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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匈牙牙利利的的足足球球吧吧

碎碎念

“抠门”的大娘

□刘超

我七岁那年 ,父亲因为母亲的
病而疲于奔命 ,无暇顾及四个子女 ,

忍痛把我们四姐妹分散到四个亲戚
家里。年龄最小的我,被父亲安排在
大娘家,从此,大娘成了我的母亲。

刚开始去大娘家 ,我有点不习
惯。大娘家有七个小孩,最小的比我
还小两岁。在大娘家,一年到头基本
上吃不到肉 ,晚上睡觉都是四五个
小孩挤在一张木板床上。最要命的
是 ,大娘把好好的电线扯掉 ,晚上燃
起煤油灯；她把又大又甜的柚子和
橙子打包 ,结结实实地捆起来 ,等大
雪过后,拿到集市上去卖；她把雪白
的大米和金黄的菜油拿到集市上去
换钱 ,却用红薯给我们充饥 ,用咸菜
让我们下饭……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大娘就是
现实版葛朗台。她不但对我们小孩
子抠 ,对自己更抠 ,赶集到镇上卖东
西 ,挨到天黑 ,也舍不得花一元钱吃
一碗米粉。感冒生病什么的,在床上
躺两天 ,如果仍然起不来的话 ,就喝
一碗石灰水。用她的话说:石灰水是
凉性的 ,生病都是因为上火 ,喝了就
没事了。

虽然大娘这么抠门 ,但几个小
孩却非常争气,相继考上大学。那时
候 ,虽然学费不贵,但是,一个农村家
庭要供养几个大学生 ,真的很不容
易。到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大娘的家
里更穷了 ,连咸菜就稀饭都没得吃 ,

可能是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吧。而我自己家,由于母亲长年疾病
的拖累,父亲早已累得没有人样。拿
到通知书的那天 ,我心如死灰 ,心里
来回盘算着 :自己的父母靠不住 ,这
么抠门的大娘肯定不会有钱让我去
读书,况且,我又不是她的亲生女。因
为这些顾虑 ,我偷偷收拾行李 ,准备
南下打工。可是,就在要上车的那一
刻 ,一双粗重的手突然从背后拖住
我。我回头一看:是大娘!她愤怒地指
责我为何一声不吭就决定离开 ,紧
接着 ,她从布袋里拿出一叠东西放
到我的手心里,说:“你的那份学费,我
在几年前就一点一点地为你攒着 ,

已经攒得差不多了。”那一刻 ,我无
语凝咽,既羞愧又感动。

后来 ,我去了北方的城市上大
学。因为路费昂贵,整整三年,我都没
有回故乡 ,每到寒假暑假 ,就在学校
打工,以补充自己的生活费用。而我
的学费 ,大娘总会按时给我寄到学
校。那个时候,渐渐懂事的我暗暗发
誓 :等我以后出息挣钱了 ,一定要让
一辈子受穷的大娘好好享受下半
生。那年,毕业分配的情况出乎意料
地好 ,我被分配在北京一所有名的
学校。

但是,我却再也没有看到大娘。
因为 ,在我回到故乡之前 ,大娘就已
长眠于地下。我真的不敢相信那是
真的 ,大娘长得人高马大 ,是家里的
主劳力 ,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她
有什么重病。可是,家里人说,一次在
地里翻田时 ,大娘被生锈的耙子钩
到了脚 ,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喝了几
碗石灰水 ,病入膏肓的时候被家人
强行送至医院 ,却被告知得了血癌 ,

得做透析和化疗。医生还说,如果当
初被耙子钩破脚的时候能及时送到
医院 ,只要几十块钱就可以把病治
好,可惜……

一转眼 ,时间转过二十几个春
秋 ,我的身上虽然也沿袭了大娘的
勤俭习惯,但怎么也比不上她。每每
想起大娘的一生 ,想起她把最珍贵
的财富全用在孩子的教育上 ,这种
精神,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味和感念。

□晓言

居民小区里设有足球吧?

我信。
可足球吧旁还建有足球

场,这我就不太信了。
如果说 ,小区里不但建有

足球场 ,而且是在首都的小区 ,

我会彻底不信。谁不知道 ,首都
的地皮都是天价 ,小区里为个
停车位都会打得不可开交 ,怎
么会“奢侈”地建个足球场?

