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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少有年轻人欣赏大鼓
艺术了，但不少老人却有着难以
言表的大鼓情结，在物质生活并
不丰富的年代，在老济南的南岗
子里，那些迷人的唱腔和曲调温
暖着一代人。

我的母亲王大玉是上世纪四
五十年代山东著名的西河大鼓演
员。当时年幼的我每晚跟着她去
戏园“上班”。母亲是名角，总是压
轴出场。一个垫场加七个段子，全
唱下来要两个多小时。

那时的民间艺人非常接地
气，表演也很随便。母亲在台上
唱，年幼的我也在台上，正趴在她
身后的小方凳上睡觉呢。也许是
遗传了母亲极佳的记忆力，在迷
迷糊糊中，我依然能听清她清亮
的唱腔，哪些地方有所变化，或者
小差错，我都能辨别出来，下台悄
悄告诉她。

我的任务是每十五分钟收次
钱。一段唱完，母亲便拿着鼓槌轻
轻敲一下我的脑袋，我猛然惊醒，
忙拿起小笸箩和母亲一块下台收
钱去了。观众多，又热情，我的小
笸箩里很快就满了。我们家有三
口人都在曲艺团里工作，我的父
亲谢立达负责弹弦，大姐谢继芳
也是西河大鼓演员，一米六七的
个子，样貌清丽，唱完常有小伙儿
递纸条儿。

三个人一晚上的收入可达两
百块钱，这可是大数目，在当时若
是办婚礼可以摆上十几桌高档酒
席，或者买一块昂贵的上海手表。

母亲有许多“粉丝”，就连我
也能感受到很多善意，糖果零嘴、
能上弦的汽车玩具，甚至脚上穿
的小皮鞋都是“粉丝”送的。沾了
母亲的光，我那时就是个小名人
儿了，走在街上就是“明星脸”。哪
怕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有当年
的听友认出我来。

遇到刮风下雨，天气不佳，母
亲晚上若不去戏园子，保准有“粉
丝”赶到家里来请。每晚演出必是
座无虚席，“铁粉儿”们演出开始
前很久就迫不及待跑到戏园儿等
开场了。

赢得如此多的“粉丝”源于母
亲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她把
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大鼓中去了，
虽然是名演员，她也不放松基本
功练习，清早起来吊嗓子，四邻八
舍便会竖起耳朵欣赏一会。她对
业务要求严格，忙于演出追逐事
业，一辈子都没有收过徒弟。

一周七天她从不休息，家里
的事她也顾不上。像做饭等家务
活，她啥也不会，从不沾手。从小
是我的大姐把我们姊妹几个拉扯
大，而家务事多是父亲操持。顾不
上做饭，那时我们家每周都要去
燕喜堂等知名饭店下馆子。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并没有
感觉到粮食的匮乏。在那个物质
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大鼓等曲
艺表演反而特别受欢迎。因为听
大鼓价格便宜，还能驱走心中的
苦闷，不少观众哪怕饿着肚子也
要赶来听几段。

那时候曲艺队分钱都是拿着
笸箩舀，分剩下的零钱就直接给
了扫地的清洁工。我家中的鸡蛋
成筐，泰康食物商店的高级点心
当时卖到八块钱一斤，一张煎饼
两块九，我常常一早就去排队。

虽然富足，但我们一直住在
馆驿街附近的大杂院中。谁家有
困难来家中借钱，父母都会慷慨
解囊。每当过年，我家便用大铁锅
炖起猪头肉，再烙上铁饼子，拉着
风箱，炊烟袅袅，满院飘香。美味
当然不能自家独享，肉和鸡蛋母
亲分好后，挨家挨户送去，为别人
家的新年添一份暖意和喜庆。

父母在义演中也交到了不少
挚友。为响应号召，送文艺下基
层，父母和大姐常常下乡义演。近
些的如去长清、章丘、段店，曲艺
队员们蹬着自行车、三轮车就出
发了。更远的像莱芜、临沂，他们

