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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离努力地离开了床，她的
小腿上包着纱布，显然在她昏迷
的时候，医生为她作了包扎。张
离打开包，看到了那封信安静地
躺着，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用
力将那张纸撕成了比雪花还细微
的碎片。她决定再等一等，希望
过一阵再对这个肖正国的身份作
一次甄别。于是她把碎屑扔回到
包里，然后无力地爬到了病床上。

一会儿，陈山醒了过来。他
仍然那么趴着，侧着脸望着张
离。他笑了一下，这笑容让张离
的心稍微地疼了一下，她突然觉
得陈山的笑容像个孩子。陈山眯
着眼睛笑了很久，最后说，我看
过你的伤口。

张离本来以为，陈山一定会
说，你的伤口是被弹片划伤的。但
是陈山说的却是，你的皮肤真白。

张离没有接话。她不知道该
怎么说，所以她把眼神躲闪着抛
向了窗外。陈山长长地吁了口
气，他想起了妹妹陈夏。陈夏的
皮肤，也像米粉一样白。余小晚
就是在这个时候匆匆赶来的，她
焦急万分的高跟鞋声由远而近。
张离看到了一脸紧张的余小晚，

笑了，说这次多亏了肖正国，我
得赔你们家正国一身衣服。

陈山仍然趴着，慢条斯理地
说，衣服有什么了不起，记着，
你欠我的那是一条命。

张离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余小晚的嗓门响亮起来，说他能
有什么要紧的，他跑起来比贼还
快。我倒是担心你，我说过你是
我的割头姐妹。

张离看了看仍然趴睡着的陈
山，瞪了余小晚一眼说，闭上你
的老鸦嘴。

这时候陈山哼唧了一会儿，
翻了一个身，抓过一张报纸翻了
起来。他也不看余小晚，说，我
怎么就不要紧了？我可不能让你
一个人活下去。那这世上就多了
一个寡妇。

余小晚很深地看了陈山一
眼。陈山仍然头也不抬地翻着报
纸，说，用不着不服气。这是乱
世，没有男人，寸步难行。他突
然想起了在国泰大戏院看戏时学
来的一句台词，就低低地吼了一
声，我们为全民族而战，他娘
的，日本人想要攻下重庆，简直
就是做梦。

余小晚的眼睛忽然就亮了一
下，她的脸也仿佛红了一下。她
踮了踮脚尖说，喂，鞋匠。

陈山把报纸扔在了床上说，
你想说什么？

余小晚说，你补鞋的技术
不错。

陈山就盯着余小晚一字一顿
地说，我连天塌了都能补。

那天余小晚坐在病床的一
侧，给陈山和张离各削了一个苹
果。她一直都坐在陈山的床沿
上，把手老远地伸过去，递给另
一张床上的张离去了皮的苹果。
余小晚的心情不错，张离笑了一
下，咬了一口苹果说，你们都是
会有福气的人。

那天一个干瘦的医生来查
房，说陈山和张离都无大碍。张
离腿上并无弹片，陈山也仅是因
为体力不支而虚脱。从他嘴里陈
山知道费正鹏在他和张离都昏迷
的时候，匆匆地来病房看过他
们。陈山不明白费正鹏为什么那
么急着就离开了，张离心中却忐
忑起来。她的目光落在椅子上的
那只包上，突然觉得，费正鹏匆
匆离去，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拾贰
费正鹏穿着他的中山装，依

然经常一个人待在余顺年的书房
里。墙上的照片里，有余顺年和
庄秋水的合影，他们两个都已经
不在世上了。所以，他要像爱护
着朋友夫妇一样爱护他们的女儿
余小晚。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开
始教陈山下另一种棋：围棋。费

正鹏说，我们做特工的和下棋一
样的，要不动声色，步步为营。
你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善弈者
善谋。

