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离世第二天，因为要定制遗照，我翻看近十
年拍摄的照片。应该说，我为父亲拍摄的照片不少，
但没有一张是他单人的，在我的电脑相册里，凡有他
在场的照片，几乎都是跟母亲的合影。最终，我只能
选出其中一张，将他的上半身截取出来，交由外甥女
炀炀和文静去抠除背景。
我父母的感情，一直以来都是老家村

里的典范。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爱情的
模样，那么，毫无疑问，我一定会向对方讲
述我父母的情感故事。确实，除却书本上
杜撰和影视中演绎的，在现实生活中真实
存在的爱情，最能让我感动的，到目前为
止，也就是我父母之间的那一份。至于我
父母的结合，有过一个传闻：我舅妈是我的
大姑，我大姑成为我舅妈时，我同龄的父母
还不到10岁，等他们十四五岁时，我父亲
展现了绘画的天赋，当时我母亲家正建好
房，我外公便请我父亲去壁上画画，我母亲
磨墨递笔打下手，于是两人暗生情愫，后来
自由恋爱，喜结良缘。
传言者也许想说明，我父母的感情之

所以好，源于两人系自由恋爱。针对这个
传闻，我分别向父母求证过，但他俩均予以否定。他们
说，他俩根本没谈过恋爱，只是到了一定年纪，有长辈
觉得两人挺般配，又有姻亲关系，便从中撮合，他们便
走到了一起。结婚后的父母，关系极为融洽。从我懂
事起，直至父亲离世，这漫长的50年间，我虽看到过他
们争吵，但从未见他们有过打骂。而在我老家，特别是
我年幼时，夫妇间发生“战争”，是屡见不鲜的事。所
以，父母的感情，总让村里人羡慕，他们的婚姻俨然是
“美满”的代名词。

可这样的“美满”，落到父亲身上，多少是
令人诧异的。因为父亲的脾气是出了名的火
暴，我们姐弟仨，在成长的过程中，没少挨他
的揍。他跟村里人争执，嗓门大到响彻全
村。但他没动过母亲一根指头，温柔地称呼
她“阿荷”，整整叫了一辈子，佐证了他对母亲
的用情之深。父亲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坚强
者——“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代表人物。在父
亲的一生中，我只见他流过一次泪，那是大姐

出嫁那天，他躲在卧室默默掉泪。可大姐告诉我，其实
父亲还哭过一次，1999年，母亲生病住院，我在医院陪
护，他回到家，当着我小姑的面号啕大哭。
当然，母亲也深爱着父亲。1980年后，农村实行

分田到户，大队（现在的村）的那辆大型拖拉机被转
卖，当了十五六年驾驶员的父亲失了业。那个时期，

很多没手艺的农民，趁农闲去上海松江挑
泥赚钱。赋闲在家的父亲，也萌生了这种
念头，但被母亲阻止了，她怕他吃不消。此
后，父亲干过多种职业：大型拖拉机驾驶
员、油漆工、建筑工地保管员，尽管也曾背
井离乡，但每次时间极为短暂，最多不超过
半年，因为母亲不想他离开身边，更不愿他
受苦受累。这跟老家其他女人迥然不同，
她们见自己丈夫成天呆在家里，总以呵斥
的方式驱其外出赚钱。

然而，父母被迫分离过七八年。当时，
我家的保姆，由于家里发生变故，不干了。
母亲便来我家，帮带小孩。父亲因老家有
活儿，只能留在那边。可在分离期间，父亲
一有空就来我家，无数次奔波于杭州与绍
兴之间。更难能可贵的是，父母不在一起

时，每天都通电话，从不间断。2020年5月底，父亲不
幸离世。之后，将近一年半时间，母亲经常生病。我
们清楚，这是悲伤所致，竭力劝说她离开老家，跟我们
生活在一起。但母亲总是不愿意，以“住不惯”为由婉
拒。有一次，面对我的邀约，她喃喃地说：“我要是去
了你家，你爸一个人在这里会冷清。”
母亲始终待在老家，我与她每天通电话。好多

次，在电话里，她会告诉我：“你爸走了以后，我总想不
起他的样子。”每次，还没等我开口，她就接着说：“可
能你爸怕我伤心，有意不让我想起的吧。”我想，父亲
若在天有灵，应该会这样做的，因为他是那么爱母亲，
胜过爱自己。
这是我父母的情感故事，谈不上轰轰烈烈，也谈

