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守忠

也许是思乡和亲情的牵动，晚
上我幽然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兄
弟姐妹围坐在面案旁，叽叽喳喳，
七手八脚和母亲一块包饺子。母亲
沉默不语，却是一脸的幸福和满
足。饺子还没包完，我就自告奋勇
迫不及待地烧水下锅，满屋温润的
水汽让我感觉有点迷糊，熟不熟？
还是尝一尝吧！一只饺子刚填到嘴
里，忽听屋外啪的一声爆竹炸响，
饺子连滚带爬囫囵进了肚，烫得我
是捶胸顿足，抓耳挠腮。随即梦也
醒了，我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自
己也忍不住笑了。

一时间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客厅里的钟声滴滴答
答，时光不会倒流，那有节律的声
音却带我回到了懵懵懂懂的少年
时光。上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国
家经济低迷、物质匮乏的时期，但
在我们姊妹眼里却充满了成长的
欢乐和希望，父母用疲惫的双肩扛
起了生活的艰辛，用浓浓的爱意掩
藏了心中的忧伤。

我们兄弟姐妹，六张嘴嗷嗷待
哺，那份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父
母节衣缩食、苛刻自己呵护着儿女
的成长。过年了，总是想方设法为
每个孩子置办一件新衣裳，抑或是
一双新鞋、新袜子。自己却还是穿
着已洗得掉色的旧衣，平时积攒的
白面在大年三十包顿饺子，是孩子
们心中的盛宴，“过大年，穿新衣；
过大年，吃好饭”是孩子们心中最
美的期盼。初一一大早，天刚蒙蒙
亮，放完鞭炮吃完饺子，便到一家
本堂的长辈家拜年。那时在男孩子
的心里，鞭炮是最美的音乐；在女
孩的心里，糖果是最好的点心。拜
完年后口袋里鼓鼓的，心里美美
的，整个晚上喜滋滋的睡不着觉，
心里想着明后天到七姑八姨家拜
年的情景。

时光荏苒，一晃我们兄弟姐妹
都长大了。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
位，组建了各自的小家庭，就像一
只张开的手掌，指向不同的角度。
虽然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然而根却
深深地植入掌心，有父母做掌心，
五指因相互牵绊而依存，团结整齐
而有力。“一年又过一年春，百岁曾
无百岁人”，世事沧桑，岁月无情，
父亲今年刚刚过世，母亲也到了古
稀之年，世态炎凉，儿女的冷暖却
时刻挂在母亲的心上，母亲在电话
那头总是充满关切和希望。也许我
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和托辞，轻描
淡写的陈述，就会轻而易举地取得
母亲的理解和宽容。当一丝不易察
觉的失落，在她老人家的心头划
过，那份无私而伟大的包容却让我
们汗颜。

社会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儿
时的生活在女儿眼里像是天方夜
谭，然而却在我的记忆深处打满情
结。生活在变，不变的却永远是血
浓于水的亲情。亲情就像那放飞后
风筝的拉线，不管你飞得多高多
远，却紧紧攥在母亲的手心里。

意恐迟迟归

于苗

烟台草长莺飞美好季节，那小
鸟的呢喃、柳枝的舞动、花瓣的飘
飞，还有清风丽日，让人的心和大
自然一起温润柔软起来。

一家人回到栖霞老家扫墓踏
青，亲近多日不见的自然。与城市
中所谓的“山居”不同，山村的生活
是真正的宁静而缓慢。我会忘记了
时间，站在山风飞舞的坡地上看那
些枝条饱满、镶嵌着花芽叶芽的果
树；坐在院中的过道里，享受春天
温暖舒适的阳光。孩子也不再总跟
在我身后，而是一早就被村里的小
伙伴叫走，到野地里撒欢游戏去
了。那里有满地蒲公英，还有小小
的紫花地丁，土地松软而温暖，好
像在故意引诱孩子们摔倒。而他们
周围的小狗、小鸡、小羊，仿佛也被
孩子们的欢乐所感染，在一高一
低、一递一声地呼唤嬉戏。

扫墓归来，在老屋的院子里支
起烧烤炉子，一顿丰盛的午餐就此
展开。不着急吃，反正烧烤要慢慢
料理。无人劝酒，反而因为从容与
开心，不知不觉瓶中已空。通红的
炭火之上，碧绿的韭菜，雪白的金
针菇，红白相间的土猪肉……样样
数数慢慢招呼。大门敞开，村里的
大伯、大妈、叔叔、婶子，认识的不
认识的，时不时有人来打招呼，送
来“面燕儿”、煮鸡蛋。木凳端过来，
一起坐下吃一串，喝一杯。

农事、收成、儿女前程，聊的是
家长里短，流淌的是浓浓亲情。老
屋顶上的烟囱冒着袅袅炊烟，大铁
锅里翻腾着野菜渣，锅底烤着芋头
和地瓜，柴草的焦香气和饭香混合
着钻进鼻孔。在人们的说笑声中，
我的心境在慢慢沉淀，安宁而踏
实。