可眼前的一幕就是这么任
性,让我感慨良多,只不过,这不是
在中国,而是在欧洲的匈牙利。

前不久笔者到中欧旅游 ,

专程去了匈牙利 ,它的首都布
达佩斯是欧洲的一座古老而美
丽的城市 ,多瑙河似一条玉带
从市区流过 ,绚丽的自然风光 ,

古代与现代风格巧妙结合的城
市建筑 ,使它享有“多瑙河明
珠”的称号。

笔者只是出于好奇 ,想看
看这个昔日社会主义的兄弟国
家如今的状况怎样。

按计划在布达佩斯停留两
天 ,当晚 ,我们入住北城区一个
叫做特拉维夫的商务酒店。这个
酒店建在一个居民小区里,虽然
号称是三星级,其实十分简陋,除
了一床、一桌、一对沙发、一个电
视,几乎没有多余的摆设。

入住时已是薄暮时分 ,我
放下行李箱 ,拉开窗帘 ,推开窗
扇 ,发现楼下不远处的空地里
竟然有一块足球场 ,墨绿的草
坪上 ,十多个从七八岁到十多
岁高矮不一的孩子正在踢足
球。他们着装很随便 ,有的身着
鲜艳的运动衣 ,有的下着牛仔
短裤、上身套着T恤衫就上场
了 ,球技算不上精湛 ,但踢得情

趣盎然 ,或盘带 ,或争抢 ,或射门 ,

都有模有样 ,场上不时传来要
球的呼喝声和进球的欢呼声。
显然 ,这是孩子们放学后离开
学校的又一阵地。

居民小区里竟然有一块足
球场 ,这让我十分惊讶。笔者也
算个球迷 ,极想到楼下活动一
下腿脚。不过马上到饭点了 ,只
能跟团随导游去饭店用餐。

用餐回来 ,远远地就看见
球场上空灯火辉煌 ,我惊叹 :小
区里居然有灯光球场 !我快步
走到球场边,仔细观赏起来。

这块足球场显然“块头”不
够大 ,长约三十余米 ,宽约二十
余米 ,草坪也只是一块绿色的
化纤地毯。为了防止踢飞的足球
伤到行人、砸坏居民楼上的门窗,

足球场四边圈了一道三米多高
的围网。足球场北侧,是小区的购
物超市,超市门侧,是一个露天的
咖啡吧,一面面遮阳伞下,摆着一
张张咖啡桌。此时 ,不少桌旁已
经坐满了老老少少喝咖啡的居
民 ,他们一边品尝着咖啡和甜

点 ,一边为场上踢球的人们欢
呼喝彩。有的看得兴起 ,直接脱
掉外衣 ,上场加入某一方的战
阵。这时 ,场上的踢球队员大人
孩子混杂 ,笑语和喝骂相间 ,时
而也有女同胞上去撩上两脚 ,

虽然力道不是很足 ,却换来阵
阵掌声和喝彩。

我有些感动了。我知道 ,这
些普通居民的人均月收入四五
千欧元 ,按汇率相当于人民币
三四万块钱 ,好像不低 ,其实和
我们人民币四五千元的购买力
相差不多。欧盟是一个共同体,各
国市场的价格也大体相仿,这里
西瓜一欧元一斤,苹果一欧元一
个,价格不低。给我们开车的司机
师傅中午只是一个热狗、一杯咖
啡,舍不得跟我们一起吃饭店。小
区中的大多数人也买不起房子,

只是临时租住在这里。可是,他们
挚爱足球,日日与足球相伴。

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小区有
多少、布达佩斯会有多少这样
的小足球场 ,但我感觉到了 ,这
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生活。

得知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宣
布了出版中小学足球教材的消
息 ,我很高兴 ,可仅有教材是不
够的 ,还要有足够的足球场。看
看我们的城市 ,看看我们的小
区 ,离开学校 ,还有哪儿是孩子
们踢球玩耍的地方呢?

我查了一下资料 ,六十年
前是匈牙利足球的黄金时代 ,

以普斯卡什为代表的一代球星
横扫世界 ,创造了四年国际比
赛43胜7平无败绩的足球神话,

只是在1954年瑞士伯尔尼世界
杯上 ,以2:3负于西德队 ,屈居亚
军。近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他
们的足球沉寂了、衰败了。不过
笔者以为 ,如果哪一天他们卷
土重来 ,谱写出新的神话 ,决不
是什么天方夜谭。

我很怀念那个足球吧 ,怀
念那个小区的足球场。我幻想
着 ,某一天 ,我们的小区里也会
有这样的欢声笑语 ,也有这样
的灯火辉煌。

(本文作者为作家、国家一
级编剧)

□林少华

翻译了小林多喜二的《为
党生活者》(“为党生活的人”) ,

正在对照原文看译文。可能有
人有违和感:作为“小资”情调典
型范本村上春树小说的译者,怎
么忽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代
表人物小林多喜二产生兴趣了
呢?不过我本人并没有多少违和
感。较之违和感,有的地方让我涌
起的更是同感,感同身受。例如
煮鸡蛋,母亲的煮鸡蛋。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京,

作为日共党员的主人公“我”在
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战反政府斗
争。为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
不离开年老的母亲 ,甚至见面
都不可能。于是母亲煮了鸡蛋
托人捎给“我”。最后,在战友一
再劝说下 ,“我”终于决定去一
家小餐馆同母亲见面。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 ,离开
桌边一点儿 ,孤单单地坐着 ,神
情悒郁。一看,母亲穿着出门时
穿的最好的衣服。这让我心里
有些难过。