不上可歌可泣，却那么至真至诚，又是那么至情至爱，
从小到大一路影响着我，感化着我，在我婚前让我坚
信真爱的存在，在我婚后教我如何去爱对方。如今，
父亲已驾鹤远去，但他与母亲的那份爱，成了我一生
中最宝贵的馈赠。

节气中没有“秋至”，“以夏日至始，数九十
二日，谓之秋至”，是为秋分。立秋不秋，立秋
过后，夏还在，秋是慢慢现形的。好像并不着
急，一寸一寸地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一点
一点地熟络，像不事张扬的客人，没打算兴师
动众，等突然出现在面前，竟忘了他何时进来。
立秋过后，早晚委实有了凉意，依旧衣衫

短打如故，不免会让人打着寒战，多少感到了
秋已伺在身边，只是藏在夏的影子里，暂时看不到。
叶子仍绿，偶有黄边翻卷，似有疲倦，也不打紧，天热
的时候仍然如虎，只是阵阵刚猛之气，渐渐有了些许
和缓，有了节制和体恤。天地间也有了层次，从宽厚
薄凉到颜色深浅细密分别，层叠之间好像标注了时
间的刻度，又似乎是被画笔任意涂抹了很久，至此才
渐次显露出来模样，以为写意，实则工笔。
雨还是那么稠密，淅淅沥沥中有了恼意，它也

不想烦人，却还得例行公事，总得把那快把地面晒
熟的温度压下来，好给后来的作出铺垫。奈何一
场秋雨的肃杀，是全方位的铺排，从四下掩将而
来，隐隐中带了气势，世间的分寸都在水的掌控之
中，没有缝隙和死角，得了号令似的天地在一瞬中
开始变色，仿佛水染。窗外的水依然荡漾着，显然
没有了涨势，只是略略眨着波纹的眼睑，似有困
意，又无精神，荷叶似乎是累了，耷拉在水面，顺势
捧了水的珠子，晃荡着，像一颗眼泪。只有白羽细
腿的鹳鸟依然在水天之间翩旋，不觉间，已从夏的
茂盛飞抵秋的丰美，转眼就到了各类候鸟飞别的
时候，那些迁徙的翅羽再次被秋阳染成壮丽的金
黄，从头顶列阵而过，风送走它们，送到比远方更
远的地方。
我对秋天印象最深的地方，可能也是秋雨绵绵

的时候。那雨显然密得不是时候，一下起来，即有
连绵不绝的秋意，植物秸秆和衰草吸足了与生长无
关的水分，开始发酵似的酝酿出秋天才有的腐味，
纵横的道路、裸露的树木、泥泞的土地，越来越呈现

出沉重的样貌，深沉得像思考者，湿漉漉的，沉甸甸
的，又像浸润着满腹心事，感受着，沉醉着，也等待
着什么。一雨成秋，秋雨更像是信使，蘸水写的帖
子，点点滴滴，一再浓重了秋意，加重了秋凉，或许
应是秋寒，有时会冷得让人趔趄。记忆里，村里的
庄稼人会及时穿了棉袄，站在屋檐下骂着秋雨不识
时务。他们当然不如文人那般多情于秋风秋雨秋
叶秋花，吟出“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的
句子，他们总是惦记着地里的秋粮不该被秋雨祸害
了，还有主妇们心心念念的那些豆子棉花，只有冬
麦秋播时才盼望一场能够下种的雨，可以就此起了
墒情。
人们在秋天，也许会遇见四季，遇见四季中最

好的时候，遇见最好的自己。时于此间，冷暖凉
热，风雨霜寒，连同世间的丰满与缤纷，可能都不
会错过。这是一个交替转换的时刻，连味道也是
丰盈的，在故土穿行过的那些秋天，最沉醉的莫过
于那些飘浮在秋天的气味，似乎融合了整个秋天
的阵容，愈至深秋愈加浓郁，仿佛天地间蓬勃着、
鼓荡着一种按捺不住的原生的力量，在这个秋高
气爽、万物峥嵘的时段得到释放和张扬。
但我也并不想傻等一个秋天，好像在夏天过不

下去似的，那样对夏天不公平，对冬天也不礼貌。
我是想主动为秋天做点什么，为秋天增加点什么。
比如，增加色彩，打理的枫树、菊花、绣球花，也许会
发挥作用。比如，果实的惊喜，或者是番薯、萝卜再
适合不过了，它们只在夏天不住地茂密了叶子，好