曾经对繁华舒适的生活心驰
神往，而多年的奋斗之后，物质的
丰裕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但行
走得太快，常常忘记了为什么出
发；追求得太多，失落的又岂止是
自在与从容。拥有了那么多，为什
么反而心生惶恐？以为一路顺风顺
水，却又倏然发觉，怀里揣着的，已
不再是初出时的梦想。也许，我应
当稍稍放慢脚步，回到“原点”，一
路捡拾那些曾经失落的珍藏。

从老家归来之后的那夜，我睡
得很香。似乎许久都没有这样黑甜
无梦的睡眠，似乎一场归乡之旅，
让烦躁不安的心得以稍稍安定，让
干涸已久的心田，再次汲满生命的
清泉。

崔强

有一个老头带着家伙什
儿来村里给整理整理戏服，收
拾收拾那些刀枪剑戟什么的。
这老头长得精瘦，胡子拉渣，
戴顶破帽子，佝偻着身子，身
边总离不开一个酒葫芦，时不
时咕咚两口，老醉眼迷离的，
一张开嘴就是酒气。这老家伙
我们是既喜欢又恨他，喜欢的
是我们总能在他那儿弄点儿
新鲜玩意儿，比方说用面捏个
雀儿，拿木头削个小人儿，弄
铁丝做个火枪什么的，现在想
想那老家伙长了一双巧手，虽
然人是醉态，手却不含糊；恨
的是这老东西把戏箱子看得
就像猫看老鼠一样，他知道我
们眼气戏箱子里那些花花绿
绿的玩意儿。每当我们磨磨蹭
蹭地走进院子偷偷接近戏箱
子的时候，他就鬼魅一般不知
道从哪里钻出来吆喝一声。那
场景像极了平台上晒粮食的
时候招来的麻雀，人们弄点声
音吓唬一下就四散飞去，过不
久又三三两两聚集了过来。尽
管这老头看得紧，可那些戏服
上的小玩意儿：头饰、珠花什
么的照例在女孩子们手中出
现，男孩们照样能拿着唱戏用
的刀枪满街晃悠。我那时最眼
热的就是那把带着匣子的木
刀，始终没能得手。我舅舅后
来给我做了把，可我终是觉得
那把带着匣子的木刀好。可惜
的是随着戏社渐渐式微，社里
的道具服装戏箱子也慢慢散
去，那把木刀也就成了我永远
的记忆。

我们村的年戏那些年长
久不衰，且在四里八乡都有着
极高的声望。每到这时，做小
买卖的、卖小吃的、耍手艺的、

甚或有耍猴儿的，还有周遭十
里八村的乡亲都聚拢了来看
戏。我所怀念的是那些地摊上
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扑噜扑
噜转的风车，吹着嘟嘟响的小
喇叭，最妙的还是那会发声的
小老虎(两头是瓷的，中间有块
软塑料，两头往中间一挤就发
声)。

也许是男孩子共有的特
性吧，我那时最为钟爱的是武
戏，尤其是一个人拿了枪棒力
战三五人的场面，亦或是七八
人一起捉对儿厮杀的情形最
值得让人叫好。我儿童时代的
一个偶像便是福大爷，他并不
是我们本族人，只因名字中有
一个福字，我们这些孩子不论
大小按照邻居的辈分都喊他
一声福大爷，他居然也都笑呵
呵应下了。

福大爷是翻筋斗的好手，
据说能一口气连翻上三五十个
不头晕。三五十个我倒不尝亲
见，但却亲眼看他连翻了一十
五个面不改色，现在想来那三
五十个并非妄言。福大爷曾经
闹过一个大笑话，记不清是哪
一年唱大戏，看的人没了刚开
始时候的那份热情，演的人也
便有了些懈怠。有一出戏内容
需要吃个地瓜，福大爷拿了地
瓜吃了没几口竟然噎住了，直
接在戏台上背过气去。大伙儿
七手八脚把他救了过来，戏也
在他一边唱一连打着嗝的声音
中得以唱完。多年以年人们再
提起这段事的时候都笑言这福
大爷能翻跟头，却也能被地瓜
噎住。前些日子回老家，看见在
墙根下晒太阳的福大爷，那懒
散的样子有些让人吃惊。

和少年迅哥儿一样，我最
为忌惮的东西便是老生老旦，
害怕他们坐了下来咿咿呀呀

地唱。倒是不讨厌小生和花
旦，因为他们的扮相漂亮。现
在回老家再看他们却全然不
是当年记忆中的那回事，脸上
的风霜清晰地告诉我他们这
些年来所经历的生活。想想也
是，自己的孩子不也到了当年
我和伙伴们在戏台上下乱蹿
的年纪么？

