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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玲荫真水无香

那年袁 单位分来两个
大学生袁小 A和小B遥当时
在物资企业袁 大家普遍没
有学历袁单位进了大学生袁还是比较稀
罕的事遥小A情商高袁迅速融入工人的
圈子遥 与他们称兄道弟袁勾肩搭背袁一
起坐在树荫底下打趣过往的女同事袁
一起喝酒打麻将袁有声有色遥那香烟在
嘴角斜斜地插着袁俏伶伶地抖遥

小 B落了单袁但他仿佛没有被集
体接受的意愿袁 闲下来就弄一本英语
书看遥在我们这种单位袁我看一会儿叶围
城曳袁都被别人视作奇葩袁小月天天这样
不知所以地 野用功冶袁 就被看成一个笑
话遥 如果相安无事也就罢了袁但大家很
不喜欢小B袁并不愿意就此放过他遥

野嗨袁哥们儿袁跟男人们坐下来袁歇
会儿浴 嗨袁哥们儿袁在财务科跟那些娘们
儿待久了袁不会也变成娘们儿了吧浴 冶

工人们虽是性格粗放袁 但显然不
是善意遥小 B大多时候敷衍着笑笑袁有
时低着头过去袁 好像这话跟他没什么
关系遥

小 B太骄傲了袁 他不肯面对现
实遥 用某人的话说院野傲袁 有什么可傲
的袁现在大家都一样了袁工资比我还少
二十多块呢浴 冶

说心里话袁 当时我也是比较喜欢
小 A的遥

这种类型的骄傲袁我堂哥也有遥
人家小 B怎么说也是大学生袁我

堂哥啥啥都没有袁他也傲遥
我堂哥袁小个子袁勉强够得上征兵

身高的下限袁 其貌不扬遥 家里条件不
好袁送他去当兵袁只能算是解决一份口

粮遥 身边有那么多的 野二
代冶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袁
都轮不到他傲气遥 但他就

是不扎堆袁不去抱谁的大腿袁只是训练
起来比较刻苦遥他是坦克兵袁那年我大
伯去探亲袁他陪着吃了午饭袁趁我大伯
午睡袁还顶着炎炎烈日去练习了一场遥

因为这个性格袁 他吃了不少人际
关系的苦头遥

后来物资单位大多解散袁小 A下
了岗袁如今到处打工遥小 B在单位解散
之前考取了天津某名校的研究生袁现在
是省师大的教授袁他脸上那若有若无的
傲气劲儿袁跟他的身份袁终于配了遥

我堂哥在一次全师大比武中袁得
了第一名袁 为自己赢得了考军校的资
格袁现在肩膀上一串星星月亮遥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要要不要骄傲遥
其实袁有一种骄傲袁是人对自身有

某种价值的确信遥它跟虚荣不同遥虚荣
是希望别人误会自己有某方面的价
值遥或者袁那是一种有武功的人胸中氤
氲的那口真气遥初始袁更像桃谷六仙灌
入令狐冲体内的那几股袁不能驾驭袁不
免失于温和遥一旦调剂舒齐袁立即威力
大作遥 没有法子袁即使被骂太傲袁他们
也不肯好心地无视自己的价值袁 最终
泯然众人遥

我暗自思省过院 他们当时那种情
绪袁真的叫做傲吗钥

古人有诗云院手挥五弦袁目送归鸿遥
人家眼睛里全是远方袁 心思不在

当下的那点口角便宜罢了遥
套用当下一句网络上的话院 你看

谁都傲气袁你有那么差吗钥

你既然认准一条路，
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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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野征程冶袁不是一场简单的战役袁也不是简单的胜利遥 在我
们这个世纪中袁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袁也没有什么事件
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遥 要要要哈里森窑索尔兹伯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到了谷麻子村袁 萧华的工作队
被数百拿着棍棒尧枪支尧石头尧长矛
和弓箭的彝人拦住了道遥 他们叫道院
野给钱浴 给我们买路钱浴 冶
距那个 5月的上午 50年后袁军