在叶子也可以食用，但我仍然期待它们属于秋
天的果实。老家晋西南的秋天，果实和色彩的
丰盛让人怀念，许多关于秋的幻觉大都以它们
为底子。那儿的秋天，总是繁忙着生长和收获，
现在还增加了挂满果树的各种好看的果子，一
路过来它们被人们寄予了厚望，甚至一年的指
望皆赖于此。这可能更加令我对秋天多了关
注，可以理解，它们的收成与行情已经成为那儿

秋天的一部分，只有它们才能使入秋之后的农人脸
上绽开笑靥，那可能是他们秋天里最好看的颜色。
秋有飘逸之气，风急天高，坦坦荡荡，颜色丰

沛，华而不艳，自有明媚，也不乏萧瑟之美。一年之
中，秋，完全具备君子之风，不耽于冷热，不高调，不
热烈，不平庸，不媚，不俗，肝胆相照，周身通透，如
高洁磊落之士，尤宜接纳君子义士同驱驰共坦荡。
文士可做秋兴秋字，义人可呼秋风秋雨，世间悲苦、
故园愁思、人生羁旅，会在秋天生发出共情，故园之
秋、草木一秋、同命之秋，会涌出新愁别意，也会在
感同身受的秋天里，得到一次倾诉和安抚。据说，
当年汉武帝刘彻驾临我的家乡汾阴时，也是一个浓
墨重彩的秋天，谥“武”而善征战杀伐的帝王，面对
着一派苍茫秋景，感岁月悠悠人生易老，竟然写下
了缠绵流丽的《秋风辞》，如今碑刻依然藏在后土庙
的秋风楼。
不知何时，如今的秋天又多了收心、示好之

意。秋天，为许多人生重要的起点，这个好理解。
毕竟，我们的人生开挂大都是从那个秋天的开学开
始的，每个秋天都有一些人踏进成人大门，开启一
段新的未知的人生，那些拉着拉杆箱踌躇满志的入
学的孩子，正在从秋天走向各自的未来，愿他们好
运。秋天，适合做很多事，也是可以酝酿情感的，可
以有故事，以及童话。这个秋天，如果一定要用一
个“第一”来打卡，不如来“秋天第一本书”好，或者，
来一场“秋天的第一场马拉松”“秋天的第一次远
行”，自己的或别人的，以此向这个秋天示好。

东北很多地方称呼人时，都将排在最后的
称为“老”，如最小的爷爷叫“老爷”，最小的叔叔
叫“老叔”，最小的侄儿叫“老侄儿”。“老弟”是我
最小的胞弟振东。
振东和我相差12岁，也属兔。我16岁到省

城哈尔滨读大学，严格说和振东一起生活的时
间只有4年，之后相见就限于寒暑假了。而那4
年，他基本上没留下多少记忆，我也只恍惚觉得
他得过一次重感冒，青霉素肌肉针打了差不多
一个月。倒是1979年9月9日，我接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后，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竟领着4岁
的他一下子蹦到猪圈上，他手舞足蹈的憨态和
“哥考上大学了”的喊声，在我心里打上
了很深的烙印。再之后，就是1986年春
节前夕，我在农村老家热热闹闹地办婚
礼，刚刚11岁的他像个小大人似的，东
西院、前后街地借还碗碟、桌凳，寒冬腊
月里，一整天他的眼睛都亮亮的，笑呵呵
的，跑跑颠颠，满头大汗，小棉袄外边直
冒热气。晚上，坐席的人走后，他坐在火
炕上用笤帚啪嗒啪嗒敲着小腿，那样子，
懂事儿，也让人心疼。至于他在屯子里
小学读书的事儿，我那会儿还不知道过
问，觉得他还太小。
转瞬我研究生毕业，到哈尔滨师范大学教