我们没怎么说话。母亲从
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

还有煮鸡蛋……
过了一会儿 ,母亲一点点

讲了起来。“脸好像比在家时多
少胖了 ,我就放心了。”母亲说
她近来差不多每天都梦见我又
瘦又老 ,被警察逮住打骂(母亲
把拷打说成打骂),睡不好觉。

母亲,煮鸡蛋。看到这里,我
不由得放下笔 ,抬起头 ,叹一口
气。偌大的研究室——— 因和学
生谈论文来了研究室——— 孤单
单只我一人。学生走后,长方桌
旁的八把椅子空在那里。窗外
正在下雪。越下越大,很快变成
了鹅毛大雪——— 这在青岛是极
少见的——— 沸沸扬扬 ,蒸蒸腾
腾,翻江倒海,弥天盈地。时而北

风呼啸 ,把雪花一片片、一团
团、一波波吹到窗玻璃上。除了
风声,别无所闻。除了雪,别无所
见。除了我 ,别无他人。仿佛整
个世界只剩下风、雪和我。不 ,

还有煮鸡蛋。译文里的煮鸡蛋,

记忆中的煮鸡蛋 ,风雪中的煮
鸡蛋。

四十年了 ,时间差不多过
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

我从吉林大学毕业 ,要去数千
里外的广州一个单位报到。记
得是十二月下旬的一天 ,也是
一个刮风下雪的日子。尽管风
没这么紧 ,雪没这么大 ,但毕竟
东北的数九隆冬 ,气温低得多 ,

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母亲和弟
妹们把我送去一两里外的小火
车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
肠小道。时间还早 ,没人走过。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往
前走。风雪不时打着旋儿掠过
山间白茫茫的沟壑和平地 ,扑
向对面东山坡的枯草和柞树。
我离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没
有铁栅栏,没有检票口。绿皮车
由远而近 ,“哞”一声从东山脚
滑进车站。母亲早哭了。在车厢
门前 ,她把一路搂在怀中的一
袋二十个煮鸡蛋塞给我。望着
刚过四十岁的母亲那花白的头

发、脸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
细瘦的脖颈和薄薄的棉袄下支
起的瘦削的肩 ,我一直强忍的
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妈,我走
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
天回来看你……”

我赶紧上车 ,哈气擦开车
厢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车轮开
始转动。母亲和弟妹们没有回
去 ,仍往车上看着、张望着、寻
找着……

我就那样带着二十个煮鸡
蛋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
半小时后到了省城长春 ,由长
春坐十七个小时硬座车到北
京 ,转车再坐三十一个小时赶
往终点广州。我想起来了,从长
春开始 ,我是和一个同级不同
班的女同学同行的。一个相当
漂亮的女同学。她父亲是市公
安局局长,住在有对开的大门、
有院落的双层小楼里 ,广州有
她在市府外事部门当处长的舅
舅。因此,同行只意味着同坐一
列火车——— 她在卧铺车厢是卧
是坐我不清楚 ,我反正是在硬
座车厢硬挺挺地坐着。到底是
同学 ,入夜后她找到我 ,让我先
去她的卧铺睡一会儿 ,我谢绝
了。早上到了吃饭时间,她又过
来找我一起去餐车 ,我又谢绝

了。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
是从穷山沟里侥幸爬出来的 ,

人家是省城高干的千金。我到
了广州举目无亲 ,人家在广州
有处长舅舅一家的笑脸。但我
之所以一再谢绝 ,主要并非出
于自卑 ,毕竟我学习明显比她
好 ,毕业典礼上我是上台发言
的学生代表。我只是比较清醒,

清醒地认识到那种距离。何况
她漂亮固然漂亮 ,但并非能融
化冰雪的那种暖洋洋的漂亮。
老实说——— 这么说或许不合
适——— 她不来找我还好 ,来找
我更让我感到孤独。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孤独。
我有母亲的煮鸡蛋 ,有带着母
亲体温的煮鸡蛋一路陪伴着
我,温暖着我。我没去餐车,没买
盒饭,没买零食。见别人吃什么
了 ,我就小心摸出两个煮鸡蛋 ,

轻轻一磕 ,悄悄剥壳 ,放进嘴里
咬开稍小的一端。一种香透肺
腑的香 !蛋黄金灿灿的 ,像一轮
小太阳。蛋白嫩嫩的、白白的、
颤颤的,让人不忍下咽。上世纪
七十年代 ,艰苦岁月 ,鸡蛋是乡
下家里仅有的奢侈品。院子里
跑的就那么五六只鸡 ,鸡喂的
是谷糠,生不出多少蛋。记忆中,

除了“坐月子”,母亲自己平时
舍不得吃鸡蛋 ,从没见过母亲
把煮鸡蛋放进自己嘴里。

我就这样沉浸在煮鸡蛋的
回忆中。二十个煮鸡蛋陪伴我
坐着度过了火车上的四十八个
小时 ,没想到四十年后又在这
里陪伴了我。恍惚间,研究室变
成了硬座车厢 ,我正搂着母亲
的煮鸡蛋眼望窗外。窗外的雪
仍在下。不知何时,雪变小了,越
下越小……

我知道,对于我,世界上再也
没有那样的煮鸡蛋了,没有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
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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