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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习惯性地浏览了一下微
信，发现艳国仍没有“露面”，这已
经是第16天了。艳国的微信，多是
些与文学相关的内容，让我看了很
是喜欢，由之他在我的微信群里便
成了为数不多的标“星”好友。

标“星”好友的微信，我是每
天必看的，这已成为习惯。以往艳
国的微信，虽说不是每天都发，但
十天八发是有的，经常还是一天
发多条。可是，自从5月14日之后，
他再也没有发过微信。这种颇为
反常的情况，让我等朋友心里颇
有些不安。因为我们知道，艳国的
身体近两年相当不好。今天早上8
点刚过，实在憋不住心中的“闷”，
我就给他近前的朋友打了电话，
得知他今晨4点“走”了。噩耗入
耳，瞬间心碎，眼圈跟着发红，接
着是眼泪似珠垂落。今天我原本
计划好的事情，因为艳国的诀别
让我什么也不想干了，只想静静
地待在家里，默默地思念艳国。

我和艳国相识不几年，屈指
算来，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可是，
我们之间虽不是几十年的老朋
友，但绝对是好朋友。或许是相互
间习性相近、性格相似的缘故，我
们很合得来。他调到山东文学社
工作这几年，我们交往多了些，不
过原因不是为私而是为公，皆是
为我们历下区作协的相关事宜。

艳国在企业干过多年，我呢，

对经济工作又很熟悉，这让我们
之间交流很畅快，凡事都用不着
虚头巴脑的过渡语。艳国是个让
我很敬佩的人。他想干事、能干
事、会干事，点子多不说，而且凡
事都要追求最佳、最好，绝不会糊
弄了事，这也是我特别愿意与他
交往的原由。前些年，我们济南历
下区作协曾聘请几十位知名作
家，先后为我们“量身打造”了《济
南的味道》和《历下倾城》，这两本
散文集着实为宣传历下增了光、
添了彩，因而获得了各方的好评。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贪心不足”
的我，就想再编辑出版一本“诗意
历下”的诗集，于是我就想到了艳
国，请他出面帮忙策划。

艳国是著名诗人，又是省文
学院的领导，人脉广、路子多那是
自然的。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当
即补充了几条设想，帮我完善了
心中的预案，十多分钟我们就谈
妥了相关事宜。2016年岁末，《诗
意历下》如期面世了，书中的作者
层次之高，诗文内容之好，让我很
是心满意足。《诗意历下》的首发
式是在泉城中学举行的，艳国光
临并作了声情并茂的即席演讲，
博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

“高亦低”是艳国微信的昵
称，我们从中或许能够看出他朴
实无华、平易近人的品德。《山东
文学》是山东文学爱好者心中的

殿堂，艳国作为执行主编自然是
我等仰慕的人。可是，他身上不仅
没有丝毫的酸腐、自傲，反倒透出
让人敬佩的亲和力。艳国知道基
层文学爱好者的投稿苦衷，他调
到山东文学社工作以后，先是在

《山东文学》上开设了面向基层的
“文学地理”栏目，而后又开创了
深入到区县作协的改稿会模式，
自是很受我们县区作协的欢迎。
记得2016年5月间，在山东文学社
为历下作协举办的改稿会上，他
与大家进行了互动交流。当时大
病初愈的他，身体还很虚弱，但在
与会者期盼的眼神中，他仍然以

“读书与写作”为题，讲了半个多
小时，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好评。当
时，见到艳国如此认真、如此给我
面子，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再三表
示感谢，可他却对我说：“这有什
么？我也曾是业余文学爱好者，心
灵相通，知道大家的心情。”

艳国还有件事让我记忆特别
深刻。那是2016年七八月间，在山
东文学社组织的“大美博山”采风
活动中，几个原本与他相识的朋
友竟然没能认出他来。这也难怪
朋友们，因为原本胖乎乎的他大
病之后又黑又瘦，与之前判若两
人。当有个没认出他的朋友问他
贵姓时，他说我是高艳国啊！看到
那位朋友惊愕得无语，在旁边的
我，眼里瞬间流出了眼泪。艳国见

状，走到我跟前，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忙着招
呼其他到会文友去了。

与艳国交往这几年，我们历
下作协可谓受益匪浅。2015年，《山
东文学》第9期刊载了“历下作家
作品小辑”；2017年，《山东文学》第
6期文学地理栏目中，又刊发了
“历下作家作品展”；还是在2017
年，山东文学社又支持、帮助我们
编辑出版了《山东文学·历下风
采》。这些活动，让我们的三十多
名会员实现了梦想；这些活动，也
多亏艳国从中牵线搭桥。感谢艳
国，历下作协的会员们忘不了您。

