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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春又说：“金玲啊，你以后那
脾气得改改，别老耍小孩脾气，人家
书恩是让着你，他要是脾气不好打你
一顿，我这当哥的也不能护短。”

吴金玲嘴一噘，说：“哥，你这
是大男子主义，他敢打我试试，我
立马不跟他过。”

吴金春说：“你看看，三十多的
人了，还光说傻话，书恩没打过你，
你是碰见好人了。你问你嫂，我打过
她没有，她不讲理时候把你气得肺都
能炸，动手打人也是常情。”

嫂子马上说：“你那脾气，说打
就打，要不是有了孩子，也不跟你
过。”

吴金春笑笑，“你不跟我过，我
还愁找不来个媳妇？说不定还能找
个小媳妇呢。”

吴小琪插嘴道：“爸，你是不是
又想挨批了？这一段时间不教育
你，你看都成啥了，还想找个小媳
妇，我们都不要你。”

吴金春讪讪地笑笑，用手指着吴
小琪；“书恩，你看这闺女，哪见过
这么跟爹说话的？一点也不给面子。”

从饭店出来，吴金玲带
着孩子与嫂子、小琪去逛服
装城，宋书恩领吴金春去洗

浴中心洗澡。他与大舅哥一起洗
澡，肯定没有那些色情服务项目，
冲冲泡泡，搓搓背，在大厅掏掏耳
朵，做个头部、足底按摩就够了，
其他服务就不说了。吴金春更是心
知肚明，他也是吃喝嫖赌啥都干，
当然也不在意宋书恩会怎么样，只
不过不能与他在一起干这些事情。

等 到 吴 金 玲 她 们 转 完 服 装 市
场，天已经黑了，简单吃了点东
西，把吴金春一家安排到宾馆，司机

送宋书恩一家三口回家。
有 女 儿 和 老 婆 在 的 双 休

日，宋书恩特别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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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宋书恩心里的牵挂。在
最初的几年里，宋书恩还没有能力
照顾家。爹在家里领着书晖，贫穷
的日子艰难得把父亲的头发都染白
了。他手头有了积蓄之后，开始给
爹和奶奶、包括大哥买点东西，寄
点钱，但他还不能给家里做更多的
事情。

刚结婚，宋书恩就帮助家里翻
拆了新房。之后的几年里，他感觉
家里是平安而和谐的，而且渐渐地
向好的方向发展。爹的身体仍然硬
朗；四弟书晖也健康成长，学习成
绩名列前茅；大哥大嫂把两个可爱
的孩子养育得结结实实，聪明伶
俐。要说遗憾，就是二哥书仲，他
一直打光棍。

可 以 说 ， 宋 书 恩 心 底 松 了 口
气。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尽全力照
顾家里，没少往家里补贴钱。他的
努力，换来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
光，甚至都有人开始给爹说媒了。如
果不是爹执意不寻，兴许他们家就又
该办喜事了。

到了晚上，爹越发烧得厉
害，他哆嗦着，断断续续地说着

胡话。魏翘用凉水湿个手巾，在他的
额头上擦着。二小看见了，连忙接过
来，自己给爹擦。

夜深了。安静得让人害怕。微
风吹过院子，攀上院墙的葫芦叶子发
出细小的声音，像害痒也像害疼。娘
不哭了，或者说是哭不动了。她侧躺
在床上，蜷曲着身子一声不响。

魏翘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的身
边，两只手抓着二小娘的一只手，小
声地劝着她：“鬼子是畜生，他们玷污
了咱中国的多少姐妹呀！他们强奸、
轮奸，最后还要把这些被他们污辱够
了的女人杀掉。大婶啊，他们之所以
没把你杀了，不是他们不想杀，而是
他们没来得及！”

“闺女，我想死！”二小娘说了一句。
魏翘下意识地摇摇头，说：“大

婶，您想错了！如果我们女人受了侮
辱和伤害，不想着报仇申冤，而只是
想着死，那，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
惩罚恶人？还有谁会给我们报仇？
日本鬼子伤害了我们，侮辱了我们，
是他们犯下了罪恶！我们要站起来，
给他拼！给他斗！战胜了，是正义得
到了伸张，恶人受到了惩罚！战死

了，是正义得到了维护，人格获得了
尊严。大婶，我们要斗争！我们只有
斗争！我们女人一定要勇敢地站起
来，跟日本鬼子斗争到底！”