陈山进步得特别快。尽管他
总是不能赢，但很多时候，他也
能吃掉费正鹏的一大片子。费正
鹏就很得意地告诉他说，其实秘
诀就两字，诱杀。

那天他们一直到黄昏才下完
棋。收起棋子，清点目数，数到一
半的时候费正鹏突然把手里的棋子
胡乱地撒在了棋盘上，然后他正色
地说，咱们下棋谁赢不重要。重要
的是你要对余小晚好一点。

陈山认真地看着费正鹏说，
我对她不好吗？

你得好好活着。费正鹏语重
心长地说，空袭的时候你救张离
那是多危险的一件事？

陈山说，我这个人有个坏毛
病。就是死不了。

费正鹏笑了，说，真是个年
轻人。

吃晚饭的时候，费正鹏开了
一瓶他带来的红酒，他和陈山还
有余小晚一起喝酒。喝酒的时
候，费正鹏劝他们离开重庆，去

美国生活。他的脸看上去已经
浮起了酒色，话也明显地多了
起来。陈山从没见过费正鹏激
动的时刻，今天他开始挥舞着
手臂用重庆话骂人。他说狗日
的战争，混蛋，老子有再多的
钱也没得用。

陈山一直看着费正鹏。他突
然觉得眼前这个五十挂零的老男
人，心里装了十八道弯弯。每一
道弯，都是山高水长。陈山那天
喝完酒，回到了书房。他在庄秋
水和余顺年的照片前站了好久，
按资料“规定”，他们现在是陈
山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他突然觉
得，这双老人一直都在看着他装
模作样地扮肖正国。他还听到了
外面一间屋子里，费正鹏的絮絮
叨叨，他在说他和余顺年之间的
往事，甚至还顺便赞美了一下庄
秋水的美貌。

你是看上我妈了吧。余小晚
边吃东西边说话的声音传了过
来。费正鹏明显地愣了一下，没
接上话来。一会儿他说话了，他
说你还小，你不能理解我们三个
人的感情。我们就像一家子。

费正鹏让余小晚不要和周海

潮走得太近，并且告诉余小晚，
有很多事是没得后悔药可以吃
的，所以这辈子当不当官不重
要，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
要好好过小日子。他继续延伸开
来讲到，正国这个人很好，不要
和周海潮走得太近。

余小晚笑了，说费叔叔你管
得太宽了，你负责喝好你的酒就
行了。

费正鹏凄凉而无奈地笑了
一下，他突然想起了庄秋水。庄
秋水二十多岁的笑脸浮了起来，
这让费正鹏的眼角有些湿润。所
以他说，你娘要是还在的话……

我爹在那就更好了。中意
肖正国的不是我娘，是我爹。余
小晚说，是他死活把我们拉在一
块的。

费正鹏明显有些愤怒了，
他的嗓门提高了许多，但仍然将
声音压抑着说，肖正国有什么不
好？

书房里的陈山还是听到了
费正鹏的声音。他对着墙上的余
顺年和庄秋水笑了，说，你们安
息吧，肖正国确实没有
我好。 10

连连 载载

雨润三春千野绿（书法）刘鑫诺（10岁）

♣ 郭同勋

祝融故里行 绿城杂俎

♣ 王留强

名人吃过的馍

单位的院子很大，没人看管，成了公
共停车场，小轿车、三轮车、自行车，横七
竖八，路过的人步都挪不开。后来，几个
单位商量了一下，在大门前装了一根挡
杆，车就进不来了。挡杆的升降得有人
管理，就派了门卫，在大门的过道处用彩
钢搭了一间小房子，算是门卫的办公室。

门卫先是一个老头儿，姓郝，我们
都叫他郝爷。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
个女的，两人轮换着看管。女人40多岁
的年纪，模样很耐看，身材十分匀称，农
村女人见了人腼腼腆腆的，一说话，就
露出两排洁白的糯米牙。

