一天，父亲问：“你上医院治病，咋没
开药？”母亲苦笑着说：“钱花了还没查出啥病
来。医生说，大通场上医院设备不行，要检查到
底患啥病，得上南充城里医院。”

父亲本来还想说什么，但因为贫穷，他的心
情坑坑洼洼，最后选择了无语，并一声叹息。

现在看到这封信，父亲啥都明白了，克制的
情感顿时土崩瓦解。泪雨冰寒，闪现着他与母亲

无论是走在锦绣阳光的大道，还是走在淼淼无望
的绝地，都温情脉脉、相扶相携厮守契阔的恩爱往
事。他抹了一把眼泪，声音哽噎地从追忆的时光
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你妈检查啥病啊？她用这钱
给你买了这只手表呢！”
“哇……”我一下子大哭起来，扑向已经摆在

门板上的母亲的遗体，“妈啊，您这是在用您的命，
给我换一块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手表啊！”

我深深地后悔，当时对母亲谈到手表时那种语气
的怨懑。一块手表，与母亲的生命比，能画等号吗？

命运舛折，生命脆弱成了一倏忽。母亲去世
了，她慈祥的生命竟然至今也不知道是被何种病
魔剥夺。但我更宁愿相信，剥夺她生命的是沉重
的贫困和深深的母爱。因为贫困，没钱去医院治
病，即便病入膏肓；因为母爱，她丢弃了那惟一可
以用来检查病情的钱，却给我买了那块手表，用自
己的生命来置换对我的希望。

母亲，从此葬在了我的灵魂深处。
撕心裂肺的哀痛，让我顿然明白，贫困就是一

种要命的病，一种植满时间的疼痛。这种病，这种
痛，只有经历了，才感受得最为真切。

如今，戴手表的人不多了，因为要看时间的
话，手机完全取代了手表的功能。但是母亲在
和平年代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那一块手表，我
至今仍保存着。

每次看到这块手表，我脑海中就会往事回
旋，泪流满面，要是母亲活到现在，看到国家今
昔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人民生活的
富贵与安康，她也能美美地享享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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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做池塘一朵莲（外二首）
孙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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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灵魂的母亲
陈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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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集中营里，这部分国
际纵队志愿军也始终存在着遥远的
希望，而那个希望正是中国。
中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反法西斯

战场在地理上虽然相隔万里，但正
如爱泼斯坦所言，“他们的战士们强
烈地感受到他们是在并肩战斗着”。在
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保卫者们
都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自德国的白
乐夫医生在佩尼卡西姆的国际纵队野战
医院里，曾作过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在
法国的集中营，时常有留学法国的中国学
生隔着带刺的铁丝网探望被囚禁的国际
纵队战士；而在1938年的武汉、上海和延
安，人们可以看到当时西班牙流行的口号
标语“NOPASARAN（法西斯过不去！）”
和听到《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国际纵队
失败后，集中营里谢唯进等中国志愿者向
各国同志宣传祖国抗战，在白乐夫的回忆
中，当时集中营里的医生们“不假思索就
认为，到中国去是理所当然的事”——“要
在远东继续斗争，难道不也是我们的斗争
吗？中国遭到了掠夺成性的殖民国家的
袭击，中国需要援助！”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各国

共产党组织、左翼政治文化精英、反战人
士和旅欧华人的组织下，欧洲各国的援
华机构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以英国
援华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为
中心的国际援华网络，并与中国国共两
党的政治领袖形成跨国联系，建构起紧
密协作的援助关系。在英国援华会和宋

庆龄领导的“保盟”的合作下，1938年底，白
求恩所在的晋察冀边区五台山的八路军医
院被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接受国际援华
组织筹集的资金、医疗器械和援华医生的
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对抗日根据
地的医生和战士而言是巨大的鼓舞。在国
际和平医院的开幕式上，白求恩发表了动
人的讲话：“这所医院是你们的外国朋友建
立起来的，我很荣幸作为他们的代表……
那些爱自由的人们同你们自己一样是国际
主义者，我们不承认种族、肤色、语言、国界
能将我们分离。”

和白求恩一样，西班牙国际纵队中的
医生是“爱自由的国际主义者”，白乐夫、纪
瑞德、严斐德、甘扬道、富华德、顾泰尔、傅
拉都等医生是共产党员。这也正是他们曾
保卫马德里，并希望与中国人民一同战斗
的原因。白求恩工作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
院，也是这些“西班牙医生”最初期待的目
的地。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援华组
织，为“西班牙医生”来到中国提供了至关
重要的组织基础和政治基础。

1939年初，“中国医疗援助委员会”
（China Medical Aid Committee）从古尔斯
集中营组织了18位医生和2名护士，派往中
国进行救济工作。

66 国际和平医院建立

小阿珍不知丑面道人为何发
笑，不禁脸红。丑面道人忙为孩子
解窘道：“看来你是要做一个除暴安
良的大侠了？”想不到小阿珍又用一
首唐诗作答，背的竟是李白的《侠客
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
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
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丑
面道人听着孩子琅琅的背诵，眼睛湿润
了。他把阿珍紧紧搂在怀里，无限深情
地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有志气！”
自此，小阿珍跟着丑面道人学剑习