二小娘挣扎着坐起来，看着魏翘。
魏翘看着她点点头，继续说：“大

婶，勇敢起来！”
二小娘看着魏翘：“闺女，我们女

人，能行吗？”
魏翘郑重地点头，坚定地说：

“行！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我
们女人，一定能行！我们有女共产党
员、女八路军战士、女医生、女将军、
女英雄……我们都是女人，她们能
行，我们也一定能行！”

“闺女、闺女……”二小娘又哭
了，泪水哗地淌了满脸。

“大婶！”丹红轻喊一声，也哭了。
二小在西间守爹。今天的刺激

太深，二小不瞌睡。他一边用凉手巾
擦着爹的额头，一边听着魏翘姐姐的
话，十二岁的他似懂非懂地明白了娘
受的委屈。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他
竟然没哭！魏翘姐姐又说话了，他连
忙停住手，侧了耳朵听。

魏翘说：“大叔重伤，好不好还在
两可。大小被抓走，情况不明。您要
是再想不开，自寻了短见，作为母亲，
你能忍心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自己
生活吗？”

娘啜泣着。
魏翘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

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解救我们女
人，只有靠我们自己。大婶，勇敢起
来，侮辱和伤害只能使我们女
人更坚强！我们要学本事，长
才干，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和他小鬼子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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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 载载

仲夏到了，我回到家乡看望年老
的父母，正赶上西红柿成熟。母亲知
道我爱吃西红柿，见我风尘仆仆地归
来，就挎上小筐，到菜园里摘西红柿。

园子不大，但西红柿却整整种了六
垄，在整个园子里显得很扎眼。母亲
说，娘知道你们都爱吃柿子，所以就和
你爸多种了几垄，预备你们回来好吃。

整齐的柿子架上，挂满了五颜六
色的西红柿，点缀在碧绿的叶子中
间，恍惚之中灿若星辰。我伸出手，
草草擦了擦，送入口中，酸酸甜甜，
很是爽口。望着母亲摘西红柿的身
影，记忆的闸门顷刻打开。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
物质相对匮乏，苹果、鸭梨这些看似
普通的水果很少见，称得上水果的东
西，恐怕只有园子里半蔬半果的西红
柿了。

那时的农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
小菜园，园子里种着各式蔬菜，有茄
子、辣椒、黄瓜，但最显眼的还是西
红柿。家乡人管西红柿简单地叫柿
子。柿子秧比别的秧秆要高，长势好
的要有一人高，附在人工插设的架子
上，好像一堵绿色的墙。柿子开花

早，花期不是很长便会坐果。坐果初
期，柿子绿绿的，很硬，随着时间的
变迁，柿子吸收阳光雨露、日月精
华，便慢慢地到了成熟期。成熟期的
柿子最顶端最先转为红色，被当地人
称为“放线”。放了线的柿子虽然也可
以吃，但还没有熟透，口感相对有些
逊色。如果心不急，还可以等上一段
时日，等周身红透，就到了吃柿子的
大好时节。当然柿子还有黄、橙、
绿、紫等多种颜色，绿柿子最难分辨
生熟，被称作“贼不偷”，这种柿子面
而甜，有点起沙，很适合生吃。熟透
的西红柿酸甜可口，营养非常丰富，
富含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粗纤维和
各种维生素。

记得父亲曾用一只筐装西红柿，

挂于高高的房梁之上，清香四溢，充
满了诱惑。但我们只有眼馋的分儿，
却够不着。父亲的用意非常明确，他
教我们五个孩子查数，谁查得好，查
得多，谁就能得到奖励，奖品当然就
是一枚好吃的柿子了。他教我们读书
认字，用他那本四角号码字典，教我
们字的读音和笔画。为了吃柿子，我
们哥几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争取最
先吃到装在筐子里的柿子。就在这样
的激励措施下，我们在未入学时就学
着查数认字，学习速度各个精进，还
没上学呢，我们就认识了不少字，几
乎可以磕磕绊绊地读报纸了。

西红柿不但可以即摘即食，而且
可以做成糖渍柿子，还可以做成很多
熟菜。什么鸡蛋番茄汤、牛肉番茄

汤、鸡蛋炒番茄、西红柿烧茄子……
西红柿的吃法种类繁多，母亲像

变戏法一样，为我们烧制各种菜蔬，
供养我们积贫积弱的童年，让我们度
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相对比，邻居家的孩子就没有我们
幸运。父母很慈善，总是拿出自家院子
里产的菜蔬接济大家，像我一般大的
孩子，也都同样吃过我家的西红柿。