如果论年龄，我比艳国年长
十多岁，但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有
着“兄”的分量。这其中既有尊他
为师的含义，更有让我敬重的情
深意长。

如今这岁月，80多岁成为常
态，艳国却不到50岁就走了。我不
知苍天为何要如此这般，让艳国
这等俊杰这么早就离开了人世
间。虽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可是艳
国也走得太早了，以致让朋友们
痛心不已，家人就更不用说了。

悲哉痛哉，痛哉悲哉，艳国兄
一路走好，来生我们还会是文友，
还要做朋友。

我不知道天堂上是否有微
信信号，但不管有无，我都会将
这篇悼文发到艳国的微信里。

这些年，我一直研究家庭传
统文化的兴盛与衰变。家庭文化
是迁变的，并不断地突破传统，向
新的思维嬗变。研究神秘的11号
院，我发现该院真正的院主不是
萱堂先生，亦不是嘉音教授，而是
余母，一位高腔大嗓、喊一嗓子能
吓飞一树麻雀的农村女人。她没
有名字，户口本上的名字是她的
丈夫萱堂先生给起的，可是她自
己写不出来。她会摊煎饼，是那种
传统的摊法，用三块石支起一张
鏊子，不断把柴草续进去，一边把
面糊倒在鏊子上，节奏配合精熟。
厨房里便浓烟滚滚，把一座洋气
十足的院子改造成农家小院。

这时谦吉里流传着一条野消
息，说是圩子外一个种菜人强暴
了一位哑女，被公安局抓走了。不
久，余母怀里多了一个男婴，说是
为她弟弟抚养的儿子。夏日夜晚，
谦吉里的男人们又聚在一起，13
号院的李明伦先生说，什么人玩
什么鸟，武大郎爱玩猫头鹰，三婶
子爱玩私孩子。听话听音，不是好
话！谁都不知道这话里的含义，却

知道他与余母是远房亲戚，三婶
子就是余母。

三婶子不懂什么天下大义，
就懂钱，对家庭中钱的把持到了
垄断地步。据嘉音教授回忆，他尚
在襁褓中时，一次萱堂先生把一
部分薪金寄回老家孝敬自己的父
母，余母知道后一番大闹还不解
气，索性扔下他回了娘家，害得医
务缠身的萱堂先生没有办法，求
得一位保姆代乳。四十年后，余母
享受三世同堂，她最小的孙女由
她看护，只因与儿子意见不合她
便撒手回家，害得嘉音重蹈自己
幼年被别人哺乳的覆辙。这是余
母的杀手锏，屡试不爽。

余母喜欢恭维，谁恭维她，她
会毫不吝啬地掏钱。她还抱养过
一个女儿，取名嘉琴。女孩儿家嘴
甜，这边厢动动嘴，那边厢就掏
钱，买的是个耳顺。偏偏家中的文
化人不善甜言，于是为余家积累
财富的人手头总是拮据。在余家，
知识败给无知，上演着无知无畏、
无知蛮横的老戏谱。

萱堂先生在齐鲁大学读书时

曾结识一位极有学养的女同窗，
事业同路，人生同路。在他们的情
感发展到收获季节时，他选择了
戛然而止。因为老家的父母给他
定了亲，那个等着他的女人就是
余母，他不能背信弃义。家道传统
是有知者的共识，永远不是无知
者的口头禅。

余家的冲突来自那个抱养的
婴儿。当他长到惹祸的年龄，余家
几十年固守的宁静被打乱，总有
邻里找上门来，余母则用她的高
腔大嗓回击。一次嘉音质问他的
舅舅，你的孩子你不养，为何老放
到我家？这话说得极不孝敬，也极
忍无可忍。半个世纪以后，嘉音向
我说起此事，他的舅舅解放前不
务正业，染了一身黄梅大疮，压根
不生育。难怪医慈济世的余家出
现不和谐的音符。这时我才明白
李明伦先生的那句潜台词。

家庭是一个壁垒，壁垒里的
是是非非永远说不清，没有人能
够介入。粉尘细微，聚而可危，沉
积达到一个临界点终要爆炸。在
萱堂先生去世几年后，余家分家

了。11号院表面依然平静，那棵夹
竹桃在这个故事的叙述中渐渐枯
萎，最后成了一株枯树。

分家让嘉音备受“不孝”的指
责。何为孝？难道就是让做学问的
嘉音与一个把种种无知固化成传
统的家永远绑在一起，对外宣称
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就尽孝道了
吗？家庭文化总是有叛逆，而嘉音
的叛逆是一种革命性的叛逆。