中诗人萧华还能清楚地记得所有的
细节遥 萧华带了一些银元谨防彝族
人讨要遥他给了两百个银元遥彝族人
转眼就消失不见袁 但是很快又回来
要更多的钱遥 看来钱解决不了问题遥
萧华让翻译渊当地的汉族商人冤向彝
族人解释袁 红军只是要借道通过遥
野不能过浴冶彝族人喊道遥一个高大的
中年彝人骑着骡子走上前来遥 他是
部落头人小叶丹的叔叔遥 萧华告诉
他自己的头领刘伯承想和他的头人
小叶丹谈谈袁 双方可以盟血誓结为
兄弟遥 萧华给了小叶丹叔叔一些步
枪和一支手枪以示善意遥

很快小叶丹在十几个人的簇拥
下出现了遥小叶丹高大尧英俊袁骑术上
佳袁跨着一匹精神抖擞的黑马遥 萧华
也带着刘伯承走到他们面前遥红军指
挥员刘伯承戴着眼镜袁 身上带着战
斗中留下的累累伤痕袁态度和善遥 小
叶丹在刘伯承面前跪下致敬遥 独眼
龙将军把他扶了起来袁向他发誓自己
愿意与彝族人歃血为盟袁 结成兄弟袁
国民党被推翻以后袁 刘伯承会帮彝
族人重新掌握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遥
一行人走到山间一个清澈见底

的湖边袁 从里面舀出了两碗清冽的
湖水遥 有人找来了一只全身遍布紫
色尧金色和红色羽毛的大公鸡袁斩开
了鸡喙袁让新鲜的鸡血洒落在碗中遥
刘伯承与小叶丹和他的叔叔在碗前
跪下遥 青天灼日之下刘伯承高举水

碗发誓道院野上有天袁下有地袁我刘伯
承发誓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遥 冶说完
他举起碗一饮而尽遥 小叶丹和他的
叔叔举起另一只碗说道院野如若不守
此誓袁我等同此鸡一样死于非命遥 冶
他们也将血水一口喝干遥 仪式结束
了遥 盟誓已经结成遥

晚上红军退回到汉人村庄宿
营遥 早上小叶丹和一个彝人护卫同
他们一起穿过了 50公里的彝族区
域到达前面的第一个汉人村落 渊那
里的汉人仅仅因为小叶丹是彝族人
就想杀了他冤遥 共产党部队在这里停
留了一个小时左右袁 尽力缓和汉人
和彝人的矛盾遥 接着他们便继续前
进袁 除了要应对高低起伏的地势和
急行军带来的疲惫以外袁 一路上再
没有遇到其他真正的困难遥

5月 24日天亮以前袁 他们到达
大渡河边的山岭上遥 安顺场就是河
岸上的一百多个小房子汇集的地
方遥 战士们穿过茫茫雾气袁看到了安
顺场村庄里闪烁的几点灯光遥

彭海清 75 岁袁小个子袁因为关
节炎走路一瘸一拐袁脸盘不大袁有些
干瘪袁下巴上飘着几缕胡须遥 虽然上
了年纪袁 他对过彝族区的情景还记
忆犹新遥 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以后袁
彭海清离开了江西吉安老家穷困潦
倒的父母和三个兄弟袁 到红军中寻
找自己未来的命运遥 他参加了江西
所有的大小战役袁 在长征中隶属林
彪的红一军团遥 他并不知道当时中
央苏区的情况已经很糟糕袁 但是晓
得在广昌有过惨烈的战斗遥 没有人
告诉他正在进行长征袁 他只是跟着
部队开拔向前袁一路行军作战遥 问到
他彝族人的时候袁他缩回头袁发出刺
耳的野呜嗬要要要呜嗬要要要呜嗬要要要冶
的尖锐叫声遥 野二战冶时帕特里克窑杰
伊窑赫尔利到延安会见毛泽东袁他从
飞机上下来时也发出了印第安切罗
基族人战斗时的吼叫袁 彭发出的声
音和那一样袁让人吓了一大跳遥