岁月倏忽而逝，西红柿陪伴了我
的整个童年。如今，我已迈入中年的
门槛儿，和西红柿仍旧不离不弃。柿
子还是那个柿子，我却依然百吃不
厌，视若珍宝。父母为了让我吃到新
鲜的没有农药的西红柿，总是不顾劳
累，在园子里尽可能地多种一些西红
柿。柿子刚刚成熟，他们就忙不迭地
通过客车，或托来城里亲朋的私家
车，给我捎柿子，每次都给我捎来满
满一筐，让我蜗居城里也能吃上可以
绝对放心的安全食品。

我感恩于父母，是他们让我拥有
了一个美好的童年，给我很多关爱，
在我步入中年了还能让我一饱口福，
圆我和西红柿的未了情缘，丰满充实
我的人生。

♣李忠元

童年悠悠柿子香

♣ 张志峰

醉人的麦香书人书话

♣ 张国臣

嵩山的记忆

秋林远岫秋林远岫（（国画国画）） 张富君张富君

阅读无涯，书山有路。我深
深地感到，书的境界代表人的境
界，书品即人品，被文字滋润过
的人生是美丽的。只有用爱、用
理想、用奉献去辛勤笔耕，才能
谱写出蓬勃向上的永远的青春
之歌！

人间最美是“鲸落”。君不
见，当一条鲸鱼在宽阔的海洋中
由小到大自由自在地遨游几十
年后，生命结束，那庞大的尸体
会慢慢地沉入海底，再创造出一
套完整的、可以维持上百种无脊
椎动物生存长达上百年的生态
系统。以一己之力再哺育一方
生命，生物学家将这个悲壮的过
程叫“鲸落”。

浩瀚宇宙，追求真理比占有
真理更可贵。人生数十年，如同
一盘棋，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
的。这个棋盘，如同一本文化大
书，每个人都由问号到惊叹号，
再到句号……

胜利属于勤奋之人。美国
著名作家格拉德威尔 2009年在
《异类》一书中提出“一万小时定
律”。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锻
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走向卓
越，基本都可以成为该领域的专
家。铁的事实证明，在任何领域
取得成功的关键与天分无关，都
需要勤奋，都需要专一，都需要
在十年内科学地练习一万小时
以上。音乐神童莫扎特是如此，
大画家达·芬奇是如此，田坛飞
人刘翔是如此，电脑天才比尔·
盖茨更是如此，自己40多年的文
化研究笔耕又何尝不是如此？

面壁破壁，失中有得。在几十
年工作之余的学习创作中，我失去
了平常人节假日的亲情逸致，但得
到了理论上发现“新大陆”的狂喜；
我失去了头上的一缕缕黑发，但得
到了逻辑思维王国的创新桂冠。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我宁失去一
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
亚！”精神之树是何等的伟大！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以科
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先进文化
的特征表现。只有内心强大向
上，才能使作品充满正能量。我
的《中国少林文化学》出版后，媒
体报道、学术界研讨，读者甚多。

往事与怀犹在目，春风相遇
不知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毋庸讳言，从我已出版的这些书
中，可以看出我几十年的生活太
累，干事过于认真，偶有书生气
十足、过于简单等缺点和不足，
但她恰似嵩山上那不分昼夜奔
流不息的清泉，再现了一个新中
国出生的人——在红旗下长大，
孩提时代的纯真、少年时代的劳
苦和青中年时期的奋进，从中可
以看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国改
革开放恢复高考40年来，对党绝
对忠诚、刻苦学习、求是创新、勤
奋工作、司法为民、拼搏向上、积
极奉献的一个个扎实的足迹！

人活着的意义，应当是在过
程，而不是结果。因为每个人最
后的结局都是一样。

积善成德，天道酬勤。在
《嵩山的记忆——张国臣文化研
究书系》出版之际，我衷心感谢
父母亲人及众多领导、老师、朋
友六十年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给我最强有力的、无私的支持、
培养和帮助。

人生讲义

♣董国宾

记住别人的名字

五谷丰登（国画） 郭连成

刚毕业那年，我独自去市局开会。当
我走向开会地点时，忽然涌来一阵陌生感，
心里怯生生的。

会议报到处拥着一群人，我一步一步
往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安宁，
安宁，开会地点临时变更啦！”我感到莫名
的亲切和甜蜜。

