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记得父
母都非常忙，白天忙了晚上忙。父亲
除忙，还经常出差，一走就是月余，
甚至更长。那时候，没有现代化的通
讯工具，只有家里或是企业情况紧
急了，才会发个电报，若在平时，就
只有依靠书信往来了。

星期天，母亲出去学习，不让我
们出门，就一把锁把我们锁在自家
的院子里。我们家住在一个胡同深
处，若在平时，胡同里静悄悄的，一
旦有人走进胡同，都能听到脚步声。
当时，令我们高兴的是，邮递员给我
们家送信，大老远，就能听到邮递员
骑着自行车按着的响铃声，听到这
个声音，我们特兴奋，因为可以读父
亲的信了。这时，我们会齐刷刷地挤
到门前，把门拉开一条缝，等邮递员
把父亲的来信递进来。有时，我们馋
了，便从口袋里掏出几分钱，让邮递
员叔叔去附近的小卖部，买上几块
糖，这样，我们会不打不闹地在院子
里呆上一整天。

当看到父亲那一手刚劲有力的
字迹时，感觉特别亲切，就像父亲回
到了我们身边。父亲写的信很有味
道，从信里我们能知道不少外地的
见闻、趣事，我们的许多见识都是从
父亲的信里读来的。父亲信的最后，
几乎都是老腔调，对我们3个人要嘱
咐一番，在家听妈的话，上学好好学
习，不调皮，团结同学之类的。倘若
父亲当面说，我们会感觉有些烦，可
读父亲的信时，即使这样的言语，我
们也觉得特别亲切。如果父亲出差
的时间长了，有时读着信，我会泪流
满面，也引来弟弟妹妹泪飞顿作倾
盆雨。

收到父亲的信，母亲回家后，先
不干别的，捧着父亲的信读上大半
天，我们不懂事，还嚷着说肚子饿
了，母亲才抹掉一脸的泪水，边流泪
边给我们做饭。

母亲对父亲的信非常爱惜，读
完了，把信恢复原样，装进信封，整
整齐齐地放到一个柜子里去。我记
得，母亲在家的时间里，除了读毛
选，就是读父亲的信了。

当然，还有更幸福的时刻，那就
是父亲给我们寄来包裹。父亲的包
裹里面，有家里每个成员喜欢的东
西。母亲喜欢雪花膏、新衣服，我和
小弟喜欢小人书、手枪、玩具，而小
妹则喜欢花衣服、花手绢。父亲的包
裹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有一次，父亲要出一次远差，时
间挺长，我们一家直送父亲到车站，
父亲要上车了，母亲哭了，说你去这
么长时间，让我们怎么熬这日子呀。
父亲用手抹去母亲脸上的泪花，劝
母亲不要这样，并表示去了以后会
常来信，常给寄点当地的土特产。

过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的
信，那几天母亲像疯了一样，去父亲
的单位问了几次，单位领导劝母亲
沉住气，不要急，说父亲是出了名的
模范丈夫，他一定会来信的。

可过了一周，也没有见到父亲
的来信，母亲饭吃不下觉睡不宁，再
去单位问，领导取出一封信对母亲
说，这是父亲给单位来的信，当母亲
见到父亲那熟悉的笔迹时，才破涕
为笑。

第二天，我们也收到了父亲的
信，读父亲的来信才知道，他已经写
过一封信了，然而，那时候的邮政还
没有现在这样快捷，丢信是常事，恐
怕那封信我们永远也收不到了。

那次父亲出差的确时间很长，
其间给我们寄了好几次包裹，有小
人书，还有好吃的东西，即使这样，
我们还是想念父亲，想让父亲早日
回家团圆。终于等到父亲回到家，他
顾不得洗漱，先拿出他的记录本，问
我们都收到了什么，查来查去，还是
少了一个包裹。父亲去邮政局询问，
才知道，那个包裹第二天才能到，要
知道，这个包裹从父亲寄出来，已经
在路上走了近一个月。最终，还是父
亲去邮政局提回来了那个包裹。

□邓撰相
高密的红高粱及其它

邮缘
□彭波

【民间记忆】

花荣是清风寨副知寨，他
是大宋朝的官N代，他没有受到
迫害，不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只
是被宋江利用天罡地煞理论洗
脑，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放下
家族的荣耀、放下自己的一世
清明、放下自己妹妹的一生幸
福，义无反顾追随宋江，成为宋
江的影子，

宋朝是一个极端重文抑武
的朝代，它对外不是依靠武力，
而是依靠经济实力，用大把的
钱买来了与辽国、西夏的百年
和平。宋朝的军队没有建功立
业的机会，武将地位低下，连林
冲这样好武艺的武将都被欺
负。文人与武将的社会矛盾尖
锐化，作为有理想的青年军官
花荣不甘于平平淡淡一辈子。