有了门卫，送报的邮递员来送报，
直接放到门卫处就走了，有时候送快递
的打电话，我们不在，就说放门房吧，回
来去取。女人很麻利很小心地把快递
拿给你，然后甜甜一笑，露出她好看的
糯米牙。上下班从门房处经过，她会问
一句：“下班了？”来来往往的次数多了，
了解的也就多了。她姓刘，在娘家是老
二，大家都叫她刘二姐。她有两个儿
子，大儿子已经参加工作，在山东一个

市的公安局工作，能力特别强，才3年时
间，就是刑警队副队长了。刘二姐说这
些的时候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做父
母的就这样，不管自己多苦，只要儿女
们争气，这比什么都好。小儿子上的是
兰州大学。我说太好了，离家近，回家
方便，还是名牌大学。

有一天晚上，我在单位加班，听得
走廊里有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
是刘二姐，她在打扫楼道卫生。为了看
清地面，拖把上绑着个手电筒，为了不
寂寞，手机里播放着歌曲。看到我她很
意外，问我怎么晚上也干活。我请她进
办公室，她犹豫了一下进来了，我给她

倒水泡茶，她很感动，言语间的意思，她
是一个打工的，我是一个国家工作人
员，竟能这样对待她，让她有些意想不
到。以后，我也三三两两地加过班，每
次加班都能碰到刘二姐，她进来过几
次，喝完茶就走，说不能打扰我，还得打
扫三楼四楼。

就在前几天，我中途出去办事，路
过门岗，刘二姐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喊我
进去一下，原来她回了趟家，给男人做
了两顿饭，蒸了一锅馍，顺便烙了几块
山药饼子，进城时带了两块，问我爱不
爱吃。自从参加工作后，长期在单位吃
饭，定时定量，其余时间基本不吃东

西。刘二姐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乡里人
做的，城里人咋能看得上。我赶紧说，
刘二姐的手艺肯定好，说着卷了一块。
刘二姐很细心，把辣子和蒜都抹好了，可
能刚烙好就拿来了，还有微微的热量。
刘二姐说，大儿子岁数大了，得找媳妇
了，她有些发愁。我插话，你这么贤惠，
手艺这么好，姑娘们还不抢着认你这个
婆婆。她说，姑娘们看的是小伙子，又不
看婆婆，说着，就甜甜地笑了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上街闲逛，走到县
政府礼堂那儿，突然有一个电动车停在
了旁边，那人摘掉帽子，取下口罩，我才
认出是刘二姐。她问我到哪里去，我随
口说去广场。她说她也去广场，正好顺
路，可以乘她的电动车。说着就下了
车，示意让我驾驶，她坐在后面。我说
不坐了，走着也方便。刘二姐把我拉到
车前说，甭客气，走吧。很快到了广场，
刘二姐说，你忙去吧，我回家了。我这
才明白她是专程过来送我的，我一时不
知道怎么感谢她才好，她却笑笑掉转车
头就走，露出一口洁白的糯米牙。

刘二姐
♣ 邸士智

百姓记事

在桐柏山余脉西麓的浅山丘陵地，
有一个小镇名叫祁仪。它历史悠久却名
不见经传，许是民风过于淳朴敦厚，从
这里走出去的两位当代文化名人冯友
兰和李季，也没能让世界知道它。

阳春三月，走进祁仪小镇，不由感
慨不已，这么偏远落后的小镇居然走
出了文学和哲学的两位大家。听镇里
的老人说，虽然远离城市，但是自古此
地的百姓就崇尚读书，家家户户有点
钱就供孩子上学堂。翻阅镇志，上面详
细记载：明清年间，祁仪镇和附近的村
庄就有了书院和多家私塾。清·宣统元
年，祁仪镇创建了第一所小学。到了
1920年，附近的村里也有了小学。李季
离开家前，就在镇南三里多地的南李
庄的“多福小学”教了半年书。

漫步在小镇最繁华的街上，时光
好像在倒流，恍惚行走在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坐
落在桐柏山脚下的祁仪古镇却浑然不
觉，悠然自得。

