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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濒临月牙湖，一片水，烟波浩渺的，

将镇子润染得青花瓷一般，泛着淡淡的青瓷

光泽，就连雨飘落下来，烟一把雾一把的，也

是天青色的。

镇名也就叫月牙镇。

有游人来这儿游玩，或游湖，或看小巷

时，总会提出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这

儿是先有镇呢，还是先有湖的。镇上一般年

轻人就会张着嘴，干急却回答不出来。镇上

的老辈人听了，就会告诉对方：“这儿先有

镇，然后才有湖的。”

游客就哦的一声，表示清楚了。

月牙湖就在月牙镇的旁边，豆绿色的湖

水泛着瓷白的光，从小镇一路地扯下去，一

直扯向了小镇下面的山弯处，十几里的长

度，就那样随着山势弯曲着，时宽时窄的。

水边也住着人家，或在湖边，或在山坡上，春

天里桃花杏花一开，一片的粉色就映衬在水

里，远的近的，看得清清楚楚的。船在水上

动着，滑出一丝丝的波纹，连带着水里的影

子也一漾一漾的。间或，有渔人打鱼，一网

撒下去，扯出来的时候，网里有银光闪烁着，

引得两岸的人都锐叫着，也引得游人都锐叫

着。打鱼的船见怪不怪，一路摇入柳帘里去

了，那边，扯着一炷炊烟，一直飘到空中，直

直地不散，融入了天空里不见了。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小镇人当

然一样，靠着这片湖吃着这片湖，除了撑船

的拍照的搞导游的卖百货日用的，以及开旅

店的，其余的都是一家家饭馆开着，仍然用

的是铺排门，搓了核桃油，门板上泛着红润

的光。店里制出种种大闸蟹的妙味来，放在

桌案上：蟹黄蟹膏，肥腻丰腴，用小匙盛着，

蘸着汤汁抿着，佐酒。蟹酱一碟，放在面前，

可以佐饭。至于蟹黄包子，更是香软酥烫，

吃得每一个食客吸吸溜溜的，赞不绝口，走

了，还特意买上一些拿着。

吴伯是一个例外，没有做饭馆生意，他

开着一个泥塑铺子，啥都不卖，专卖泥人。

吴伯的大儿子娶了老婆，单另过着，在水上

撑船。小儿子吴昌跟着吴伯塑泥人。吴昌

建议，在店铺里也可以带着其它商品啊，譬

如当地土产的一些东西啦，再譬如一些瓷器

啦，还有文房四宝啦。

吴伯摇着头，告诉他，老祖宗规定的，做

一行务一行，不能乱行。

吴昌哼了一声，不高兴地埋怨：“老祖宗

咋就定下这么个破规矩啊？”

吴伯回头望着他，眼光从眼镜边缘的上

面望过来，许久道：“娃儿哎，生意都让你做

了，别人还活不活啊？都得有一口饭吃哎。”

吴昌听了，知道爹说得在理，就不辩白

了，忙着手里的泥人。他捏的是一个胖乎乎

的和尚。他拿着竹刀，仔细地端详着手里的

东西，左刮右刮，可那个胖乎乎的和尚就不是

自己心中所希望看见的和尚。吴伯放下手里

的活儿，走过来，接过他手里的泥人，眯着眼

睛看了一会儿，在和尚手里加上一坨泥，捏出

一个酒葫芦，让和尚倒举着葫芦嘴向嘴里猛

灌着，仿佛正在狂饮一样。他再拿起竹刀，在

和尚的直裰上斜抹出几缕衣纹，袒露着肚子，

和尚的醉态就出来了，神态也出来了：鲁智深

醉打山门的情态，也就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

吴昌见了笑道：“爹，你真厉害。”

吴伯哼了一声道：“守着我们祖业，好好

学着，别掉了先人的脸面。”说完，吴伯又不

厌其烦地讲起先人，说先人了不得啊。

吴昌顺着爹的话风说着：“我们先人真

英武啊，比王阳的先人咋样？”

吴伯哼了一声，摇着头，许久道：“你王

叔的先人啊，嗯，靠嘴上功夫吃饭的。”言下

之意，王家先人和自己先人比还差着那么一

点儿，不过，自己和王叔关系好，这话却不好

说出口。吴昌顺着爹的口气忙点着头道：

“从王阳那里就能看出来，牙尖嘴利的。”吴

伯望了儿子一眼，知道儿子口是心非，不再

搭话。吴昌觉得已经铺垫得差不多了，于

是，就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道：“爹，镇上

想办一个泥塑培训班，你看……”