彭海清说这就是彝族人袁 他们
从山上野呜嗬要要要呜嗬要要要冶地嘶喊
着冲下来遥 他和自己的同志之前已
经被仔细交代过袁 无论在何种情形

下都不得与彝族人交战遥 也不许放
枪遥 于是一百来个彝族人野呜嗬要要要
呜嗬要要要冶地从山崖上冲下来袁包围
了彭海清和他的四个红军同志遥 他
们没有反抗遥 野我们其实可以轻而易
举地走掉遥 冶彭海清说遥 他扛着一挺
重机枪袁其他同志都带着步枪遥 他们
就静静地停在那里遥 彝族人把他们
的枪和衣服都抢了下来袁 然后一哄
而散遥 除了彭海清的重机枪他们什
么东西都没留下来袁 因为重机枪对
他们来说太重了遥 彭海清和他的队
伍是幸运的遥 部队找到了他们袁因此
他们得以继续长征之路遥

1984年袁 丁甘如已经在成都军
区副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休遥 他 67
岁袁1932年加入红军的时候年仅 15
岁遥 他在军中待了 52年袁因为两次
心脏病发作才不得不退休遥

野我们走在所有人的后面遥 冶他
回忆道袁野有时候情况会很艰难遥 冶

他认为彝族人主要的问题是他
们太穷了遥 彝族女人穷得只能用块
小围裙似的东西在身体前后遮羞遥
彝族人从山上向五军团放枪遥 野但是
幸运的是他们的枪法不怎么样遥 冶丁
甘如说道遥 红五军团为了安全通过
已经付给了彝族人买路钱遥 但是结
果并不如意遥 野他们躲进山去以前把
自己的饭锅都拿走和大米一起埋了
起来遥 冶丁甘如继续说遥 野我们出 100
银元向他们买 100斤大米袁 但是他
们直接就逃走了遥 有的时候我们就
把大米挖出来袁留下欠条遥 1949年以
后彝族人拿出了欠条袁 我们就向他
们付清了款项遥 冶

红军的牵制部队要要要他们似乎
没有牵制到任何部队要要要在 5月 21
日经过彝族镇子越西后于 5 月 23
日到达大渡河遥 他们出来的地方是
大渡河边的大树堡遥 一小股国民党
部队未发一枪袁撤过河去袁躲进了富
林的国民党防区遥

红军赶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了大
渡河遥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过河了遥

渊连载完冤
敬告读者院明日起开始连载叶人

性的弱点曳袁敬请读者垂注遥

重庆的冬天一早一晚格外冷袁深
夜加完班走到大街上袁 冷不丁一阵风
吹来袁冻得人直打摆子遥

抬眼四望袁也不像是冬天遥头顶上
是桂花树袁脚边是万年青袁都葱葱茏茏
地绿着袁如果不是风刮得人直缩脖子袁
这街景跟春秋没太多区别遥 街景虽然
不萧条袁但车少行人稀袁路灯稀疏袁白
光更显清寒袁 这让深夜独行的我感觉
有些凄凉遥一阵一阵风吹得人头疼袁于
是也顾不得形象袁把围巾顶在头上袁裹
得像个经不得风的老太太袁 加紧了脚
步往家里赶遥这时候袁格外想沿着这条
路走着走着就走回我的小时候袁 走回
我那红通通的炭火盆边去遥

