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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
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
丁壮在南冈。”这是唐代著名诗人
白居易在《观刈麦》中，为读者描
绘的一幅旧时农家芒种时节男女
老少为抢收遍地金黄的小麦，而
合家奔忙的风俗画卷。

芒种，芒种，芒收，谷种。这是
农家一年之中最繁忙的季节。清
代王时叙也在《商周山歌》中写
道：“旋黄旋割听声声，芒种田家
记得清。几处腰镰朝雾湿，一行肩
担夕阳明。”描绘的也是芒种时节
农人们在一阵阵“旋黄旋割”的杜
鹃啼鸣声中，起早贪黑地进行收
割及担运麦子的繁忙景象。古人
的诗句勾起了笔者儿时的回忆，
半个多世纪前在故乡参与收麦的
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鲁西北平原上的故乡自古就
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这里旱时
盐碱厚，雨时涝灾常；每年一季的
麦收寄托着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块
土地上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希望。
那亩产最多百斤的麦子是人们心
目中真正的“细粮”。因此，这里的
麦收季节虽然让人们紧张劳累、
身心疲惫，但是因为闻到了麦香、
看到了希望，还是让人们像过节
一样振奋、欢畅。

用镰刀割麦子是后来的事
情，在我记事时的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我们那里都是拔麦子。因为
人们不舍得把那些用镰刀割剩的
麦茬留在地里扔掉，连麦茬一起

拔下来的麦子，去掉麦穗
后剩下的麦莛可以打成用
以铺垫或苫盖的稿荐，就
是不用来打稿荐，那带着
麦根的麦茬还可以当做烧

火做饭的柴火。而拔麦子是与挖
河打堤一并被列为“N大累活”之
一的差事。人们弓着腰用手抓住
麦子，直接把一大把整棵的麦子
愣愣地从生长着的土地里连根拔
出来，那活计的苦累如果不能想
象的话，看看人们手上被勒出来
的燎泡或许能让你体味一点农人
的艰辛。但，有麦子可拔的人们还
是满脸的憨笑。

农谚云：麦熟一晌。就是说，
今天早晨看着还不大熟的麦子，
经过一晌的暴晒可能就熟了。而
熟了的麦子是必须及时拔的，不
然麦子会炸芒崩粒，眼看到手的
麦子就会减收。中午天热的时候
也不能下手，也是怕麦子炸芒崩
粒。所以拔麦子都是选择起五更，
在麦子还有点潮意的时候动手开
拔，这时不但天气凉快，麦秆也不
大扎手。

起五更是大人们的专利，男
人们天刚蒙蒙亮就披着旧棉袄下
地了，女人们就起来点火做饭，孩
子们被喊起来是在饭熟了之后。
记得我那时就常常打着哈欠提着
盛了干粮的篮子，跟在提着盛了
汤饭的罐子的奶奶、母亲或婶子
的后面，往地里去给拔麦子的爷
爷、父亲和叔父们送饭。

让我能够记住麦收的一个最
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把饭送到地
头后，一家人在麦地里的那顿野
餐。不记得奶奶母亲及婶子们吃
些什么，但记得我这孩子辈的人
却与收麦男人们一样的待遇，干
粮是白面烙的大饼，咸菜是一个
月前腌的咸鸡蛋，汤是熬的绿豆
汤。把咸鸡蛋扒开往大饼里一卷，
一口一口地咬到嘴里嚼着那真是
一种特殊的享受！看着爷爷、父亲
及叔叔大口地嚼着嘴里的美味，
我故意把平时难得吃到的带油的
蛋黄托在大饼上晾着，以延长幸
福的时刻。这时，就看见东方天
际升起的太阳，好像一枚硕大的
蛋黄跃上广袤麦田铺陈的这张金
色的煎饼上。

于是天地人就在这特殊的时
刻成为舌尖上的美味。记忆也因
此一直如此甜美。

麦子地里的
野餐
□纪慎言

【走南闯北山东人】

因为喜欢文学，久闻著名
散文家石英的大名，未曾想到，
去年5月，我与石老竟也有幸结
识，随后又见了两次面。他那爽
朗的笑声，睿智的话语，让我听
了格外享受。名家就是名家，每
次见面我都能从他身上学到好
多东西、悟到好多道理，可谓受
益匪浅。