书，老弟也上了初中。他初二那年暑假，坐在老
家院子里的马车辕子上，我和我爱人得知他期
末考试成绩，是数学、语文和外语三科加起来才
凑齐了一百分，心急如焚，这个成绩怎么能考出
农村，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哪！趁父母不在身边，
就悄悄地训他，又软硬兼施、苦口婆心地劝他，
从ABC给他补课，培养老弟学习的兴趣，并在
返城后不断写信督促。老弟头脑本来比较聪
明，完全是贪玩儿耽误了学业。我曾听他的小
学班主任说过：“你老弟和你可不一样，那淘的，
淘出了花样儿。”有一次，两位老师正蹲在操场
边的树阴下唠嗑儿，他一骗腿儿就骑到老师的
脖子上；有一次课间，他从第一排课桌一直跳到
最后一排，好几个同学的钢笔都被他踩坏了。
幸运的是，老弟在初三时，遇到了一位陈老师，
她英语讲得特别好，激发了老弟的学习兴趣，老
弟的各科成绩也明显提升，第二年便稳稳当当
地考入讷河市拉哈镇中学读高中，高三时又转
入讷河一中就读，最终被哈尔滨师范大学物理
系录取。毕业后，他先是就职于省重点中学哈
尔滨第一中学，接着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了两年
硕士，之后在全国20所重点中学之一的哈尔滨
第三中学任教，将物理课教得风生水起，如今已
成为颇有影响的名师。
我时常想，老弟能从一个初中“差生”，成长

为全国重点中学的“名师”，是很不容易的，凭他
一次次出色的临场发挥和应变能力恐怕也远远
不够。往大里说，是从农民父母那里承继来的
勤劳本分，使他做什么都敬业、靠谱儿，干一行
爱一行，生怕因自己的一丝怠慢贻误学生终生，
养成了很好的职业操守。具体说，是他的毅力
与执著使然，只要是他认准的事儿一定能咬牙
坚持，一丝不苟。听母亲说，老弟读小学三年级
时，学校让每个学生在开春时交100斤粪，偏巧
那几天父亲忙得不可开交，距学校要求的期限
已到最后一天，父亲答应，过一两天一定补送，
可老弟坚持必须当天送交，并认为自己的想法
很“合理”，小嘴儿不停地嘟囔着。父子俩争执
不下，父亲动用“特权”，不顾老弟着急，用赶车
的鞭子抽他，几鞭子下去，老弟手上、脸上就有
了红道子，可老弟就是横竖不说一句服软的话，
母亲也护拦不住，邻居二表哥实在看不下去，立
马用车把粪送到了学校。老弟这股九头牛都拉
不回的犟劲儿，在工作中体现得更充分。明明
高一到高三的物理课他已经教过多轮，但他还
是数年如一日，把每堂课都当作第一次讲授，从
不应付，并且起早贪晚，逐一学期地编辑练习
册，这种“笨活儿”很累人，他却乐在其中。几年
下来，他创出了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学生受益
无穷，或者说他不是帮助学生解析具体的每一
道题，而是教给了他们一种可以称之为“钥匙”
的方法。但是当他班上的学生获得全省理科高
考状元，媒体采访他有无教学秘诀时，他却非常

淡泊地笑着说：“没有秘诀，学苗好，谁教他，他
都是状元。”有几年了，我发现他背包里总背着
一本《道德经》，隔几日便抄录几段，并写上自己
的心得笔记。他说是为培养心性，我看他已经
将其视为一种精神规约了。
达观地看待一切，则是老弟展示给我的一

本耐读的书。到现在我也说不准，心胸开阔与
胆量大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但我很清
楚老弟从小就敢说敢做，点子多，胆子大，遇事
想得开，这和过于谨慎甚至性格有点胆小的我
全然不同。父亲曾聊过老弟6岁时的一次经
历，至今回想起来也不无后怕。那年六七月份

