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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信 一部“家世”式的成长记录
敬一丹以“信中信”的方式与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后代交流，引出信的故事。

从1950年的情书，到2018年的“微信控”，不同年代的气息渗透其中。在敬一丹
看来，这些信里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代代都有故事，家家都有故
事，千家万户的故事就像一块块小拼图，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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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话，四个层次，其实传达了

很多信息。首先告诉妈妈，他已经

成了一个小学生。第二个层次，姥

姥还没来，是姥爷在帮我们看家，姥

爷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

子。第三个层次，大姐要走了，是指

16岁的大姐就要离开家，成为下乡

知青了。最后一句话，是他最想说

的，一个7岁的孩子，想妈妈了。

1969 年 1 月，小弟又学会了一

些字，他写了一封长信：

妈妈您好，我学习很好，会写

很多字了。我放学和哥哥拣煤核

儿，我们要放假了。我在学校擦黑

板，老师表扬我了。我很想您，您

过年回不回来？爸爸回来了。那

天我拉床上屎了，可臭了，二姐收

拾的。明水老舅给我和哥哥买鞋

了，齐市老舅也来了，买梨了。您

的老儿子，1969年1月23日写。

“拣煤核儿”，是因为妈妈在被

审查期间，工资停发了，姥爷带着

我们过紧日子。只要锅炉房推出

炉灰，立刻，升腾的热气中，一群孩

子围上去。大弟和小弟也拿着小

桶、钩子，争先恐后地冲上去。

“买梨了”，被小弟写进信里，是

因为，家里很少买水果，小弟几乎没

有零食。他有病发烧时，偶尔给他

买点儿好吃的，他难受吃不下，病好

了，想吃了，又不给他买了。馋嘴的

孩子总是处于亏嘴状态。所以，家

里有了梨，是值得告诉妈妈的大事。

在这封信中，小弟还抄了一段

《毛主席语录》：

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

策，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

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

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

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

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小弟为什么要抄这段《毛主席

语录》呢？小弟后来回忆说：

这段语录发表的时候，二姐非

常高兴，拿回家给姥爷、哥哥和我

念，念完了以后，我们并没有理解，

但是二姐特别高兴地说，爸爸妈妈

就要“解放”了，可以回家了！

妈妈“解放”了，但又被派到呼玛

县工作队，我姐在信中回忆了那个情景：

咱们去无轨电车站送，小弟抱

着妈妈不肯放地哭，连平时最爱吃

的冰棍都哄不好他。

当时，我本来是可以忍住不哭

的，可看这情景，我很可怜小弟，那

么小，就很长时间离开爸爸妈妈了。

1972年2月10日，小弟在给大

姐的信中说：

我在家里拾煤渣，够家里烧的

了，但是没影响学习。

咱家里分了 20 斤大米，大姐，

你不是爱吃大米饭吗？我们一定

给你留下大米。

11 岁的他，已经在操心家事

了。但是，天性活泼的他淘气也升

级了。1972年3月27日，爸爸给妈

妈的信中说：

小弟淘得厉害，前几天下楼梯

把脚脖子崴了。小四儿背了他一

段，又扶着他走回家。第二天早晨，

他一瘸一拐的，又跑出去淘气了。

昨天晚上，邻居来告状，小弟

拿砖头砸他家门，拿沙子扬窗户。

快9点了，怎么也找不着小弟，楼上

楼下、床底下、仓库都没有，我们急

得够呛，最后从平台上找到他了。

他藏在小木箱上，用草帘子挡着、

盖着。没想到他躲在那儿。

拽到屋里，审了一遍，想打他几

下，一看他的样子，你又不在家，就没

打，说了一顿，规定晚上不准到外面

乱跑。他答应了，可不知能否办到。

小儿子一阵子淘气，一阵子也

招人喜欢。今天早晨，大家都睡懒

觉，他自己起来了，把炉子生着，又

淘了米。我起来后问我，还有什么

活没有？我说不用你了，他才跑到

外面去玩儿。

后来，妈妈终于回来了，可是

家人还是没有团圆。11 岁的小弟

似乎还不能理解家人为什么离开，

怎样才能回来。1972年7月31日，

妈妈写信给当知青的大女儿：

小弟问，大姐什么时候结束？

他以为，上山下乡，像上学一样，有

个结束时间呢！

愿亲爱的家乐早些看懂这些

文字。你姥爷小时候经历了这么

多事儿，可是，你看他，眼睛里依然

有童真，特别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时

候，他总是最开心的。

他对孩子特别宽容，被看成最

惯孩子的人。这是不是因为，他小

时候，太缺少呵护和娇惯了？

在这些信里，你能看到离你很

远很远的那年那月吗？

一丹姑姥
2017年12月20日

(连载15)