坐火车到当地后，还要借手推的
独轮车推着道具下到田里。

每次义演，父亲先打好前站，
行话叫“跑场子”。一切打点妥当
后，曲艺队员们便赶到当地，在麦
田边找片空地，没有扩音设备，一
亮嗓门表演就开始了。路途遥远，
每次义演完，演员们很晚才能到
家。有一次天色黢黑，走到天桥尾
巴那里，在一片小树林中，团里说
相声的搞恶作剧，用竹竿支起相
声大褂，吓到了我的大姐。

那个年代，大鼓也很受农民
朋友的欢迎，演出结束后，很多热
情的观众围着演员交流。其中一
位观众后来成了我家交往了八十
多年的挚友。那便是我在北园认
的叔叔魏忠河，当时他是一位普
通的农民，在义演中与父母多次
接触，天晚时父亲曾雇车送他回
去。自然灾害时期，魏叔曾专程给
我家拉来新鲜的蔬菜。

“文革”时期，我家的境遇一
落千丈。1966年，曲艺队解散了。

后来我的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入
了监，母亲被安排到五龙潭的秦
琼府看大门，每月收入仅有二十
二块五毛钱。我们姊妹五个大多
下了乡或者去了外地。

最落魄的时候，母亲口袋里
一分钱都没有，要去菜市场拾菜
叶子，好在当年的一些“粉丝”还
惦记着母亲，常来送些钱物。那时
母亲已经不再演唱大鼓，家中的
弦子也都烧掉了。母亲的眼中失
去了往日的光彩，后来精神失常，
看到哪里都觉得有人，常莫名惊
恐。魏叔专程把母亲接去他家医
治。1981年母亲外出活动，归家突
发脑梗后去世，享年68岁。

母亲不怕吃苦，刻苦钻研，在
她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我们姊妹
几个自食其力。后来我干过泥瓦
匠、印刷工、供销经理等，一路打
拼，每当遇到困难都会想起母亲
在舞台上精益求精的表演。父母
和“粉丝”的友谊也被我们后辈所
珍存，父母去世后，我们姊妹每年
还会去魏叔家中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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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往深处走，天就冷了，我正倚
在床上看书，忽然想起了年迈的岳
母。已经92岁高龄患有严重高血压和
糖尿病的老人卧病在床，独自在那个
没有暖气的屋子的床上躺着，吃饭和
日常生活全由儿女们一人一个星期
轮流着照顾伺候。

我对妻子说，孩子姥姥的屋子里
没有暖气，天又这样冷，怕是很不好
过吧。妻子道，冬天全靠那个蜂窝炉
子。我说，炉子在阳台上，一旦降温，
屋内的温度提不上去，去年不是把脚
冻肿了吗？我看咱们给老人装个壁挂
炉吧。

妻子犹豫着，我知道她不是疼
钱，是发憷她的哥哥。

她说，这事二姐还好说，不会有
什么意见，但得和大哥说说，如果我
们不打招呼就擅自安上，虽然出了钱
想办好事，但大哥准找茬，肯定又要

说闲话。妻子说到这儿不说了，连连
摆手，我们家的事挺复杂的。

我有些不服气，有什么复杂的，
三个子女，老大还是个教师，都60多
岁了办事还一愣一愣的，净找歪理，
心眼小得很，老母亲整天在床上冷得
不行，却视而不见。当女婿的给老人
安个炉子还能怎么着？可绕过他也不
妥当，想到这里我对妻子说，明天你
回家值班，和他们商量一下吧。

妻子值了一个星期班，回来告诉
我，大哥不让安壁挂炉。

为什么？
大哥说，不安全。妻子抿抿嘴又

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煤气烧多了，
怕摊钱。

我有些生气，这个大舅子可真够
呛，又不用他的钱，我出钱给老人安
个炉子怎么这样难?