光景，父母被责任田里的活儿拖住了，还未入
学的老弟便整日在家里玩耍，有一天晚上，父
母回家后发现老弟不在家，左等右等也没见回
来，心里不禁打起鼓来，孩子难不成给丢了？
接近8点钟时，老弟不慌不忙地进了家门，怀里
还捧着几根麻花，进门就喊父母给等在院子里
的后屯卖麻花的姜爷爷称小麦。原来，午后父
母刚下地不久，两点多钟，卖麻花的姜爷爷赶
着马车到了我们屯儿，呆得五脊六兽的老弟嘴
有点儿馋，又不敢拿粮食换，于是灵机一动，
说：“爷爷，我可不可以坐在你车上吃麻花，先
赊着，晚上再让我爸妈给您称小麦？”卖麻花的
姜爷爷笑一笑，答应了。老弟就这样坐在车上
吃了大半天麻花，陪聊天，逛了一屯又一屯。
知道情况后，父母马上给人家付小麦，连声道
谢，也被老弟的行为弄得哭笑不得。这种胆量
使老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在话下，很少有畏难
情绪，当然胆大不意味着蛮干，只是什么事都
能拿得起、放得下。所以一个高中生敢自己做
主，从镇中学转到县中学；大学的专业是物理，
却偏爱文学，抽空阅读《红楼梦》《围城》《资治
通鉴》等文史类书籍，以至于他的物理课上有
浓郁的人文色彩，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工作
后兜里有20万存款，竟然敢去琢磨200万元的
房子，然后再一点点地挣钱还贷，说这样生活
起来有奔头。这源于他的个性，也和一次特殊
经历有关。老弟大学毕业两年后，工作干得风
风火火时，由于过度劳累，代谢紊乱，他一度情
绪十分低落，患上了二型糖尿病。得病之初，
不懂病理，有一天早晨，发生了糖尿病性酮症
酸中毒，在租住的房子里昏迷不醒，好在同事
发现得及时，但还是把我和一中的龙副校长吓
了一大跳，赶紧送医院救治。出院以后，老弟
一扫低落情绪，不但什么事都能看开，而且能
够笑对一切，做什么都举重若轻、云卷云舒一
般自然。他常乐呵呵地说：“我都死过一次了，
还怕怎么活吗？”他的生活态度，让近几年身体
大不如前的我从中悟出了许多。
梁晓声在长篇小说《人世间》里，曾经化用

左宗棠的话“养口体，不如养心智”，讲孩子对
父母的孝道或是养口体，陪伴父母，照顾他们
的起居，或是养心智，远离父母，以事业上的成
就让父母骄傲愉悦。按这个标准衡量，我总感
到惭愧，自己充其量也就算个“养心智”的，甚
至还远远没达到“养心智”的程度，专业上的一
点成绩并不足以向外人道。1997年秋天，有了
两居室后，我和老弟马上回讷河农村，把父母
接到哈尔滨我们的身边生活，但也只有10年，
2006年，我迁居天津时，父母考虑气候等因素
就留在了哈尔滨，而后在父母身边尽孝也就变
成了有时有晌的。而老弟却是既养口体，又养
心智，在哈尔滨第三中学做教师，优秀得远近
闻名不说，对父母的孝顺也无人不竖大拇指。
有人说，儿女是否孝顺应该看生活中的细节，
我发现老弟打小至今，从未顶撞过父母，每一

次都是笑呵呵地和父母说话，父母生活中的琐
事，他都是在不声不响中悄悄做好。父亲去世
前的3年罹患阿尔茨海默病，面对痴呆的老人，
老弟照顾得愈加周到，总是和声细语，父亲糊涂
时，拐棍儿打在身上也不躲不闪，笑呵呵的。
2012年6月19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乘
飞机回到哈尔滨时，老弟已经把出殡、火化、选
墓地等一切事情安排妥当，看着他憔悴的面容、
凌乱的头发和红红的眼睛，真想上去紧紧地拥
抱他一下，轻轻地叫一声“老弟”。但我们都强
忍悲恸，只是用力地握握手，直到把父亲送到元
宝山墓地，在归家的路上才流起了眼泪。昏天

暗地的那几天，我如一个“呆子”，老弟让
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那几天老弟更像
哥哥，我倒像个弟弟了。
一晃，我已近花甲，老弟也四十有七

了。我曾经为他写过一首名为《想起弟
弟的“五十肩”》的诗：“肩膀周边虽然发
了炎/却坐过弟弟妹妹的嬉笑/背过麦子

稻谷的饱满/暮色里 曾经走成/缓缓移

动的小山/不想 刚用石子儿/掷走嫩绿

的鸟鸣/手一落下 转瞬/已是秋天//冷

暖难以自知/他乡错当故园/西伯利亚的

寒流/不过空中飘舞的叶子/和逸不出纸面的思

念/老婆拿来烘烤的太阳/也不断在头颅左右摇

摆/马铃薯紫色的香味/渐行渐远//谁说典当出

去的日子/是油盐柴米/更有月下花前/为什么

子夜的滴答声里/常伴着失眠与咳嗽/记忆的虫

总来咬噬我的脸。”就在我写作这篇印象记的此
刻，眼前又浮现出老弟乐呵呵的样子，他好像在
问：“哥，你最近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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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律师被称为“小”律师，这
是一种亲切，事务型非诉律师被称
为“小律师”，这是一种分工。还有
更丰富的含义，指的就是默默无闻、
平凡的小人物的那个“小”。
有很多律师，这一生可能也没有