戏社里我最耿耿于怀的
是司琴的老初爷爷，这老爷子
拉得一手好胡琴。一年四季无
论忙闲，他总有个地方放着他
的琴，忙了累了就拉上几段，
闲了也拉上几段。小时候最惬
意的是夏夜，月朗星稀，青草
池塘，再有几只青蛙有一声没
有声地聊着，这时候往往就有
悠悠的琴声顺着夏夜的池塘，
月光洒下树荫的小路传来。印
象里好像就没有老初爷爷不
会的戏，即便是我最厌的老生
老旦的唱词在他拉着琴哼唱
起来时，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曾经央求我爷爷去求了这老
爷子教我学琴，因为我爷爷和
他的交情还是有的。可惜的是
这老爷子琴拉得不错，却不会
教谱子，学来学去老摸不准音
阶，几年下来还是那吱吱扭扭
轧碾子的声音。直到多年后看
梁实秋的散文，才知道拉胡琴
的谱子叫工尺谱，但这时已经
全然没有了当年学琴的那种
迫切心思。老初爷爷是98岁高
龄驾鹤而去的，我母亲告诉我
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知道我们
村的年戏真成了绝响了。

这些年也有人断断续续
地组织过几次唱年戏。可是当
年戏社的老人，去世的去世，
年老的年老，规模已经不复当
年。即便组织起来却也没了当
年的味道，于是大家也便心灰
意冷，草草散去了。

埋埋进进尘尘埃埃的的荒荒村村旧旧事事

艺艺高高人人胆胆大大的的张张明明杰杰
于大卫

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烟
台地改市。那时党政机关每天必
须像北京天安门广场那样举行升
降国旗仪式，即清晨7：30升旗，晚
5：30降旗，日复一日，每周一或重
大节日均要隆重举行升国旗仪
式。芝罘区党政机关大院，升降国
旗的旗杆绳索常年日久，早已破
损，但没被及时发现。盛夏的一
天，突然大风把牵系国旗的绳索
刮断，绳索从旗杆顶端滑轮彻底
脱落。

这件事，必须迅速立即从快
加以解决，然而谈何容易。旗杆不
锈钢管21 . 7米，牢牢凝固在品字
大楼中间前怀广场的钢筋水泥底

座上，无法将旗杆放躺安全重装
绳索。当时我在烟台地区教育局
工作，到芝罘区党政机关联系工
作，恰好遇上这件事。这件事真是
难为了机关上下的干部同志们，
联系当年烟台地区建筑部门，他
们来了个大吊车，吊臂最高伸到
12米，市消防部门当年的“家什”，
吊臂的高度及扶梯，同样无能为
力。割旗杆重树旗杆，机关的经济
条件确实不允许，多人愁眉不展。

当时机关党委办公室王主任
急得浑身大汗淋漓，望杆莫及。经
过多方联系，忽报信息，找到烟台
市(现在的芝罘区)第二建筑公司三
公司架子班班长张明杰，可能解决
这个难题。张明杰26岁的小伙子，系
烟台十中第三届高中毕业学生，当

年是班干部，共青团员。毕业后参
加工作就爱上了建筑行业，干上这
个公司的架子工，当时城区多个高
层建筑搭架子，他是把利索手，扛
着杉木杆子(那时根本没有钢管衔
接架)，飕飕上高，从不在话下。有时
根据工作需要，他竟能在几十米高
的仅有20厘米宽的角铁上，像走钢
丝绳那样悬空走20米。作为胆大心
细的干架子工师傅，当时他小有名
气，是公司架子班有名的班长。张
班长接到通知，骑上“小金鹿”自行
车，飞快赶到芝罘区委大院，现场
了解了情况。他望望高高的不锈钢
管旗杆，敲敲钢管的声音，凭借他
掌握的钢管质材的承受力和相应
的经验，有信心地告诉王主任：“不
要焦急，我能很快给你们解决。”

说时迟，那时快，张明杰没再
说二话，腰上别好旗杆绳索，双手
紧把旗杆，仅凭脚上一双白色力
士鞋，飕飕爬到钢管旗杆的顶端，
此时旗杆钢管左右摇摆，只见他
迅速在顶端串接绳索，一会儿他
就唰的一声滑了下来。此时，机关
大楼所有窗户的同志都在向旗杆
张望，心牵张班长的成功与安危。
张班长下来后告诉王主任，上面
的滑轮是马蹄形的老滑轮，直接
串接很困难，必须找一根铜丝栓
好绳头串引，才能成功。王主任迅
速找来铜丝，张班长将旗杆绳头
拴缠好，又飕飕爬上旗杆顶，三下
五除二，将串好的旗杆绳索带了
下来，“旗杆绳索接上了，成功
了！”“芝罘区出能人，这是真本

事，了不得！”
随后，机关隆重举行了升旗

仪式，张班长与机关的同志们一
起，站在迎风飘展的国旗面前，聆
听雄壮的国歌旋律，热血沸腾，感
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张班长笑眯
眯地告诉人们：“自己做了一件应
该干的小事情。”

事后，芝罘区机关党委办公室
王主任建议张班长所在单位让其
公休半个月。然而，张班长照常骑
上小金鹿自行车又照常愉快地上
班了。

前不久，我偶遇张班长，现在
已从单位退休，身体棒棒的，说起
当年那件事，他笑呵呵地说：“小
事一段，小事一段。是我应该干
的，莫提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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