单位卫生间的门是那种里

外可以开关的老式弹簧门，门

是木板制的，很密闭。由于进

出门时，大多数人习惯推门而

入（出），不小心常会被同时进

出的人推门碰撞到身体。磕磕

碰碰，一般不是很严重，但是，

发生碰撞，彼此要道歉赔礼，也

是尴尬。

我是这种门的受害者之

一。那次由于内急，急匆匆赶

到卫生间，刚想推门而入，里面

的一位仁兄正巧推门出来，我

的脸被重重地撞个正着，不仅

眼镜成了“残废”，掉到地上，鼻

子也被门痛扁了一顿，虽然没

流鼻血，但是被撞得生疼，鼻子

一酸，眼泪也跟着不争气地流

了下来。

我揉揉鼻子，擦掉眼泪，摸

着地面拾起眼镜，为了解决眼

前现实问题，忙着自我检讨，

说：“都怨我太猛了。鼻子没大

事，眼镜腿折了，换一支就可

以。”那位仁兄过意不去，还是

站在门外好话说了一火车。我

那天难受极了，恼火之余，倒是

给自己领了一个教训，以后进

出卫生间要提高警惕。

某天清晨，去卫生间，忽然

看到门把手上方贴着一个“拉”

字，拉开门，注意到里面门把手

旁也贴着一个“拉”字。

回来坐到办公室，还想着

卫生间门上的两个“拉”字，心

里不禁一笑，暖意顿生。是

啊！拉门进出，需要闪一下身

体才能打开门，不如推门进出

快速方便，但是，门里门外的双

方更显谦让有礼，只要遵守“原

则”，一定不会再有被推撞得狼

狈的惨状了。

拉，能把方便让给他人，把

安心留给自己，进出卫生间的

门如此，进出彼此的心门也如

此吧。

立秋过后，北方阳光明澈、空

气干燥。这样的天气里，居住在

渤海边的人们晒海鲜的冲动，就

开始“小鹿乱撞”起来，这种心慌

无论如何是按捺不住了。渤海边

的人们，在这样阳光充足的好天

气里，喜欢夸夸老天爷，说这样的

天气“上干”。是呀，这样上干的

天气，怎好意思不晒点什么呢。

秋天那么多肥美的鱼虾贝蟹，不

晒点多可惜啊，不然，失去了海的

味道的冬天的餐桌就太寒碜了。

在海虾尚未人工养殖成功的

日子里，海虾比鱼金贵一点点。

很久以前，百里滩人已经能

做到秋天晒一切了。

各种用百里盐滩晒出的海盐

腌制的咸鱼，如海鲇鱼、虎头鱼、鲈

板鱼、狼鱼；还有用海盐煮熟的其

他小海鲜，如虾皮、海螺、麻蚶子肉、

螃蟹肉、虾前儿、白虾、墨斗鱼、扇

贝、麻餮。都可以在阳光下晒干，

储存起来，细嚼慢咽地吃到来年。

中秋节之前，海边星罗棋布的

虾池子、水波浩淼的大汪子里，鱼

虾也长到了最为鲜肥的状态，赶上

节日来临集中上市了。此时的鱼

虾又多又便宜。为了让鲜美的味

道能延续到萧瑟单调的冬天，人

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觉得晒成

干货是最延时最能保持原味。通

常人们会铺一片芦苇席子，在耀

眼的秋阳里，把腌制的各种海鲜

放在苇席上，摊晒在宽敞处，任

由阳光的耀眼刀剑逼干海鲜里

的水份。那些鱼儿会在一天内的

暴晒下，身体收缩蜷曲，完全没有

了生前的美貌，其他的海鲜也收

缩得很厉害。十斤白虾，只能晒

成不足六两左右的海米。海白虾

晒成的海米，是海米里的极品。

即使是电冰箱很普及的今

天，百里滩人还是喜欢秋天晒点

咸鱼干虾。百里滩的秋季，渤海

边的沟沟汊汊里，数海鲇鱼最好

对付。本地人中不论是工人还是

干部，业余时间都喜欢打鱼摸

虾。一根鱼竿，一货旋网，几条粘

网，他们使用得得心应手。这些

渔具，都是海鲇鱼的克星。这种

鱼繁殖力强、生长迅速，但是寿命

不长。它们春天孵化，夏天就能

长到二三两一条，深秋时能长到

尺把长，一斤来沉，转年清明节前

后，排卵完了就衰老、死去。不同

季节，海鲇鱼味道差别很大。秋

天，很多百姓喜欢晒海鲇鱼，晒干

后，放在透气的布口袋里，或者悬

挂屋檐下。冬天来了，早晨吃早

点，揪几条干鱼，放在炉盖上烤