一路感叹唏嘘地向前走，在祁仪小
学附近找到李季的故居。当年，李季的父
亲李克明从几里外的李小庄搬到镇里，
用卖农具的160串铜钱为本，在这里开
了个小杂货铺，以卖草绳、碗筷、酱醋油
盐等日用品为业，字号“德顺昌”。镇上的
大人小孩却都习惯叫它“李家小铺”。

“李家小铺”店主为人谦和，童叟无欺，
众人给李克明送了个绰号“李仁义”。

今天，小杂货铺变成了小饭铺，李
季的侄子迎出来，领我们走进饭铺后
面的小院，在这里意外惊喜地看到，李
季父母当年居住的百年老屋居然没有
被拆掉，它静坐一隅，默默地向我们述
说着曾经的岁月。

李季原名李振鹏，少时命运多舛。出
生不久就闹病，怎么也治不好，人瘦得只
剩下一把骨头，差点没了命。好不容易逃
过这一劫，八岁上小学那年母亲又暴病
去世，他成了个没娘的苦孩子。儿时的李
季除了在课堂上读书，剩余的时间大都
沉迷在镇里的小书摊上、人气沸腾的
说书馆里，还有他痴恋的曲子戏。

李季读小学五年级时住校。教他
的老师是进步青年黄子瑞。黄子瑞后
来回忆：“振鹏与别的孩子不同，小小年
纪就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1926年，黄火青在祁仪镇附近建
立中共大张庄党支部，几年后，中共祁
仪党支部成立，黄子瑞加入了共产党。
1937年秋，因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李季
在“南阳敬业中学”读了一年书后，就退
学回到祁仪镇。当时，日本大肆侵犯中
国，黄子瑞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日的油
印小报。李季负责写稿并送报，还组织
学生在祁仪街办了第一个宣传抗日的

墙报《救中国》，每周一期。
1938年夏，李季请求黄子瑞帮助

他去延安。离家前的那几日，李季整宿
整宿地睡不着，半夜起来直坐到天亮。

“你现在出去，以后会要着饭回来！”父
亲吼着年仅15岁的小儿子,坚决不让
他走。“以后就是要饭我也永远不回祁
仪！”李季第一次违抗父命，说了狠话。
父亲不给钱，他就用自己教书时攒下
的16块银圆做路费。已经成家立业的
大哥李振三看他决意要走，不顾父亲
的反对，悄悄给他了14块银圆。大嫂紧
赶慢赶，给他做了两双鞋……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黄子瑞买了
两包点心，泡了一壶热茶，李季与老师
一直聊到后半宿。

为了抗日打鬼子，李季义无反顾
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从桐柏山下一路西行，越过炮火连天
的中原大地，穿过横亘千余公里的秦
岭，1938年7月底，他只身站在了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不久，他在洛川的

“抗大一分校”给家里写信说：“我很快
要从长治通过临汾渡黄河到敌后去
了。”信上还嘱咐曾经想跟他一起走的
侄子李寅棠：“你年龄还小，要好好学
习，以后读书救国。”在给家里的另一封
信中，他对家人说：“我真的很想家，我
忘不了小庄那棵弯腰的小枣树，我娘

就埋在那棵树的旁边了。”
从小酷爱河南民间艺术的李季，

在陕北高原又迷上了当地的民歌信天
游。陕北婆姨们那如泣如诉的低婉吟
唱，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
回荡，是当地劳动人民心底流淌出来
的一首首动人心弦的诗，李季听得如
痴如醉。在三边工作生活了近6年，他
采集了3000余首信天游，写满了30多
本自制的马兰纸（延安时期，用当地的
马兰草做的纸）小本。1946年，李季的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陕北的
黄土高坡问世。

…………
李季去世后，鸿雁传书到了北京，

原文化部部长、著名诗人、《白毛女》的原
创作者贺敬之，听李季的儿子李江树说
老友的故居尚在，甚为感慨，殷切希望保
护好李季的故居，当即挥毫写下“李季
故居”四个大字。95岁高龄的贺老期盼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涌现出的一代
诗人李季,让后人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
的精神就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李季一生创作诗歌近千首，吟唱
歌颂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的
第一首诗《王贵与李香香》，抒写的是翻
身农民的悲与喜，发表的最后一首诗
《石油大哥》，唱的是石油工人的豪迈人
生。他是人民的诗人，人民不会忘记他。