石英先生出生于1934年，
他戏称自己如今已是名符其实
的“80后”了。从年龄上说，石老
长我22岁，自然属于我的长辈；
从文学上讲，他曾当过《人民日
报》文艺部的领导，也曾主编过

《散文》杂志，属于文学界的前
辈，我这个文学爱好者自然是
难以望其项背。

写作是件颇为辛苦的事。
石英先生今年八十开外了，但
身体健康，才思敏捷，且笔耕不
辍。尤其令人感到敬佩的，是他
那“求新是我不能绕过的目标”
的写作信念。去年秋天，得知他
的新作出版了，我便冒昧打电
话向他索求，不几天就收到了

他从北京邮寄来的新作。新作
前言开头是这样一段话：“这是
我近一二年来发表于国内各报
刊的散文作品，剔除了某些比
较芜杂的篇章，取名为《石英散
文新作选》。”“我之取名‘新
作’，还有另一方面的潜隐含
义，即不满足于数量的积累，还
志在随着时光的推进、阅历的
丰厚，尽可能在对事物的认识
上、生命的感应上应具有更新
的发现，更深的开掘，尽量让读
者读起来不只是觉得充其量是
篇目的叠加，而不能受到任何
新的触发。”石老的这部新作有
二十多万字，内容分为“文史探
幽”、“昨日烟云”、“乡风亲情”、

“域外履踪”、“神州纪行”和“心
弦漫弹”六个部分。

著作等身是过去人们对大
师的仰慕，因为在那“爬格子”
的年代，能做到著作等身的确
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即便是
当今的信息时代，对绝大多数
作家而言，实现著作等身也好
比“难于上青天”。石英先生在

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涉
猎过多种题材，迄今已经出版
过几十部小说、诗集和散文集，
数量之巨早已超过千万字，早
已实现了著作等身。要知道，石
老至今不习惯使用电脑，写东
西全靠“爬格子”，说来真的不
容易。或许就是在这不容易中，
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最大价
值。2 0 1 3年在编辑《济南的味
道》一书时，我们慕名约请他写
一篇赞美泉城的散文，他毫不
犹豫地答应下来，不几日，就收
到了他从北京邮寄过来的《历
下寻珍今昔感》。文章的内容、
言辞之美自不必说，洋洋洒洒
五千多言全部是手写，且一笔
一画甚是工整。

山东的龙口市过去叫黄
县，石英先生就是黄县人。或许
是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和挥之不
去的故乡情结，使得他对“龙
口”之说很是不屑。“黄县”是秦
朝始设置的郡县，改姓更名为
龙口市不仅让他觉得有些拗
口，而且心里也很不舒服，所

以，他至今仍然把故乡称之为
黄县而不是龙口。

人的年纪大了难免记忆力
会减退，这是多数人难以抗拒
的自然规律。可是，石英先生这
个“80后”的老人，记忆力之好
让我惊叹不已。古今中外的人
文趣事、天文地理的自然常识，
他都能信手拈来、随心引用，且
语言之丰富，谈吐之优雅，让我
等只有仰慕的份儿。去年秋天，
石老来济南的那天晚间，应外
地一家报纸之约需要赶写一篇
稿子，他一夜之间竟然手写出
了三四千言的“地名趣谈”，引
经据典、博引旁征，由此可见石
老文学功力之深，记忆力之好。

石英先生颇为健谈，丰富
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学修养，
再加上敏捷的思维和健康的体
魄，使得他风趣而幽默，尤其是
他那平易近人的品德，让接近
过他的人更是感受至深。面对
石英先生，我总是由衷地感慨：
这真是一位令人尊重的前辈和
老乡。

□刘芳

临危不惧挺身而出 连发四炮扭转战局

甲午海战中的爱国水手王国成22001144年年国国际际档档案案日日专专题题

□杨曙明 石英：一位令人尊重的老乡【天南地北山东人】

著作等身是过去人们对大师的仰慕，因为在那“爬格子”的年代，能做到著作等身的确是一件很难
很难的事。石老至今不习惯使用电脑，写东西全靠“爬格子”，说来真的不容易。或许就是在这不容易中，
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

苦练杀敌本领 ,志在

报效国家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王

国成为谋生路，去威海投军北
洋水师，被录用为练勇，几年后
被调补为“济远号”舰三等水
手。1894年(光绪二十年)5月，在
北洋水师举行的检阅大典上，
王国成凭借突出的表现，受到
亲临巡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嘉
奖，由三等水手升为二等水手。

