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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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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八月十五端鸡山据点

临近中秋节，金锁家里那
棵县大队卜队长送的甜石榴结
果了，两个又红又大的石榴挤
在一起，有一个已经裂开了嘴，
露出玛瑙般的石榴粒来，让人
看了就流口水。金锁偷偷地用
小树枝挑出几个石榴粒来尝了
尝，石榴粒包含着浓浓的汁水，
甜甜地瞬间就润满了口腔，让
人不忍下咽。看见奶奶来了，金
锁赶紧连汁带石榴子一块儿吞
进肚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想溜。转过头去一想坏了，小树
枝还在石榴裂开的嘴里插着没
往外拔呢！咧着嘴一回头，见奶
奶正在一边往外拔小树枝，一
边瞪着眼睛看着自己呢！

“金锁过来。”奶奶绷着脸
说。

金锁的小脑门子上，臊得
全是汗，低着头说：“奶奶是俺
馋了，俺想尝尝这石榴粒是啥
滋味呢！”

“你知不知道你在这个家
里有妹妹了，你当哥哥了对吧 !

有好东西是不是应该先让小丫
头尝尝，你是你家的长子，你要
有当大哥的样子知道不。”奶奶
严肃地说。

俺知道了奶奶，有好东西
应该先让小的和老的尝。金锁
乖乖地承诺。

你小子过来，我打一巴掌。
金锁乖乖地走过去，他知

道奶奶从不舍得使劲儿打他的
屁股。只会象征性地扇几下，和
他爹金龙抬脚踹他屁股的力道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次屁股没挨巴掌，耳朵
却被奶奶拧了一下。虽然奶奶
没使劲儿，但是金锁一直没尝
过这种待遇，还是觉得火辣辣
疼。奶奶拧完耳朵，在他耳边说:

“小祖宗，你爹说要等着这俩石
榴熟了，给被鬼子炸断腿的卜
队长送去呢，这棵树苗是人家
给咱从老家带来栽上的，你要
偷偷把瓤挖空了，你爹不得把
你的屁股踢出茧子来。”

金锁眼里冒着泪花，心里
还是没忘了吃。那你们不能给
卜队长一个，咱全家分着吃一
个啊？

奶奶乐了，你还真是个没长
大的孩子！行，到时候我和你爹
和你爷爷说说，八月十五晚上咱
全家分一个，但是你得把你养的
鸽子拿出两只来，咱给卜队长送
去，听说鸽子肉大补呢！

这事行，我养的鸽子我说
了算，给卜队长吃我愿意。金锁
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快过八月十五了，高家峪
全村的孩子都盼着能吃上甜甜
的月饼。这几天金锁和翠花欢
喜得很，他俩知道高家峪做月饼
手艺最好的是大奶奶，大奶奶做
的枣泥馅的月饼在四里八乡是
出了名的。前几年大爷爷在世
时，还托人锻制了一个铁的烤月
饼的小炉子。中秋佳节了，金锁
盼着大奶奶赶紧做月饼。翠花是
定了亲未过门的小媳妇儿，过中
秋过来吃月饼是当仁不让的，这
几天小脸上也乐开了花儿。重要
的是她听街坊说，金锁娘大嫚给
她扯了几尺花布要给她做身花
衣裳，翠花更盼着来见未来的
婆婆了。 （未完待续）

刘刘庭庭式式不不弃弃糟糟糠糠、、有有情情有有义义

一直到了一九六九年，沉
睡多年的北大井又沸腾了，当
时枣元公社党委为了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决定把北大井批为
上庄煤矿。公社调来一位姓陈
的国家干部负责，又从村里调
了一部分干部，分别管理井上
行政、财务工作，还抽调干过煤
矿的人作为骨干，负责井下的
技术和安全。然后竖立起大架，
像模像样干了起来。因为已经
架上高压线，井上设备也比较
先进，抽了不长时间的水，就出
炭了。井上职工都是附近村里

的，早上班晚下班，离家远的也
有宿舍，不过是井上租的民房，
当时能穿上工作服，吃上大白
面卷子,每月几十元工资就相当
不错了。

我和井上这些人很熟，主
要刚建矿时，他们办公室在俺
大队北屋里，我在西屋卫生室
干卫生员，又加之煤井没有医
生，一些常见病、小工伤都叫我
处理，我们经常打交道。有两次
大的事故使我记忆犹新。一次
是1970年春，井上突然把我叫
去出诊，原来，一位职工被卷扬

机绳打断了腿，我看了一下，赶
紧用木板固定好让他及时转了
院。又一次是1970年下半年某
天，矿上领导找我商量，说井下
放炮出了事故，把放炮员头上
炸了个窟窿，人已经死了，事故
也调查了正在处理。就是他们
家属来看尸体时头上有伤怎么
办。想让我给缝好炸的那个大
口子。说实话，我从来没做过这
样的活。他们好说歹说，我说人
死了我有些害怕，必须你们帮
忙我才敢缝。就这样，我和他们
到了矿上，在他们帮助下，我用

药水给死者洗好了伤口，用缝
合针缝好，矿上领导和家属还
挺满意。后来，矿上配备了医
生，专门设了卫生室，大病小病
就不找我了。

由于生产成本低，煤炭销
路好，几年下来，煤矿效益很
好，因为井下已开采到宋上庄
跟前，为了继续生产，煤矿又在
庄北宋锦来坟边做了接续井，
但仍然叫上庄煤矿。

(作者 :叶因森 章丘市委
办公室退休干部)

北大井的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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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伯成