这里有熟人呀？我可是第一次来市
局，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温暖的念头。抬
眼看去，那人我并不认识，但确认他喊的就
是我，因为他正朝我挥手呢。那人长我几
岁，是负责会议接待的。我好奇地想，我和
这位市局领导从未谋面，他是怎么认识我
的呢。寒暄几句才知道，他听说县局刚分
来一位大学生，从网上看了我的简历，一下
子就把我的名字给记住了。

接着，这位市局领导又“安宁，安宁”地
唤着。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这样直呼
我的名字，让我感觉到，我俩像是交往了多
年的好朋友。在家里，父老乡亲这样叫，兄
弟姐妹这样叫，我仿佛走进了自己家。顿
时，我和他没了陌生和距离，他一下子走进
了我心里。

后来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忽
然想移动一下办公桌。办公桌又宽又长，
上面还摆放着电脑，一个人的确不好办，我
随口喊了一声：“海欣，过来帮一下忙。”

海欣是一位陌生小青年，我和他并不相
识。听见同来单位办事的那个人唤他“海
欣”，我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我觉得“海欣”
好记也好叫，海欣这个人一定也不错。正巧，
他来单位办完事从门口经过，我就随口叫起

“海欣”这个名字来。
海欣听见我唤他，二话没说就走了进

来。他不仅帮我把沉重的办公桌从北端移
到了南端，还帮我打扫完了卫生。临走他
说，俺大老远过来，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
听到您叫俺的名字，真亲切，您真像大哥哥
一样。还有什么要做的，您忙不过来，俺帮
您。不想，海欣累得气喘吁吁的，还感激我
呢。“记住别人的名字”，这句话沉甸甸地闯
进了我心里。

记住一个人的名字，不单单是记住了一
个人，还把一份尊重和美好存在了别人心
里。从此，只要是来单位办事的人，我都会尽
力记住他们的名字，再恰到好处地叫出来，送
给他们亲切和甜蜜，消除彼此间的距离和隔
膜。我还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巧妙地珍藏
在记忆里，用最亲切的呼唤和表达，在机关单
位里给他们营造一个熟悉而温馨的“家”！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上海滩。三
个邮政人，三个好兄弟、好工友。他们从
上海邮政大厦起步，在工运风云里脱颖
而出。一次偶然的抉择，铸就了三人迥
然不同的命运，交织出一幕幕时代与人
性、历史与命运、理想与奋斗、爱情与信
念跌宕起伏的剧情。

该书是首部以中国百年邮政为背
景的长篇小说。其中，主人公秦鸿瑞的
命运堪称传奇——他是码头临时工，他
是清帮大弟子，他是上海邮政工人，他
是全国工运领袖，他是国内外各种势力
竞相争抢的目标，他组建了新中国邮电
部……读完这部小说，或许你能猜到，他
的身上，或多或少有着哪位历史人物的

影子。
小说以邮政、工运为线索，串起了五

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邮
工童子军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九一八
事变、东北三千名邮工维护邮权撤回关
内、巩固邮基运动、解放上海邮政大厦等
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
的斗争场面，描绘了邮政工人的日常工
作、家国情怀、战争年代跑秘密交通、组
建别动队抗日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扣人心弦，精彩纷呈。

小说还写了几对真心深爱却无法成
婚的男女恋情，写了朋友情、同志情、兄
弟情、兄妹情，写出了情感与信念抉择的
无奈、无悔，读来令人唏嘘，感人至深。

《国脉：谁寄锦书来》

抒写邮政人的家国情怀 描绘大时代的工运画卷
♣ 陈彦瑾

新书架

乡俗乡情

当麦子熟了的时候，站在地边的田
埂上，会闻到一抹抹淡淡的、带着泥土
气息的暗香。麦中自含芳香，这甘甜醇
美的麦香，是农民兄弟们内心深处久久
的期盼与渴望。

麦香，是农民用辛苦换来的。麦香
里饱含着农民的辛劳与汗水。

古人云：“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小
麦的生长期长达八个月之久，其生长期
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打理，才能
获得一个好的收成。先年的秋收后，要
深耕、细耙、整垄、施肥，才能下种；到隆
冬季节，需冒着严寒浇“冬灌水”；开春
了，要浇“返青水”，其间还要施肥；出穗
了，要浇“灌浆水”，搞“一喷三防”，防小
麦病虫害；好不容易盼到麦熟，还要防连
阴雨；该收割了，却是“麦熟一晌，虎口夺
粮”，与天争时，抢收快打；收割后，还需
晾晒，把小麦中的水分晾干，才能入仓。
可以说，小麦从种到收到入仓，一路下
来，不知道要付出多少汗水与辛劳。即
使现在农业的种收环节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其劳苦程度仍不可低估。