熟，鱼香浓郁；再烤上一个冷馒

头，直到馒头变软，变热，变得表

皮焦黄，就着烤熟的咸鱼，撕扯着

吃下去，寒冷的冬天都是温暖的

咸香。或者在蒸馒头时，把泡淡

了的海鲇鱼放上佐料一起蒸，那

味道也是本地人迷恋的。咸海鲇

鱼泡淡了，与黄豆一起熬，又是另

外一种美妙味道。这里不再细说

了，说多了只能多流口水。

鲜食虾前儿，虾前儿的味道无

疑是最好的，虾肉鲜甜紧实，是无

论多好的冰箱冷冻出来的虾也无

法比拟的。但是虾太多了，除了冷

冻贮藏，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晒

干保存。百里滩的人们早就不满

足于晒点咸鱼了，晒干虾也成了

近些年秋天的一件重要事情。

我喜欢买那种不太大的生长

在卤虫汪子的养殖虾，这种虾在

能生长卤虫的咸水里养成的，不

吃饵料，只吃卤虫。因为水的咸

度大，又只是靠卤虫滋补身子，这

种虾个头都不大，虾壳墨绿色，没

有明显的肠线，煮熟后，颜色通红

得让人觉得虚假，吃在嘴里，虾肉

更紧实耐嚼，回味更甜。以我的

经验，这样的咸水虾，晒干虾最合

适——容易入味，价格也不贵，味

道独特。如果晒太大的虾，晒干

的时间要长，一般得三四天才能

干透。虾肠里黑黑的饵料消化物

与虾肉粘连，吃起来很麻烦。大

虾也不容易入味，外皮很咸了，里

面的虾肉还是淡淡的味道。如果

赶上变天，阳光不足，大虾很容易

变味儿。

煮虾确实有诀窍。很多本地

人煮虾时，冷水把虾入锅后立刻

放盐，这样煮熟的虾，鲜食没有问

题，如果晒干虾就不行了。虾晒

干后，虾肉与虾皮紧紧结合在一

起，即使把虾仁摔打碎了，虾皮也

去不干净。正确的煮法是，先把

虾用淡水煮彻底成熟，虾皮与肉

稍稍分离后再放本地特产芦花海

盐。一定要多放盐，然后用虾汤

浸泡海虾一个小时，品尝着虾肉

也入味了，再开始晾晒。

虾前儿晒干后，如果喜欢把干

虾摔成干虾仁儿，也是很好的选

择。找一个布口袋，装入干虾，攥

紧口袋口，把口袋在墙面上摔打十

几下，你会明显地感觉到口袋里的

蓬松的虾团儿慢慢变小，变密实。

打开口袋，把摔好的虾倒出来，此

时，容易扎人的虾枪，已经被摔断，

很多虾皮也脱落，露出馋人的虾

肉。筛去可以喂鸡喂鸭的虾糠，把

干虾仁儿冷冻在冰箱里，一个冬

天，干虾仁儿都是鲜红的颜色，味

道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冬天，家里翻滚着火锅的浓

汤，放一把干虾进去，被浓缩的秋

阳的味道、大海的味道，都会急急

忙忙跑出来，俘虏我们的舌尖。

冬天，是大白菜当家的日子，

如果用温水泡一点干虾仁儿，炝

锅时放入切好的干虾粒，加姜末

煸去虾的腥气，这样的干虾炒白

菜，味道会很美。

冬天，包三鲜水饺，如果用干

虾仁和鲜虾仁一起做馅料，干虾、

鲜虾与嫩韭菜相遇，那种混搭出来

的鲜美，无与伦比。除夕夜，百里

滩人都会选择这样的馅料包水饺。

干虾耐贮藏，于是很多好交

朋友的百里滩人会用自制的干虾

做友情的种子，在全国各地播

撒。百里滩干虾的美味，在百里

千里之外的友人餐桌上花朵般绽

放，这是百里滩人肥秋美事的升

华版，值得大力提倡。我们认为

寻常的食材，在千里之外就成了

稀罕物，美味会被放大，友情也会

因此如使用了杠杆一样瞬间加

深，这样事半功倍的事，我们还会

嫌麻烦吗？

年化收益高 欺诈可能大
近年来,全国非法集资案件高发频发,作案方式花样翻新,涉

案领域呈“遍地开花”的特点。据公安部发布的信息,仅2017年,
全国公安机关就立案侦办非法集资案件8600起,其中涉案金额
超亿元的案件达50起。

一个现实是,有关部门不断加大打击非法集资的力度,同时
通过各种渠道公布非法集资案例、发布防范投资风险的警示,在
此背景下,一些投资人缘何仍陷入非法集资的骗局之中?