♣ 李 青

文化漫笔 李季：小镇走出来的诗人

于 1982 年开评的“茅盾文学
奖”，30多年来已经评选了 9届，先
后有 40 多位作家的作品获得殊
荣。整体来看，连绵而来的“茅奖”，
实际上构成了长篇崛起与繁荣的成
果展示与实绩巡礼。《深度对话茅奖
作家》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为文化记者舒晋瑜对历届“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及评委访谈实
录。王蒙、李国文、宗璞、贾平凹、莫
言、毕飞宇、刘震云、苏童等历届获
奖者依次登场，畅谈创作经历及心
得；历届评委也在访谈中表达对作
家作品的评价。访谈录由采访手
记引入，在对话中精心插入导语，
提纲挈领地概括受访者的文学思
想，让读者在对话中领略获奖作家

的文学世界，了解当代中国文学创
作历程及概貌。这部书以其现场
性兼具史料性、纪实性兼具研究
性，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
烨称，这是“长篇崛起的一份档
案”。该书以“茅奖”作家为访谈对
象，采用“对话”形式揭示作家的心
曲，探悉作品的成因，在对“茅奖”
的切近与观察中，突出了作家的角
度，彰显了主体的功能。中国作协
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作者舒晋瑜是
一位兼具经验与学养的提问者，她
的“茅奖”访谈在各抒己见、众声喧
哗中呈现了这项中国最重要文学
奖的繁复面相，这部书成为当代文
学史的重要旁证。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长篇小说崛起的一份档案

♣ 廖 翊

新书架

名人与凡人的区别，就是各自带来的效
应和效益不同，可谓是云泥之别。且不说拍
拍广告，做做演讲，出席一下各类活动，可获
得超高收益，即便在外吃饭、买菜，甚至打个
出租车，也能受到青睐。看过一个电视节
目，一个著名影视剧演员说，他有一次在坐
出租车时，被的哥认出，硬是免费把他送到
家门口。而凡人却不会有这个待遇，别说得
到社会公众的额外福利，有时连正常的尊重
都很难得到。

所以很多人想出名。出不了大名出小
名，出不了正名就出恶名。某地一个传统的
特色小餐店，门可罗雀，车马稀少，因所经营
的餐品与邻家店无几差异。忽有一天，一喜
剧明星来当地参加演出。靠高人指点搭桥，
店家请明星到店赏光吃喝了一餐，然后把明
星夸张的吃喝表情和动作，渲成巨幅海报往
门头上一挂，这家店即刻星光灿烂，蓬荜生
辉，如今是人头攒动，遍地生金，引得邻家几
店铺羡慕忌妒恨，咬牙切齿中。从众的心理
原本就这么简单，名人吃过的食物一定是好
吃的，名人用过的东西一定是好用的。名人
用过的物什、穿戴过的鞋帽，都成了凡人收
藏的珍品。似乎沾了名人的光，自己也成了
灿灿金身。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厂商不停地找名人在电视和街头上频露真
容了。

吃名人吃过的馍真的很有味道吗？我
看未必。人体不同，味觉各异。即使是名人
喜欢的，也恰是他个体需要的，但于我们却
不一定合适。更何况这些表面的深层，潜藏
着一些真实的利益或者虚假的戏份儿。如
此趋之若鹜，说明我们对自己是多么不自
信。我们失去了很多自身体验的乐趣，而把
一些生活的快乐乃至人生的方向都盲目地
交给了不相识的人。更可悲的是，这种狂热
一直持续高烧不退，直到有一天从报刊上知
晓某名人是个吸粉爱好者时，我们不得不痛
悔地扇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名人也是由凡人脱茧成蝶，名人成名的
路径大致相同。我们可以借鉴名人的成功
经验，而不必迷信于他们曾经吃喝过的那些
馍菜汤。