武。丑面道人还教他道家特有的导引吸
纳之术。时间不长，小阿珍体魄就明显
强健起来。龚丽正夫妇心中暗自高兴。
可惜好景不长，京畿白莲教死灰复

燃的风声不胫而走。丑面道人竟然不辞
而去，给阿珍留下一箫一剑，自此杳如黄
鹤。小阿珍怅然若失了好久好久。
嘉庆五年庚申（1800）九月，匏伯先

生逝世，丽正闻讣，即刻奔丧南归。不久
龚守正护送嫂嫂段氏和侄儿阿珍由水路
回到杭州。嘉庆七年十月，丽正奉匏伯
公灵柩与陈夫人安葬于施家村之原。诸
事完毕，由水路，乘粮船，偕妻子段氏和
儿子阿珍回京复任。到京后，龚丽正在
宣武门外槐市街购宅安家。这
里环境清幽，槐荫浓郁，丰台卖
花人每月逢三都来此处卖花。
阿珍这年已经十二岁，丽

正为他聘请浙江严州建德县拔
贡宋璠为师。宋先生家世清

寒，自幼以孝顺闻名乡里，人品端正，学识
渊博。原在刑部员外郎戴敦元府上坐馆，
后经戴公推荐来到龚家。自来龚家后，“天
旦而起，漏四下而寝，不接宾客，瘁志纂述，
大书如棋子，小书如蚊足，墨书或浓或淡，
朱书如桃花，日罄五七十纸”。可见其勤奋
情况，训阿珍以孝顺父母，教阿珍读经书、
作八股，师生感情十分融洽。学生的聪明
颖悟加上老师循循善诱，阿珍学业进展很
快。一天，宋先生看到丽正刚从花市买回
的水仙花，触动诗思，立刻命阿珍写一篇《水
仙花赋》。
阿珍略一沉吟，振笔疾书，时间不长，

便向老师交卷。宋先生接过学生的卷子，
越看越喜欢，不禁读出声来：
“有一仙子兮，其居何处？是幻非真兮

降于水涯。亸翠为裙，天然装束；将黄染额，
不事铅华。时则艳雪铺峦，懿芳兰其未蕊；

玄冰荐月，感雅蒜而先花。花态珑松，花心

旖旎。一枝出沐，俊秀无双；半面凝妆，容

华第几……”

宋先生越读越兴奋。他暗暗
为学生的惊人才华称奇：这哪里像
一个十二岁孩子的塾中习作？这孩
子和古代的神童相比实在有过之而
无不及。“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26 《水仙花赋》展才华 26 面对历史真相

我觉得二姨说话爽快，有些容
易害羞的地方她也不害羞，显得特
别可爱。外祖母反而急了：“小黑眼
儿，你不要张口就说，咱们求见高铁
桥的时候，兴许田文佐已经被活埋
了，他当然不会收礼的。”外祖母这
些话令我产生怀疑，索性大胆问道：
“姥姥，您不是把我妈妈给送去了吗？”外
祖母急了：“你放屁！嫚儿是我老闺女，
我能舍得把她往火坑里推吗？你小子胡
说八道，存心给我抹黑啊……”外祖母说
着，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咧嘴哭了起来，
“你跟刘乙己学得蔫坏阴损，整天鼓捣黑
材料，非说我把你妈妈送给高铁桥啦！”

我从未见过外祖母如此撒泼，完全
变成个陌生人。吓得我赶紧起身想要溜
走。二姨却哈哈大笑起来：“你从小就是
冰糖嘴儿，长大成人反倒不会说话啦，你
看都快把老太太气疯啦。”外祖母从地上
爬起身，继续朝我喊叫：“我没送你妈妈
去高铁桥家！你让刘乙己给我拿出证据
来……”我也高声喊道：“这不关人家刘
乙己的事啊！”然后转身逃出了家门，下
意识地跑向了“过街楼”。

我是抹着眼泪走进刘乙己家的。刘
乙己正手持拖布擦拭地板，抬头见我满
脸泪痕，便安慰地说：“你不要哭嘛，他们
把书收走了，可是重要内容全部刻印在
我脑海里，以后查找资料我能够闭目盲
读。”我稳住心神环顾四周，看到曾经堆
满旧书的房间空空如也，仿佛大海退潮
沙滩裸露，显出那张破旧单人床和老式

写字台，还有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猛然
间，感觉房间很大，却没了丰厚的内涵。

刘乙己收起拖把，点燃香烟说：“有
人检举我收藏旧书，钻研封资修的东西。
我倒是觉得他们说得没错，我收藏的387
本旧书里，《宋稗类钞》和《清稗类钞》就
属于封，《西方哲学史》和《南北战争史
话》就属于资，《托洛斯基传记》和《苏联
经济学史纲》就属于修，封资修三株毒
草全齐啦！所以，我不抱怨人家清理指
挥部的人，还情愿帮着他们一起往楼下
搬书呢。”

我意识到，刘乙己收藏的滦城文史资
料也被没收了，突然觉得母亲变得更加遥
远，她的那段特殊经历，愈发成为难以考证
的历史。刘乙己神色从容地踱着步，眼看
房间空旷了，他有了踱步思考的场地，却没
有了给他添草加料的书籍。他停住脚步，
迟疑片刻，面有难色地说：“今天咱们讨论
的话题，肯定关涉你家长辈的隐私，希望你
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研究陈年旧事，
必须努力超越私心杂念，才能坦然面对残
酷的历史真相。”我诚恳地表态说：“我姥姥、
我二姨、我母亲，她们娘儿仨经历的事情，
肯定令我难以想象，但是我会理解她们的
苦衷，那毕竟是万恶的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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