接下来我用了不到半天时间，就
将壁挂炉装在了岳母房屋的墙壁上。

点火之后，房间立即暖和起来。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
了大舅子恶狠狠的电话，为什么不经
我们的同意就私自装上了壁挂炉？这
样做，你赚个孝顺的美名，我们轮流
伺候老太太反而都是不孝？

我正色道，主要是从取暖的实际
出发，为老太太着想，没你说的这个
意思。再说，这钱不用你掏，炉子和这
个冬天的煤气取暖费都由我出。

那也不行，这样一搞，我的脸面
过不去。

那你说怎么办？
原来的炉子好好的，你非要安这

个，给我拆下来，往后这事不要你插
手。

我不拆。

你不拆我给你拆。

放下电话我心里直犯嘀咕，他若
真的把炉子拆了，温度降下来，老人
能经得起折腾吗？

五天后我因事去岳母家，看见炉
子还挂在墙上，屋里暖暖的。

我疑惑地站在那里，岳母慈祥的
眼神对我赞许有加，也有对自己儿子
的无奈怨恨，小声对我说，那天，你大
哥拿着扳子正要动手，我告诉他，这
里离闵子骞墓很近，小区物业通知今
日在那有个关于闵子骞孝行的讲座，
你闲着没事去听听。他不愿去，我硬
赶着去了，结果回来后没见他再拆炉
子。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在我的记忆中，童年的济南有
很多好吃的风味小吃，如杆石桥的
马蹄烧饼、炸炉箅子，大观园的狗
不理包子，便宜坊的锅贴……然而
最令我难忘的，莫过于自由大街上
卖的烧卖。

在经十路以北，经八路以南，
位于纬二路和纬一路之间，有一条
大街，叫自由大街。在自由大街集
市的东南口，有一家卖烧卖的店
铺。虽然门面并不是很大，只有几
张桌子，生意却好得很，经常顾客
盈门。有时赶上饭点过去，要等上
好一会儿才能有座位。

记得第一次去吃烧卖，是在上
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逛完英雄山
后，已是中午，爸爸妈妈就带着我
和聋哑的哥哥来到了这家烧卖店。
找了个空桌刚坐下，妈妈就去排队
交钱了。我和哥哥玩了一上午，早
已饥肠辘辘，就眼巴巴地趴在桌沿
上盼着妈妈快点买饭回来。盼望
中，妈妈端来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笼
屉，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个个盛开
着石榴花的“小包子”。顾不上询问
这是什么，我迫不及待地夹了一
个，在妈妈“小心，别烫着”的提醒
中，轻轻地咬了一口。一股热热的
汤汁流了出来，吸溜着热气再咬下
去，只觉满嘴流油，肉的香味和面
的筋道混杂在一起，让我觉得仿佛
在吃世间最好的美味。一个“小包
子”下肚，我才想起来问妈妈：“妈
妈，这是什么呢？”妈妈微笑着告诉
我，这叫“烧卖”，是一种以烫面为
皮带馅上笼蒸制的面食。

听了妈妈的话，我仔细端详起
来，可不是，每个烧卖的顶端都带
有石榴花般的花纹，皮薄馅大，面
和平常吃的包子的发面是不一样
的，难怪吃起来那么筋道呢！于是，
我吃一个烧卖，喝两口小米稀饭，
一会儿工夫，就吃得小肚子溜圆，
小小的心里也盈满了幸福和满足。

这时，哥哥用手语比划着让爸
爸妈妈也吃，我这才注意到，爸爸
妈妈一直在啃几个烧饼，而笼屉里
的烧卖已经被我和哥哥吃得所剩
无几了。我不禁好奇地问：“妈，你
和爸爸怎么不吃呢？”妈妈和蔼地
回答：“你和你哥正在长身体，不多
吃一点怎么行呢？我们不饿，先吃
点烧饼垫垫就行了。”

那顿饭我吃了几个烧卖已经
记不清了，只是后来我才知道，小
时候为了给哥哥治疗药物中毒性
耳聋，家里的日子一度捉襟见肘。
然而无论日子再难，父母也总是尽
量满足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
点，也要想方设法改善孩子们的生
活。全家人一起去自由大街吃烧卖
的场景，就这样因为非同一般的美
味和满溢的父母之爱定格在了我
童年的记忆里……

后来随着城市的改造与拆迁，
自由大街湮没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我也再没有吃到像那天一样好吃
的烧卖。然而每当回想起自由大街
集市口的烧卖，我依然觉得唇齿留
香，就像父母对我和哥哥多年来的
点滴关爱，萦绕在心间，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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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王大玉和大女儿。

当年的济南明湖曲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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