吴伯扔下一句话：“别随便答应啊。”说

完，转身继续忙着手里的活儿。他的铺子名

“吴氏泥塑铺”，蓝底黄字，字迹斑驳，看来已经

有些年头了。他的铺子和镇上其他人的一

样，是铺板门。早晨起来，将板门一块块下了，

按照一二三四的顺序放在一块儿。到了晚

上，再按照顺序上了。吴昌要换成玻璃门，吴

伯摇着头不答应，他就喜欢铺板门，至于为什

么，他一句话，老先人留下来的，能轻易改掉

啊。他的泥人，有做好上彩的，就放在铺子上，

有《穆桂英挂帅》，穆桂英头插雉鸡翎子，盔甲

在身，英姿飒爽；有《赵子龙大战长坂坡》，赵云

白盔白甲，骑马握枪，一副冲锋陷阵的样子，还

有八仙过海，有桃园结义，有借东风……

当然，也有的客人为了观赏他的手艺，

现卖现做。吴伯呵呵一笑，让吴昌拿来润着

的湿泥，抟好了，几下就揉捏出一个泥人，也

有动物，还有其它物件。总之，你要啥，他就

捏啥，活灵活现地摆在面前，捏罢，在客人的

赞叹声里，总是要说上一句：“和先人的比，差

远了。”可是，吴伯先人捏的泥人也没人看见

过，大家仍一致认为，他捏的泥人是最好的。

2

最近几年，旅游热兴起，就如一阵风一

样，呼啦一声就刮到了小镇。一个个游人，也

如一阵风一样，呼啦一声就刮满了小镇，一般

来的游人，就是指指点点地看小镇的古建筑，

看古戏楼，看关帝庙，看水旱码头，也走长长

的巷子。大家说，现在，这样的巷子不多了

哎。是真的不多了！长长的巷子，马头墙高

耸，筒子瓦青灰。瓦上长了枯草，还有瓦参、

青苔。檐下有灰砖托了横木，雕着“万”字花

纹，或者凤凰牡丹的图案。巷子中间的石板

街，游人走在上面，脚步一声声回响，就如在古

井中回荡一般。墙头上总会扯出一片古藤，一

派葳蕤，阴了一面墙。绿藤的顶端灌满汁液，

极力向上生长，再向上，显示出一片生机。有

的墙头，春天里会冒出一枝桃花，或一枝杏花，

引来几只蜜蜂，也引来一片嗡嗡的热闹。

游人来到小镇，大都先租住了旅店，一杯

茶后，走出来，沿着小巷走，时时会为一片葳蕤

驻步，有时也会为几朵花儿徘徊。巷子的夕

阳里，燕子来去，叽叽喳喳的，不知道是在谈论

着小镇过去的繁华，还是在谈着小镇现在的

祥和，每一个音符都清亮圆润，好像映着绿水

青山的影子，落在游人的心中，也一片洁净。

镇子古，就显得古韵盎然。大概是受了

古风古韵的润泽，这儿的人也就有了一种古

典的韵味。

这儿的男人一脸淡然，讲究生活精细。

他们吃饭，绝不像别处草草应付，即使是糊

汤，也必须有四碟菜，放在一张小小的桌子

上，然后抄一张椅子坐下。菜绝不夹在碗

里，吃一口，在盘子里夹一箸。至于午饭，四

碟菜外，必有一壶酒，没酒咋行啊？

于是，女人拿了壶，还有杯，放在桌上。

男人斟了酒，嗞儿嗞儿喝两杯，再拿碗

吃饭。当然，女人也会陪着，咂上一盅两盅

酒，然后，女人脸就红了，眼睛氤氲成两汪水。

男人爱养花，一院子花草，中间有极品

的，是最为重视的。别处人斗虫，这儿的男

人斗花，有了极品花，一定会让人来看，来

评。对方如果称好，赞不绝口，男人高兴得

如中状元一般，又是递烟，又是让座。如有

人说花儿不好，男人就气呼呼地将头扭向别

处，懒得再理。

女人呢，是水养的。

这儿的女人大概临水而居，受水的润泽

吧，一个个荷花一样，脸白白红红的，仿佛一

弹，就能“噗”地一声弹出水来。女人的身子

也如水，尤其那腰，水流一线，给人一掐就断

的样子。最主要的是，她们有水一样的性

情，柔，弱，见人望着，脸就红了，一笑，一敛

目一低眉，悄悄走了。

她们会绣花，一个个绣的花儿活灵活

现，花朵好像能散发着香味，鸟儿好像能鸣

叫，蜂儿好像一不小心能蜇人。

她们会一手好茶饭，很平常的菜，让她

们菜刀一切，下锅吱啦吱啦一炒，或用醋一

烹，脆生生青鲜鲜的，夹一筷子一尝，舌尖都

险些被咬掉了。

小镇的古，还表现在房子的布局上。这

儿的房子是典型的天井，不是一个，是几个，

一个套着一个。天井的中间铺着石子，当然

要栽上几竿竹，一片竹影映入窗内，房内也就

绿色如水。竹子旁，一般有一张水泥桌，桌上

画着棋盘。旁边，放着四张鼓形的凳子。

很多院中都有一口井，极小，却极深，井

沿里面圆形外面六边形的，旁边有着一架轱

辘。用水了，绞着轱辘吱呀吱呀放下桶，汲

上一桶水，清亮亮的，六月天喝一口，那股

凉气真沁到人心中。井旁是一个洗衣槽，水

倒进去，洗菜，洗衣，用结束后，将水槽塞子

一扯，水汩汩地流出去，顺院墙边的一个暗