家家户户能吃上香喷喷的馒头，曾
经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
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小时候

能吃上白面馒头的日子，恐怕是屈指可
数的。那时候的小孩儿盼过年，因为过
年可以吃白馍，吃肉菜，吃饺子，还能穿
新衣服。在我们老家，那时过年蒸锅是
要蒸出几样品种的。白面花糕、白面枣
花儿、白面馍是必蒸的，还要蒸稷子面
掺红萝卜丝的黄窝子和红薯面掺红萝
卜缨的菜窝子，这三样大概是各占三分
之一。吃白面是按顿吃的，大年三十中
午吃白馍和肉菜，除夕晚和初一早吃饺
子，初一中午吃白馍和肉菜，初一晚上
就改吃黄窝子了。正月初五以前，除了
招待拜年的亲戚中午可以吃白面馍以
外，早晚两顿则是黄窝子了。“破五”一
过，就改成吃菜窝子了。平时能吃白面
馍的日子，就是正月十五、八月十五等
一些传统大节了。

社会总是不断在进步。改革开放
后的好政策，种植新技术和良种的推
广，以及农业生产的基本机械化，极大
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也极大地改
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馒头，成了人们
餐桌上普通食品，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
提高，过上了优裕的小康生活。

麦香，滋润了我们的饮食生活，也滋
润了我们的文化生活。麦香里，饱含着

浓浓的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气息，以小
麦粉制品为媒介，产生了许多带有区域
和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化和习俗。

一是过年蒸花糕、枣花儿，敬天敬
地敬财神敬灶王。在春节传统文化里，
过年是要蒸出几个锅盖子一般大的花
糕和数量不等的枣花儿来，除夕夜便将
花糕、枣花儿及其他供品，供奉在老天
爷、土地爷、财神爷和灶王爷各自的神位
前，点上蜡烛或灯盏，供他们享用供品。
家庭主妇们，便依次在天神地神财神灶
神面前烧香磕头，祈祷请愿，祈福消灾。

二是行麦礼，送羊。有外甥的家
庭，每年麦收前后，外甥要到姥姥家去

“行麦礼”，蒸出十五六个香喷喷的大馒
头，送给姥姥、姥爷吃。秋后，则是姥姥
家到外甥家去送羊。据传老早以前送
的是真羊、活羊，后改成用小麦粉蒸出
来的馒头羊。说是送羊，却还要蒸出一
个又大又胖的蟒蛇来，还有小兔子一类
的小动物馒头。羊是温顺的家畜，也是
吉祥物。羊者，祥也，送羊就是送吉
祥。民间有一段顺口溜说得好：“割了
麦，打了场，小两口商量去瞧娘，瞧娘不
是去瞧娘，是给外甥去要羊。”一要一
送，乐在其中。

三是送干饼。现在五十岁左右的
人，恐怕都种过“牛痘”，吃过干饼。所
谓干饼，就是把小麦粉打成糊，倒在烙
饼鏊子上，摊开抹匀，撒上芝麻，用中火
烧，烙出来的一张张又香又脆的薄薄的
饼子，就是干饼。早年种“牛痘”属于强制
性的接种防疫，在左胳膊大臂外侧，注射
两处疫苗，防止未成年的孩子生天花。“牛
痘”接种后，接种处便会鼓起两个红泡，红
泡结痂、掉皮，便会留下两个花生大小的
小疤来。亲戚们便会给种“牛痘”的孩子
送干饼，祝福孩子快结痂，快愈伤。送干
饼，送的是关心，送的是爱心。

四是送饺子。平时本族里面谁家的
闺女要出嫁，本族里各家都要捏上六十
个饺子，送给这家闺女吃，送去一片祝
福。饺子文化里还有其他习俗，有的是
娶媳妇的家庭把新媳妇娶到家，入了洞
房后，婆家煮上几个半生不熟饺子端给
新媳妇吃，此刻便会有人在洞房门口喊
着问：“生不生？”新媳妇会害羞地小声
说：“生。”门外便笑成一片。

麦香里蕴含的各种文化和习俗，有
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地方味儿。

麦香是醉人的，需要我们仔细去咀
嚼，去品味。

人与自然

八月天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