炭火盆多半是中间一个搪瓷的脸
盆袁外面一个四方的木架把盆架起来袁
方便搁脚袁家乡管这样一个炭盆叫野圆
楼冶遥 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袁问了几回
竟然没人知道遥 我家有两个野圆楼冶打
制得略微有点庄重袁刷着红漆袁据说是
妈妈的陪嫁遥一到野酿雪冶天气袁外面阴
沉沉的袁就得把它从床底野请冶出来遥把
炭盆生起来是个苦差事袁 先得扔几块
炭在别的地方引燃袁再移到炭盆里袁添
上木炭袁紧扇一阵才能烧旺起来袁这时
候烟味呛人袁 还得留神别把炭盆里陈
年的炭灰扇起来袁 有风的天气可以端
到室外袁让北风一刮袁很快把一盆火吹
得通红曰 或者就在炭盆里点燃刨花木
柴引燃木炭遥生炭盆免不了烟熏火燎袁
但我是乐意干的袁 不知道为什么总让
我有一种欢喜的感觉遥

炭火终于烧得旺旺的袁猫也过来找
到合适的地方蜷下了遥老家冬天太冷袁猫
总是往火盆跟前凑袁只要留神看这些家

猫袁它们的胡子不是烧焦了就是烤卷了袁
真替它们担心溜缝钻洞时的猫身安全遥
老人一般选炭盆边的角落里坐着袁由于
屋里烧着炭盆袁 也不能把门关得过于
严实袁所以他们仍然觉得风嗖嗖的袁很
冷遥小时候我爱跑进跑出袁奶奶总骂我
不长后手不关门袁 那时候我穿棉袄还
不爱拉拉链袁觉得拉上显胖袁不能理解
她为什么冷成这样袁直到如今的冬天袁风
一吹袁赶紧把自己裹得严严的袁这才恨
不得回到小时候袁替她把门再关一关遥

炭盆边少不得一样东西就是火
钳袁火快熄了翻一翻袁没炭了添一添袁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袁 就是在盆
里烤土豆和红薯要用它遥 我老家不产
好红薯袁多半卧土豆袁有时候是刚生火
的时候就理在灰堆下面的袁 有时候心

急袁 时常去翻动袁 大人们便夺下火钳
来袁把土豆压进灰里袁少不了训几句没
耐性遥后来干脆快忘了的时候袁灰堆下
传来一点点放气似的轻响袁这才记起袁
赶紧扒出来袁拿刨子一刮袁土豆已经烤
得金黄袁外焦里沙袁如果我这时候手上
能有一个袁给我一盆鸡腿也不换遥

炭盆里有时候煨着菜钵子袁 汤噗
噗推着半盖着的盖子袁 空气里混着一
股好闻的味道遥 这时候最妙的是窗外
雪正下着遥天寒地冻袁有这一盆红炭火
对抗足矣袁于是拖出一本书袁有一搭没
一搭地看一阵袁兜里揣一把瓜子袁闲闲
地磕一阵遥

我现在想回去的袁 大概就是那个
时候吧袁 深夜天寒地冻孤身一人走在
大街上更是格外想遥

天底下吃的东西袁大概越
古怪就越稀有袁越稀有就越珍
贵遥 鲈鱼长得与众不同袁杨万
里有两句诗描述得好院野白质
黑章三四点袁 细鳞巨口一双
鲜冶遥 其习性怪异袁尤喜于河流
湍急处盘桓袁对生存环境十分
挑剔遥

鲁迅年轻时写过一篇叶戛
剑生杂记曳袁 其中一则记道院
野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袁 鱼须
斫小方块袁去骨袁加秋油袁谓之
鲈鱼饭遥 味甚鲜美袁名极雅饬袁
可入林洪叶山家清供曳遥 冶鲁迅
不擅长烹调袁 他录下这段菜
谱袁或许是想将这种吃鲈鱼的
妙法与别人分享吧遥

鲈鱼如此袁四鳃鲈鱼便愈
加珍奇遥 其实也并非真的长了
四个鳃袁不过是两个鳃盖上各
多了一个深深的褶皱袁看似四
鳃而已袁却因此比其它鲈鱼更
加稀罕遥

四鳃鲈鱼要算上海松江
的最有名遥 范成大有诗云院
野细捣枨虀卖脍鱼袁西风吹上
四腮鲈遥 雪松酥腻千丝缕袁除
却松江到处无遥 冶松江袁即吴淞
江遥 四鳃鲈鱼生活于近岸浅
海袁属洄游型鱼种袁一般在海
水里产卵袁幼鱼回游至河流里
生长发育遥