什么亮点，过着平凡的生活，做着基础的事
情。他们没有过案例入选到最高人民法院
的公报，没有被评选过优秀律师，也没有得
到过任何奖项，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也没
有到大学讲课的经历，没有过什么闪亮的
高光时刻。他们整个的律师生涯，可能连
个当事人的锦旗都没有得到过。他们衣着
朴实，很少西装革履，就是穿了也没有什么
派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不讲普通话而讲
方言，也不掌握外语，他们没有什么法律的
专长，但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一些，他们看起
来和听起来都不大像专业人士，也不更多
地关心政治和经济。他们的日常工作非常
琐碎纷乱，上午开庭，中午匆匆吃盒饭，下
午接着开庭，晚上也不闲着，要准备第二天
开庭的材料，写代理意见。律师这个称谓
听起来好像有点儿高大上，但其实他们自
己戏称是“法律民工”。
这样的所谓“小律师”，一般来说承接

不了标的特别大和有影响力的“大案件”。
小律师只做比较传统简单的案件，重复劳
动比较多，创新少。也正是因为大量的重
复劳动，让他们没有更多时间去突破，时间
都用在这里了，就没有其他时间用来学习
和思考了。日复一日，紧张而又平淡。
反过来说，小律师中间的人也有可能

经常接不到案件，因为当事人也往往愿意追
求大律师，小律师常常做小案件，也常常门可
罗雀，无人问津。

所谓大案件是个伪概念，标的大就是大
案件？也不尽然，没有什么案件是小的，民生
案件也是最大的案件，就看从哪个标准和角
度来看这个问题了。小律师承接的那些小案
件，自有它的复杂和艰难之处，小律师能干好
的事，那些所谓“大律师”还真不一定能做得
来，大律师也可能太大了，做惯了那些大案件，
弯不下腰，低不下头来了。

小律师来不及关心更多，他们更关心个
案的胜负，关心能不能准时会见上被告人，关
心一个证据材料是不是能顺利取得，关心审判
员的一个眼神，也兼关心粮食和蔬菜。其实，
能关心好这些已经不错了。小律师的称谓在
这里没有任何的贬义，小律师可能也想过成为
一个大律师并且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确实很
多律师终其一生，也可能只是个小律师。他们
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忽然发现，忙忙碌碌的，大
半生已经过来，剩下的工作时间已经不多了，
自己已经没有更多机会成为大律师了。但是
这又怎么样呢？怎样活都是人生。小律师帮
助了很多小人物，小人物里有小律师，小律师
也是小人物，小不一定就不好，小律师也能帮
助大人物，小律师也能做大事业。

8 小律师不小

“自古以来，金榜题名的不一定
个个都有经邦济世之才；相反，有经
邦济世学问的不一定都能金榜题
名。这功名富贵不光靠才学，更要
靠天命哩。”王昙又愤愤不平起来。
自珍点头称是。王昙不愧是久

历科场的老将，个中原委体会得深入肌
理。自珍沉吟了一阵说道：“我看这公与
不公，不全在天命，重在人事。比如这考
试制度就不能变变？八股文章，徒具形
式，不过便于衡文罢了。唐宋考策论就
比这八股实用得多，起码能够看出你有
没有真正的学问和见地。另外，像治河、
筹边、钱粮、农桑，真正事关国脉民命的
学问都可以列入考试范围。”
王昙听得瞪大了眼睛。对眼前这个

和自己交情日深的年轻人，真当刮目相
看。他初经科场就对科场情弊看得如此
透彻，说出了自己十几年来郁结心头的
话。王昙终于开口说道：“世兄所言，正
是我数十年想说的话。八股取士，自明
至今，弊端已经十分明显。有识之士，都
看得出来。但士大夫习于因循，谁愿改
革，又有谁能改革呢？”
二人边走边说，不觉已来到门楼胡