水师检阅刚刚结束，朝鲜
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帮助镇压
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政府早
就蓄谋挑起侵略中国和朝鲜的
战争，借口保护使馆、侨民也出
兵朝鲜。随后，日本当局向中国
政府宣布“绝交书”，伺机对中
国开战。

7月下旬，清政府又派兵五
营增员朝鲜牙山的驻军，并命

“济远号”、“广乙号”、“威远号”
三舰巡护。第二次赴朝的王国
成早已作好了为国献身的思想
准备，在“济远号”舰起航的前
几天，王国成跋涉90里路归家
向亲人告别。

“这次赴朝，看来是为国效
忠的时候了。”他边说边掏出自
己一张6寸照片交给妻子。“把这
张照片保存好，等孩子长大后，
给孩子看看爹的模样。”辞别妻
儿，次日王国成随即毅然回舰。

临危不惧挺身而出 ,

连发四炮扭转战局
7月25日拂晓，“济远号”、

“广乙号”舰从牙山起碇出航。7

时30分，二舰驶近丰岛西部海
域时，发现日舰“吉野号”、“秋
津洲号”、“浪速号”三舰横海而

来，它们直逼中国舰艇，并突然
发起猛烈炮击。“济远号”、“广
乙号”被迫还击，奋力抵御。这
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
丰岛海战。

面对日舰猛烈的炮火，“济
远号”、“广乙号”两舰水手不惧
安危，奋勇死战。王国成的任务
主要是负责往尾炮运送炮弹，
尽管敌舰炮火密如雨点，王国
成毫不畏惧，在甲板上迎着枪
林弹雨来回穿梭。

双方炮战1小时20分，“济
远号”大副、二副相继阵亡，管
带方伯谦贪生怕死，见此情形
立即下令转舵逃避。日舰“吉野
号”随即从后追赶，方伯谦赶忙
下令挂白旗，不久又挂日本海
军旗，全速驶逃。

12时30分，日舰“吉野号”
全速逼近，距“济远号”舰仅三
海里，并以强炮火猛击，“济远

号”舰尾炮手被炸牺牲，管带却
没有开炮命令。见此情景，王国
成义愤填膺，奔向尾炮，在水手
李仕茂的从旁协助下，用15厘
米口径尾炮对准“吉野号”连发
四炮：第一炮击中其舰舵楼，削
平瞭望台；第二炮砸在吉野舰
头，前舷撕裂；第三炮未中；第
四炮正中“吉野号”舰身，炸裂
甲板，舱内受创。

四炮之下，日舰“吉野号”
起火，舰头低俯，转头遁逃。“济
远号”舰安全返港后，北洋水师
提督丁汝昌通令嘉奖有功人
员，王国成被推为首功，赏白银
500两。

誓死不当降兵 ,报国

无门郁郁而终
北洋水师甲午海战失败后，

丁汝昌自杀殉国，威海营务处候

补道牛昶昞与日军签订了《威海
降约》，将北洋水师包括“济远
号”舰在内的四艘战舰六艘炮
艇，以及刘公岛各炮台和岛上军
械物资全部交给日本侵略军。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
17日，日本联合舰队开进威海
港，占领刘公岛。至此，北洋水
师全军覆没。王国成誓死不当
降兵，他只身去旅顺投靠战友，
欲再寻报国机会，后目睹清政
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
终因报国无门忧愤过度，于
1900年病逝于旅顺，时年33岁。

位卑未敢忘忧国。王国成
区区一名普通水手，却能够做
到始终心系国家、胸怀天下，面
对敌军的炮火置个人生死于不
顾，舍生取义，使”济远号“舰转
危为安。

（参考威海市文登区馆藏
资料《文登文史资料》等)

电影《甲午风云》中有这样一组镜头，至今让观众记忆犹新——— 北洋水师“济远号”“舰水
手王国成，面临日舰“吉野号”的疯狂逼近，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开炮重创日舰“吉野号”，保
护“济远号”舰安全返航。演员庞学勤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将王国成威武粗犷的水兵气质、崇高
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这一甲午海战爱国志士的银幕形象并非艺术虚构，在历史上确有王国成其人，
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村一农民家庭。在举世震惊
的中日甲午海战中，仅仅作为一名普通水手的王国成，却在海战的危急时刻不畏险阻、挺身
而出，从而扭转战局，为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史写下不朽的一页。

济远舰前主炮

王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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