宋江杀死阎婆惜后，花荣千
方百计请宋江到清风寨避难。这
次相见，宋江把社会上流传很久
的洪太尉误放108天罡地煞星的
传说加以利用，改造成天罡地煞
星理论，放在今天就是一个邪教
组织。宋江把自己打扮成星主，
给花荣洗脑，彻底把花荣征服，
花荣成为天罡地煞星造神运动

的第一个信徒。
为了帮助宋江收服秦明，

他使用了极其卑鄙的手段，派
人穿了秦明的衣服冒充秦明去
洗劫青州，杀死好多无辜的百
姓、焚烧了好多房屋，并有意陷
害秦明，慕容知府将秦明一家
满门抄斩，秦明报国无门只好
入伙。为了使秦明死心塌地，花
荣把妹妹许给秦明做妻子，秦
明又说服了黄信，建立了宋江
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为日后
宋江在梁山站稳脚跟打下了坚
实基础。

宋江上梁山后，花荣感觉
实现天罡地煞理论的时机来
了，为此，他和宋江、吴用结为
团伙，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铤

而走险，由吴用谋划，骗晁盖带
兵下山，暗派花荣埋伏，乘机射
出毒箭。得知晁盖中箭，宋江派
戴宗传令撤兵，不言自明。花荣
为了所谓的信仰连自己的上级
和妹妹都不顾，何况晁盖或史
文恭呢？

花荣在作者笔下并不是主
要刻画的人物，比起林冲、武
松，比起其他大篇幅塑造的人
物，形象要苍白许多。他的出
场，几乎总是依附着宋江的影
子，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但是，
他高超的箭法让人过目不忘，
无论他的才还是他的貌，都能
算得上梁山好汉的佼佼者。看
得出，施耐庵也是喜欢这个人
物的。施耐庵把射箭绝技作为

描写花荣的点睛之笔，花荣不
但枪法绝妙，箭术更是百步穿
杨。在梁山大大小小战斗中，小
李广花荣就是一面旗帜：清风
寨那潇洒的一箭，他只射门神
就吓得一百多个军士四散而
逃；对影山那随意的一箭，射开
了吕方和郭盛两位少年壮士缠
绕的画戟；祝家庄那一箭，射灭
了敌人的信号红灯，挽救了梁
山军马，确立了宋江的威信。

攻打方腊凯旋，代价是大
批好汉的阵亡。天罡地煞星传
说开始破灭，作为忠实的信徒，
花荣特别不能接受，宋江被朝
廷毒死后，花荣的最后一点希
望也破灭了。二人没有了选择，
只能选择一条路，花荣与当年
的合谋者吴用来到宋江墓前，
含泪自缢，以死明志。这再次证
明花荣为了让宋江当上梁山掌
门人，任何事都能干出来。

花荣是梁山最优秀的人才
之一，给人的感觉如品香茶，如
沐春风。但他被宋江洗脑，心甘
情愿追随宋江，把自己的命运
与一个悲剧人物紧紧相连，因
此难逃悲剧结局。

□刘传录

花荣为什么要射死晁盖?

上周《宋江是如何当上梁山掌门人的》，解密了宋江当
上一把手的秘密，笔者观点是宋江、吴用和花荣三人密谋
杀死晁盖取而代之，其中花荣是射死晁盖的具体执行者，
然后嫁祸史文恭。这一解密受到了读者的激烈批评和声
讨，问得最多的是花荣没有理由射死晁盖，或者是花荣没
有这么低的水平。我也赞成花荣没有这么低的水平，但是
射死晁盖是他追随宋江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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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红高粱》电视剧的火
爆上映，不禁又想起那像火海
一样恣意汪洋、生机勃发的高
粱地，想起了与红高粱有关的
种种趣闻。

高密市境处在胶莱凹陷之
内，胶济铁路以北，从莫言书中
写的高密东北乡西到仁和、康
庄大牟家一带，多是涝洼地，土
质为黑色且黏，俗称黑土，学名
为砂礓黑土。此土渗透性差，加
之这里地势低洼，遇水易涝，都
称其为涝洼地。涝洼地上种别
的作物，如谷子、黄豆、玉米什
么的，往往长不好，有时涝得颗
粒不收。只有高秆作物高粱，相
比而言，适合种植。所以过去这
里广种这种作物。据《高密县
志》载，清末与民国时期，高密
全县，高粱种植面积仅次于小
麦、大豆、谷子，占17 . 33%。新中
国建立后，随着水利改造与生
活的提高，高粱种植面积逐渐
减少。1971年推广种植原杂10

号、14号杂交高粱，面积18 . 98万
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1%。鉴
于高粱单宁酸高，人畜均不喜
食，1974年停止种植。从此，高
密大地上红高粱这道风景倏然
消失。

我的故乡是大周阳村，在
高密城南，离莫言的家乡三四
十里。我村的西北坡是与他家
乡一样的涝洼地。在我的记忆
中，这里每年都种高粱。夏天一
片绿,秋天一片红。

高粱，高密人管它叫蜀黍。
这种作物，像我们高密人一样，
泼辣，不娇贵，好种养。但种起
来还是比较费力的。一般三月
份播种，种上后要定苗（过去不
密植,间距一般一尺左右）、查苗