同龚家门前。王昙不肯进府，告辞去了，
自珍独自进家。家中已得喜
报，自珍毫无欢乐意味。
第二天，自珍起来，盥洗

毕，上堂给父母请安。父亲告
诉他，昨天严州府有人来京，说
宋先生不幸去世。自珍一下子

惊呆了：宋先生刚刚三十三岁，体魄健硕，
正当年轻有为之时，怎会突然去世呢？
原来宋璠嘉庆九年举顺天乡试之后，

即回浙江严州老家，闭门读书，准备次年参
加会试。不幸母亲去世，只好在家守孝。
宋璠事母至孝，母亲死后，经常到母亲墓地
转悠。这天正是夕阳衔山的时候，他走出
书斋，又信步走到母亲安葬的小山旁。忽
见一位儒生打扮的人在山上四下观望，不
禁动了好奇之心，就走过去打招呼。交谈
之下，原来是一位风水先生。江南巫风甚
盛，很多人相信星相、占卜、堪舆之学。宋
璠无书不读，对阴阳堪舆之学也颇有兴趣。
加上中举之后，功名心日益强烈，对于坟山
风水的作用更加相信。宋家世代清贫，门
衰祚薄，宋璠早想为父母另择吉壤，只是选
不到中意的地方，这天遇到日者，二人谈得
投机，宋璠就请他到宋家先茔踏勘。日者
左右前后看了一遍之后，和宋璠一道登上
山顶，指点着前面的两条小溪说道：“你看这

山下一片平原，此山孤立平原之上，
恰似玉盘之珠；两条小溪自西向北
而东南，到山前分从两面绕山而过，
恰似二龙戏珠；到山南汇聚一处，
奔涌而下，恰似蛟龙入海。这实在
是一块上好的坟山……”

40 宋先生不幸去世 40 何等深厚的情感

这个女大学生后来成为我的母
亲和人民教师，再后来成为南郊农
场丙字小队工号49的农工……历
史的场面似在眼前：冀东宪兵司令
高铁桥走进会客厅，他圆脸宽肩五
短身材，通身浅灰色立领便服，疙瘩
襻系得整整齐齐，脚穿尖脸黑布便
鞋，乍看很像是乡村的教书先生。并非
教书先生的宪兵司令神情和蔼，语调轻
松地跟来访者交谈，还询问天津学生运
动情况。女大学生有问则答，表示没有
读过《方生与未死之间》这本小册子。

女大学生说：“我希望我姐夫能够平
安，不论长官提出什么要求。”高铁桥突
然问道：“柯小姐，你认为共产党好不好
啊？”女大学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共产
党……”明显遇到难题，女大学生下意识
地摸了摸胸前佩戴的校徽，表情犹豫地
答道，“不好。”高铁桥笑了笑，略显得意
地问道：“那么你说说共产党怎样不好
呢？”她显然不知道共产党怎样不好，于
是现出满脸窘迫的表情。高铁桥继续问
道：“你赏光访问寒舍，令慈大人并不知
晓吧？”她说：“我下了火车径直就来拜见
您了，我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高铁桥
语调柔和：“那么你还没用晚饭吧？我陪
柯小姐边吃边谈。”女大学生不便谢绝，
起身跟随他走进官邸餐室。

晚饭两菜两汤，分餐制。她象征性
地吃了些米饭、喝些羹汤，拿出丝帕擦手
表示谢意。“既然柯小姐无所畏惧，那么
今晚留宿寒舍吧。”高铁桥说罢，注视着

来访者。女大学生异常镇定地答道：“无论
司令长官要求我做什么，我只希望我姐夫
能够平安。”高铁桥面无表情地问道：“你很
崇拜你姐夫吗？”她毫不犹豫点头应答。宪
兵司令随即板起面孔：“你姐夫是共产党
啊！”她说：“我只知道他是我姐夫，所以我
希望您能给他平安。”高铁桥没有说话，挥
手指派副官送女宾去后院房间安歇。

突然间，韦华中断讲述，掩面哭泣，猛
地将我拉回现实世界的老榆树下。“柯老
师真了不起，她愿意为自己所钟爱的男人
献身，这绝不是寻常女子能够做到的，即
便是当代女大学生……”韦华倚靠在我怀
里说，“我不敢想象自己能否做到！”我受
到强烈震动：“什么！我母亲信里承认她
钟爱田文佐？”
“柯老师当然没有这样讲，可是我认为

是这样的！毕竟我也是知识女性，请相信
我的直觉。”我的女朋友激动不已地说，“那
是何等深厚的情感啊，驱使自己献身救人
而在所不惜。”

我抬头仰望夜色里的老榆树，它枝叶
苍茫，沉默不语。一个女大学生为营救自
己的姐夫，毫不犹豫留宿宪兵司令家。我
不知道韦华接下来，该怎样继续讲述母亲
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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