戊戌年立夏之日，乘兴进登封
市阳城工业区北烟庄村游览。在其
老街一处清康熙年间建造的火神古
庙大殿里，见一群善男信女正在为
供奉的“火德真君”神像净手上香、
顶礼膜拜。这里的人们说，正在祭
拜的这尊火神，就是重黎祝融真君。

上古经典《国语》记载：“夏之兴
也，融降于崇山。”这就是说，夏部族
能够在嵩山一带繁衍兴旺，根源于
火神祝融的降临。何为夏？字典解
释：夏即大，夏为火。人们把一年四
季最炎热的季节称为夏天，就表明
了“夏”代表“火”。

古书记载，祝融重黎是颛顼帝
之孙，大禹之父鲧乃颛顼帝之玄
孙。人们大多知道夏部族的首领是
鲧和大禹父子，岂不知重黎祝融则
是先于鲧和大禹父子的夏部族首
领，是重黎祝融率领夏部族“降于崇
山”，在嵩山之阳的颍水两岸开创出
夏部族生息之地。祝融则是“夏官”
的官名。由此，祝融重黎以自己的
官职“夏”来命名所率的氏族部落，
这在古代不乏先例，不胜枚举。然
而不幸的是，后来祝融重黎落难被

“诛”，其血亲后裔鲧和大禹继承“兴
夏”伟业，治水救民，立都阳城，开土
拓疆，挚划九州，泽被中华。

东汉宋忠《世本居篇》曰：“夏禹
都阳城。”据中国考古界发掘发现，
夏禹所都阳城，就在烟庄村西北的
颍河对岸王城岗上，两地相距直线
距离不足三华里。王城岗上的大城
是夏禹所建都城，相邻的小城为其
父鲧所居之所。夏禹的前辈、祝融
重黎直属后裔亲眷在邻旁烟庄居
住，也就不难理解了。

千百年来，烟庄村以“烟火”造
福人间而闻名。相传上古帝尧之师
许由隐居箕山期间，他和家人就曾
多次从数里之外的箕山脚下来祝融
所居的烟庄村讨火做饭取暖。有一
次从烟庄讨火返回西行时，因洪水
突发将孩子隔在了沟西的人家里。
故此，沟西人家的村落就叫作隔子
沟村了。这也是传至今天的隔子沟
村名的来历。

烟庄村与隔子沟之间有座小山
峰叫焦山头，其山石全都是火红的
颜色。传说这是居烟庄的后世祝
融，在协助大禹治水时，和蛟河里的
作恶蛟龙大战时，放火把山石“烧
焦”而变成红色的。

后人为纪念后世祝融助战“夏
禹锁蛟龙”的功绩，就在烟庄村的焦
山头上建造了一座“焦山寺”。8年
前，国家在途经焦山头修建永登铁
路时，施工队在焦山寺遗址下面挖
出了一条地道和许多寺藏宝物。而
那条地道，据说一直向南通向箕山，
因地道内部塌陷，深不可测。

据考古发现，围绕烟庄村方圆
十里之内，秦汉以来与火有关的炼
铜、冶铁、制陶造瓷遗址和挖煤的窑
厂比比皆是。著名的中岳庙里的宋
代四个大铁人，就是在这些冶铁遗
址里铸造而成的。人们说，这都是
祝融重黎这尊“火德真君”庇护的结
果。

自上世纪 70年代到本世纪初，
烟庄村的原野上先后建起了登封火
电厂、水泥厂、铝加工厂等中小型企
业，昼夜喷发的烟火，连续 20多年
扛起了全县过半的财政收入。

如今，历史已经进入新的时代，
祝融故里的乡亲们也不甘落后。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了他
们新的追求。他们正在围绕“火德
真君”酝酿新蓝图，要在火红的祝融
文化里绘制出绿色文明的新篇章。

郑州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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