在清代章丘名士焦毓栋为
康熙三十年《章丘县志》所作的
序中，曾大赞章丘“川岳之灵、
名贤辈出”，其中提到了章丘北
宋名士刘庭式，云：“周璆、刘庭
式之亮节，百余年宁讵无其独
行？”文中的刘庭式，即是北宋
的章丘名贤，以高风亮节卓异
之行而名标《宋史》。

“刘庭式，字得之，齐州人，
举进士。苏轼守密州，庭式为通
判。初，庭式未第时，议娶乡人
之女，既约，未纳币。庭式乃及
第，女以病丧明，女家躬耕贫
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
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
盲，岂可负吾初心哉？’卒娶之。
生数子。后死，庭式丧之逾年，
不肯复娶。”

苏轼问之曰：“哀生于爱，
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
老，义也。今君爱从何生，哀从
何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
而已。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
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
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
可以为妻耶？’苏轼深感其言。

刘庭式不弃糟糠的故事，
还见之于《东坡全集》第九十三
卷，中有一篇《书刘庭式事》，文
中记叙的便是章丘名士刘庭式
这段遵约守信、进士及第后不
负盲女的感人故事，正与《宋
史》记载相吻合。

原来，苏轼任密州(治所在
今山东诸城)知州时，章丘刘庭
式以殿中丞通判密州，而苏辙
则在齐州(治所在今济南)任掌
书记。当时苏轼、苏辙兄弟二人
经常有书信往来，其间少不了
要谈到各自身边的一些同僚，
其中即包括刘庭式。苏辙曾在
信中告诉苏轼：他从济南当地
老百姓的言谈话语中了解到，
刘庭式是位懂得礼仪的人。在
未考中进士之前，刘庭式曾“议
娶乡人之女”，有了婚约，但尚
未送聘礼订亲(按古代的礼制，
这种情况并不能算订婚 )。后
来，刘庭式考中了进士，而那个
女子却因病而双目失明了。由
于女子家务农为生，而且非常
贫穷，所以就不敢再向刘庭式
提婚约的事，也有人劝刘庭式
娶盲女的妹妹为妻，刘庭式听
后笑着答道：“吾心已许之矣。
虽盲，岂可负吾初心哉？”于是，
刘庭式最终娶了盲女为妻。

婚后，刘庭式和盲女十分
恩爱。在调任密州通判后，他还
把盲妻接到了任所。后来，盲女
在密州去世，刘庭式十分悲伤，
哀痛之情经年不减，一直不肯
再娶。

有一次，苏轼问他：“哀生
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
之偕老，义也。今君爱从何生，
哀从何出乎？”

刘庭式回答说：只是因为

我知道死去的是我的结发妻子
而已，她有目是我的妻子，无
目也是我的妻子啊！如果我因
她容貌俊美才生爱恋之意，因
对她有爱恋之意才生哀痛之
情，那么随着她逐渐变得年老
色衰，我对她的爱恋之意就会
越来越少，她死后也就不会有
哀痛之情了。如果那样的话，
那些站在大街上挥舞衣袖、用
眼神挑逗男人、卖弄风流的女
人，岂不是都可以娶作妻室了
吗？

苏轼听了刘庭式的这番话
后，深为赞叹，并且说：“子功名
富贵人也。”

当时有人笑话苏轼的这话
有点言过了，苏轼遂以三国时
羊祜(字叔子)的例子来为自己
的断言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羊
祜娶夏侯霸女后，当夏侯霸叛
魏入蜀、“亲友皆告绝”时，羊祜
却能一如既往地对自己的妻子
恩礼有加。后来，羊祜最终成为
了西晋的开国名臣。然后，苏轼
说：刘庭式的品行和羊祜差不

多，因此，他如果不能大富大
贵，就会得道而成正果。在座的
客人听完苏轼的话后仍不相
信。

在文章的最后，苏轼写道：
昨天 (苏轼的这篇书事作于元
丰六年七月十五日 )有人从庐
山来，说刘庭式现在庐山监太
平观，面目奕奕有紫光，上山下
山，往返六十里而步履如飞。
苏轼听到这一消息后特别高
兴，因为它证明自己八年前的
预言是正确的。于是，苏轼立即
写信，把这则消息告诉了密州
的乡贡进士赵杲卿(字明叔)，因
为赵杲卿与刘庭式是好友，亦
有行义，而且当年苏轼说刘庭
式是“功名富贵人”时他也在
场。

由于苏轼在当时文坛和政
坛上的重要地位，刘庭式遵约
守信、不负盲女的事迹很快随
着苏轼的这篇文章而流传开
来，比如宋代的李昌龄在《太上
感应篇注》、吴曾在《能改斋漫
录》、谢采伯在《密斋笔记》、祝

穆在《古今事文类聚后集》、章
定在《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王
称在《东都事略》、沈括在《梦溪
笔谈》中就都据苏轼的这篇书
事转述了刘庭式的事迹。

因苏轼的这篇书事，刘庭
式的故事不胫而走，最终名垂
史册。在元代脱脱等人所修的

《宋史》第四百五十九卷《列传
第二百一十八·卓行》、明代李
贤等撰的《明一统志》卷二十二

《山东布政司·人物》、清代乾隆
年间所修的《钦定续通志》卷五
百二十八《独行传》和明嘉靖

《山东通志》卷二十八之二《人
物二》、《列传八·孝义》中皆有
其传。

关于刘庭式，苏轼在熙宁
八年(1075)所作的《后杞菊赋》
中还提到：当时他和刘庭式经
常一起沿着古城废圃寻找杞菊
充饥。刘庭式亦能诗，《全宋诗》
中即收有其诗作。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
委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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