（看苗齐不齐）、补苗（缺苗的地

方补栽上）、至少三次锄地除
草。

锄高粱是个很苦的活儿，
不只是挥锄除草要出力气，还
因为高粱地里密不透风，让人
挥汗如雨。再就是如刀片一样
的高粱叶子磨擦着臂膀，被汗
水一杀，又痒又痛，很不好受。
最后一遍锄高粱时，高粱已经
吐穗，下边的叶子有的已经变
黄。这时，人们往往先将高粱下
半部的叶子除去。这样，既可用
其喂牛，又可增加高粱地的通
风，让地里凉爽一点。然后，男
人们将大裤衩子一脱，光着腚
锄地。这样，既不受高粱叶子的
磨擦，又凉爽。为了避免妇女们
误入，他们往往在地头的高粱
棵子上，将脱下的衣服用腰带
绑上，作为标志。从地头路过的
女人，一旦发现有此符号，就羞
赧地低下头，加快步子，避免尴
尬。也有人搞恶作剧，将他们的
大裤衩子偷走，让他们一直躲
在高粱地里，直到告饶答应了
某些条件才将衣服还给他们。

秋天到了，满坡的高粱成
熟了。站在河坝上放眼望去，原
来一片绿海，如今变作一片火
红，一望无际。这时候各家各户
都忙着收获了。一般是男人一
手将高粱抱在怀里，从根部砍
下，怀里满了后，放在地下，女
人就用刀子将高粱头割下推回
家。

记得有一年遭了大水，一
直不退，怕已熟的高粱发了芽，

霉坏了，爸爸、叔叔就蹚着齐腰
的水，推着笸箩，将高粱穗子，
一个个割下，然后集中起来运
回家。记得那次他们还捉了两
条很大的鲢鱼，我们全家大吃
了一顿。吃鱼的时候，我说，年
年这样发大水就好了，爸爸听
了后嗔怒地拍了我一巴掌，说：

“可不能为了吃鱼，把庄稼坏
了。若这雨早下了，或继续下下
去，我们得吊起牙来。”吓得我
吐了吐舌头，再不敢放声。

收获完高粱，人们将
高粱秸捆好，从四面撑起
来，垛成一个个秫秸丛。用
这办法将高粱秸晒干，等
忙过之后再来搬运。于是，
满山遍野到处是一座座秫秸
丛，成为高密大地上又一道独
特的风景。这风景直到深秋要
种麦子了才逐渐消失。

高高的秫秸丛里边的空间
大约有两平方左右，像一间小
屋。通风、遮阳、挡雨。人们干活
累了，常来歇息；中午送饭在里
边吃饭；下雨来这里避雨成为
一种寻常现象。更有青年男女
们在里边谈情说爱，引出了许
多温情而浪漫的故事。听说村
里不少青年男女在这里谈恋爱
谈得热火朝天。记得有一次我
们几个小孩藏猫猫，跑进一个
秫秸丛时，突然发现邻居小姑，
正被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男人抱
着亲嘴。我们的突然闯进，把他
们吓了一跳，猛地一下子分开。
我们也先是愣了一阵子，然后

羞涩地笑着跑了出来。他们慌
忙追出来，递给我们一人一节
甜甜的高粱秸（有的高粱秸像
甘蔗一样甜，在这时已经很难
找到了，所以很珍贵）让我们一
定不要乱说。由于接受了他们
的贿赂，我们还真的为他们保
了密。为此，结婚时姑姑还没忘
送给我们一把喜糖呢！秫秸丛
里的故事很多，可惜莫言的生
花妙笔，对此还未加以涉猎。

高粱浑身是宝。种子可食，
可酿酒，生产高粱饴等食
品；秸秆用来烧火做饭；盖
屋更是不可缺少的建筑材
料。其细秆，还可以用来做
盖帘、篦子等炊具；高粱穗

子除去粒子后，还可以做成各
种笤帚……有一种高粱，穗子
低垂，籽粒熟后发黏，较一般高
粱好吃，叫黏高粱，只是产量较
低。人们种的目的是用它的秸
秆编席。这种黏高粱，秸秆分红
白两种，都细而高，有韧性。收
了后，人们将它放在地窖里悉
心保护好，冬闲时，将它劈成韭
菜叶宽，将瓤刮去，做成席面。
然后用灵巧的双手，将红白两
色的席面，编织出一领领带有
美丽图案的花席。这种花席又
是高密的特产。过去在高密农
家，炕上无不铺着这种漂亮的
花席。结婚、过年，花席更是必
添的一件重要东西。所以，赶年
集时，你会看到，一路上会有许
多人挑着一卷卷花席到集上
卖。各集上还专门有一个很大
很大的席市呢，买席卖席的人
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成为集市
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地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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