然而袁四鳃鲈鱼却非松江
所独有袁苏北响水灌河入海口
也有这样的地理环境袁因此也
产四鳃鲈鱼袁而且比之松江出
产的更大更肥遥 但这些年随着
生态环境的变化袁鲈鱼袁特别
是四鳃鲈鱼已越来越少遥

鲈鱼味美袁关于鲈鱼的许
多传说也是脍炙人口遥 清朝末
年袁有一天两江总督张之洞微
服私访到松江一带袁恰逢一大
户人家办喜事袁并请到了松江
知府遥 张之洞爱凑热闹袁便包
了一份人情钱袁自称是主人家
世交袁管事的不明底细袁见他
气度不凡袁就安排在主桌遥 入
席时袁 张之洞不待主人开口袁
先在主宾位子上落座遥 松江知
府与他素未谋面袁心里大大不
快袁却也不好发作遥 酒过三巡袁
菜过五味袁知府指着桌上的一
盘鲈鱼袁出了一句上联院野鲈鱼

四腮袁独占松江一府遥 冶言语之
间颇有些盛气凌人遥 张之洞不
假思索袁 随口答道院野螃蟹八
足袁横行天下九州遥 冶知府听
了袁 觉得此人决非平常之辈袁
便下位请教袁方知这位竟是两
江总督袁连忙躬身赔罪遥

人分三六九等袁鱼也有高
低贵贱遥鲈鱼向来被列为中国
四大名鱼之一袁至于哪四大名
鱼袁除了鲈鱼袁其余三种尚有
争议袁说法不一遥 一说为松江
鲈鱼尧太湖银鱼尧黄河鲤鱼和
长江鲥鱼遥鲈鱼肉质细白而肥
嫩袁为普通鱼类所不及遥 古人
有一种吃鲈鱼的方法是生吃袁
叫做 野鲈鱼脍冶遥 汪曾祺先生
对切脍做过研究和绍介袁说得
简单一点袁就是将鲜活的鱼肉
切得极薄袁蘸调料即食遥 范成
大诗中的 野虀冶袁 即是以葱姜
蒜韭之类的碎末制成的调料遥
叶松江府志曳 记载院野作鲈鱼
鲙袁须八九月霜降之时袁起鲈
鱼浸渍讫袁 布裹沥水令尽袁散
置盘内袁取香橙花叶相间遥 细
切和脍袁拨令调匀袁并要配香
菰袁不仅味佳袁而且色美遥 冶这
种吃法如今或已失传袁只留下
野鲈鱼堪脍冶 的典故依然为人
们津津乐道遥

这个典故在 叶世说新语曳
里有记载袁 说的是西晋时袁苏
州有个名士叫张翰遥 张翰文章
写得好袁却不拘小节遥 会稽人
贺循去洛阳上任袁途经苏州阊
门时袁在船上弹琴遥 张翰虽不
识贺循袁 却为其琴声所吸引袁
就过去攀谈袁彼此很投机遥 言
谈中听贺循说将去洛阳袁张翰
便称自己正好要到那里谋事袁
当即一同乘船去了袁连家里人
也不告知一声遥

张翰到了洛阳袁 在齐王手
下做事袁官卑职小袁不能一展抱
负遥适逢乱世袁张翰预感齐王前
景不妙袁 便起了归隐山林之
意遥 那年秋天袁张翰看到满城
秋风袁落叶飘零袁忽然想起故
乡苏州的莼菜羹和鲈鱼脍袁立
刻决定辞官返乡遥 不久齐王谋
反被诛袁而张翰则幸免于难遥

吃鲈鱼的时候袁想着张翰
的故事袁定会更觉有滋有味遥

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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