珍惜血汗钱珍惜血汗钱 远离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集资

投资者因何屡屡掉进非法集资陷阱

心存侥幸“搏一把”

关于非法集资,在法律上并没

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司法实践中,

认定非法集资主要看三点:一是未

依照法定程序,也就是没有向监管

部门报备；二是公开向社会不特定

公众筹集资；三是承诺高额回报。

河南省安阳市的徐慧(化名),

是一家便利店的店主。十多年来

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徐慧终于有

了近百万元的积蓄。随着儿子一

天天长大,徐慧开始有了一个心结,

那就是改善目前住的房子。经过

一番精挑细选,徐慧看中了一个楼

盘。“离全款支付只差10多万元了,

没有必要去当房奴”。其实,徐慧

有这个想法,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她

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

原来,徐慧在挑选房子的时候

发现,超越集团的营业网点经常有

人排队存钱。提起超越集团,在安

阳市乃至河南省,那都是大名鼎鼎

路人皆知。对于超越集团的领头人

杨清河,在安阳市更是家喻户晓。杨

清河29岁时,“万元户”还是一个陌

生的名称,而他已经拥有了近1亿元

资产。除了超越集团实际控制人的

身份外,杨清河还有众多耀眼的光

环:河南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者”“河南省最受尊敬的民营企

业家”“中国十大慈善家”等。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把钱存

到超越集团？徐慧一打听,得知在

超越集团存钱,年息为 24%左右。

面对巨大诱惑,徐慧动心了。最终,

徐慧将家里全部积蓄一次性存到了

超越集团的营业网点。“应该只要半

年时间,新房就可以全款到手了”。

曾经因炒股亏损了的健身教

练张庆华(化名),早就发誓不再相

信“天上有掉馅饼的事”。他认为,

超越集团的项目再挣钱,也禁不住

这么高的利息回报。但周边认识

的人几乎都在存钱,在妻子不停地

劝说下,最终,张庆华从银行取出19

万元,存进了超越集团营业网点。

2011年国庆节前后,安阳民间

借贷泡沫破裂。在此背景下,2011

年 10 月,超越集团成立“超越人基

金”,组织内部员工自救,“每人筹集

基金最少1万元,上不封顶”。

由于超越人基金当时的年收

益高达36%,抱着“赌一把”的心理,

王玉国找亲朋好友东拼西凑,将21

万元现金交到了超越人基金。最

终,杨清河仍然未能阻止超越集团

资金链断裂,王玉国也因此成了最

后一批“冤大头”。

2018年5月22日,法院以集资

诈骗罪、贷款诈骗罪、诈骗罪,一审判

处杨清河无期徒刑。

“高额回报”惑人心

据不完全统计,民间投融资机

构、互联网平台等非持牌机构违法违

规从事集资融资活动,发案数占总量

的30%以上。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非法集资之所以屡屡得逞,

“高额回报”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18年6月23日,上海市公安

局松江分局官方微信披露,上海联

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涉

嫌违法犯罪,警方已依法立案侦查,

张某等1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至此,远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姜

海涛才如梦初醒。据姜海涛介绍,

在联璧金融App的醒目位置,有一

个“0 元购物”专区,投资者以 399

元/个的价格,购买斐讯K2的路由

器,然后将每个路由器上的K码,输

入联璧金融礼包兑换口,就能换取

399 元。这样一进一出,投资者就

免费获得了一个路由器。

“这其实是一个套路。”姜海涛

说,免费获得路由器后,他就开始关

注起联璧金融 App 上的其他理财

产品。联璧金融活期理财6.8%,定

期理财10%左右,说起来并不算高,

但又比余额宝高一些,而且可以

“提现秒到”不限金额。于是,姜海

涛从最初的 300 元,到后来的 1 万

元,再到后来的十几万元,陆续往联

璧金融投入了40多万元。而短短

几个月,就有了2万多元的收益。

唐小僧爆雷后,P2P 平台的恐

慌情绪开始出现并迅速蔓延,此时

联璧金融也有了即将爆雷的消息

传出。正当姜海涛惊恐万分的时

候,联璧金融打了一剂定心针:“联

璧金融一直运营稳定,最新进展将

在6月21日15时发布统一答复。”

2018年6月21日,联璧金融未

按时发布统一答复,却等来了大批警

察上门。至此,包括钱宝、雅堂金融

和唐小僧在内的四大高返平台全部

爆雷。而在此前一天,姜海涛在联璧

金融剩下的10万元已无法提现。

金融人士认为,只要认真留意

一下,联璧金融的风险是显而易见

的。联璧金融的工商注册名字,是

上海联璧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根本不是什么金融公司。由于

联璧金融的案件正在调查之中,最

终涉案金额和涉案人数官方尚未

对外公布。 据《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