当我再次审视“里”的院落
文化，发现它其实是传统家族文
化在形式上的固定。如同大宅门
第是一个旧家庭文化的“硬件”，
所谓诗书礼仪之府、簪缨鼎食之
家，是给外人看的。时代的文化
潮流在所有角落都冲刷着旧文
化的孽痕，是时代之光在家庭文
化中催生的演变。于是“里”的约
束作用被抵消了。不久，大拆迁
来临，所有的人家都固守着自己
的家宅，嘉音毅然放弃，带着他
的艾菊，带着三个女儿，搬离了
父亲曾经引以自豪的11号院。他
的走，冲击了余母的利益圈，那
才是家族细胞的真正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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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高考是上世纪80年
代。当时的流行语是“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就难怪，
我上初中时就点油灯狂做课外数
学题。当年数学课外读物买了不
少，印象最深的，是厚达618页、济
南市教育局教研室编写的《中学
复习读物·数学》。初中刚毕业时
我在公社新华书店发现这本书，
售价一元二角。母亲当时拿不出
这些钱，还是从邻居家借钱买的。

想不到，我高考成绩最好的
却是英语(级部第二)。英语教材是
两册《高中代用课本》，代用，或指
仓促编写之意。但是近日翻给上
高中的孩子看，他心悦诚服。诚
然，选文皆精华，文学和科普居
多。我们初中才开始学26个字母，
高中两年教材难度猛然加深。幸
而遇到一位好老师，口语带烟台
福山味，但是美国客人来校，他翻
译得滴水不漏。他任我们高一年
级班主任，安排每天晨读英语一
刻钟，使我受益匪浅。老师讲解语
法和词汇，旁征博引，十分透彻。有
时，激情穿插《红与黑》、梁思成和
林徽因、梁启超和戊戌变法等。特
别是，他对每个学生都热情给予
欣赏。我想，他臻于师者最高境界。

可能有这样一个悖论：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更难考，但是
现在的考生更辛苦。当时难考到
什么程度？离我家三里地某邻村
有考生，复读四五次，愣是中专不
得入。我有新华通讯社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末
尾一张表载有1980年在校学生
数：高等学校114万余人，中等专
业学校124万余人，普通中学5508
万余人。据我粗略估算，本科和专
科合计录取率仅有2 . 5%左右，中
专录取率约4 . 5%。

但是，我们高中两年，从始到
终晚上九点准时熄灯，哪像现在，
不少初中生都时常写作业到半
夜！晚自习结束回宿舍必经单杠
双杠区，我每次都各来一通，胸大

肌和肱二头肌迅速发达。这是足
以让现在的孩子羡慕的。但是，我
们20人住两层通铺，比大车店不
如，略胜《包身工》里“蜂房般的格
子铺”。洗刷用水要去老远的水
井，寒冬季节井水刺骨。如今的高
中生会问，水龙头和热水呢？这就
问出了历史的沧桑。更别提伙食：
棒子面窝头连顿吃，外加不见油
星的稀菜汤。

为什么说现在的考生更辛苦
呢？从前城市孩子好歹有地方上
班，高考动力稍弱，但是农村孩子
没人不想吃“商品粮”。这跟现在
是不同的时代景象。现在的考试
科目多、内容深，城市里的孩子感
受到的竞争压力更大。就说将来

面临的就业吧，从前中专生就是
干部身份，而现在的招聘条件越
来越苛刻。

从前没有手机和游戏的诱
惑，然而，我也曾因成绩下滑被持
棒追打。当我惶恐躲闪于弹丸土
炕之上，父亲其实随时可以落棒，
而他始终只是高擎木棒。父爱如
山。高考前一个月我幡然醒悟，
不记得是死背政治，抑或狂拼数
理化，总之最终沾边冒险报南
开，却浪费20分上了另一所重点
大学。偏科是我的硬伤：数理化
各90多分(百分制)，英语级部第
二，语文和政治刚及格。

高考三天父母各忙其事，考
场就设在本校。貌似不可思议。
可是，监考老师均来自数百里之
外的淄博，仅此便足够做到严格
监考了，无非便利考生而已。可
喜高考三天伙食突变，早餐油
条，正餐肉包子，不额外收费。

好在父亲预先大幅调减期
望值，说考上农学院就好，以致
我的初中老班长从县城归来，先
到我家告知分数时，他老人家满
心欢喜。难怪西方学人会说，幸
福感与期望值成反比。父亲张罗
了几桌酒席，他本人罕见地喝
醉，这是再美好不过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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