渠流出，外面就是一池藕，有一片片的荷

叶，有几声咯哇咯哇的蛙鸣。

其实，镇河就在外边，下了河堤的台阶

就是的。

可是，镇人几乎家家都有井，汲水煮饭

就用井水；灌田养鱼则用河水，很是讲究

的。这儿水多桥也就多，桥洞各种各样的，绝

不重复，有六角形的，有半月形的，有花瓶形

的；还有木桥，曲曲折折地横过水面，人在桥

上走，影儿落入水中，清清楚楚的。整个镇子

也倒映在水中，如黑白片子里的世界。

游人看景，也看镇上的人，看完游完，临

走时会买些当地的东西，有大闸蟹，有其它小

吃，还有吴伯的小泥人：拿回家做个摆设，放在

案头观赏着，或者送送亲戚朋友，也是一次远

行的礼物。也因此，吴伯的生意红火得不得

了。但是，吴伯捏制泥人的个数，每天是一定的，

捏完洗手，背着手出门，去找王叔下棋去了。吴

昌有时劝他：“爹，生意这么好，多捏些吧。”吴伯

不答应，吴伯说，心不能大，钱是挣不完的。

吴伯越是这样，生意就越好，买泥塑的

人越多。

吴昌不懂，就询问原因，吴伯一边用竹

刀刮着手里的泥件一边回答：“老先人定的

能错？老先人能着哩，知道不？少做点，慢

工出细活。”吴昌就忙点头说：“我们老先人

不亏是大将军，咋就把事情看这么透啊。王

阳说，她先人是御史，眼界就不行了，瞧她就

显得笨一点儿嘛。”

吴伯笑了一下，很舒坦道：“在这儿这样

说，转身对王阳还不知咋说呢。”

吴昌知道爹知道自己和王阳的事情了，

就笑笑问：“爹，王阳咋样？”

吴伯一边看着手里的泥活一边回答：

“好娃儿啊。”

吴昌问：“真的？”

吴伯不说话，只是点点头。

吴昌看爹忙着手里的泥人，就悄悄走出

去，给镇长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爹高兴着

呢，镇长你快来谈你的计划吧。”镇长听了，

连连答应着就来就来，挂了电话。镇政府离

吴伯的铺子不远，隔着一条水，跨一道月亮

形的石桥，再走一段柳荫垂垂的石板路，一

拐，就到了。吴伯正在捏着一个长胡子老

头，骑着一匹犄角弯曲的牛身上，手里拿着

一柄云帚，一副身心自得的样子。镇长看了

一会儿夸道：“吴伯，老子骑牛都活了。”吴伯

忙抬头，看见是镇长，忙起来让座，又让吴昌

泡茶。镇长坐下，一边喝着茶一边东一句西

一句地说着，说到最后，摆明自己的来意，镇

上想办一个泥塑培训班，将小镇的泥人品牌

做活做大，做成一张名片。可缺一个人做指

导。镇上就想到了吴伯，希望吴伯能出面，

为这个培训班出智出力。吴伯默默地听着，

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而是慢慢站起来

洗了手，将镇长请进一个小而精致的房子

里。房里放着一张古色古香的香案，上面放

着一个式样古雅的香炉，香炉里插着几根

香，正袅袅地冒着淡蓝色的香烟。墙上挂着

一幅旧得仿佛百年以上的画，画里一人坐

在椅子上，青袍青巾，长须飘飞，望着镇长。

镇长眨巴着眼睛问：“这……是谁啊？”

吴伯告诉他，这是自己捏泥人的第一代

祖人，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镇长愣怔着，

望着吴伯，不知道他将自己让到这儿看在这

个干什么。吴伯说，自己祖先临死前叮嘱过，

家族的技艺只能传给后代，绝对不能外传。

朱镇长哦了一声，劝道：“老叔，不能改

改啊？先人的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啊。”

吴伯许久摇摇头道：“没得改。”

镇长望着吴伯，见吴伯一脸坚定，毫无

商量的余地，知道再说也是白说，就长叹一

声，低垂着头走了。

当天下午在一块儿下棋的时候，吴伯将

这件事告诉了王叔。王叔沉默着，用手指捏

着一枚棋子，轻轻地敲击着另一枚棋子，嗒

嗒有声，许久道：“这可咋办啊，不行了就改

改？”吴伯不高兴了，反问一句：“能改，那还

叫祖宗规矩啊？”王叔听了，轻轻地点点头，

陷入沉思中。

那天，两人的棋下得寡淡无味的，最后，

都没有兴趣再下了，互相对望着，如一对泥

菩萨，一言不发。王叔突然站起来，对吴伯

说：“走，去我那儿喝两盅。”说着，收了棋，两

人一前一后来到王叔的店里。王叔的老伴

去跳广场舞了，王叔自己下厨，叮叮咣咣，不

一会儿，整出几盘小菜来，两人就着一壶酒

两个盅子，慢慢喝起来。

两人不说话，闷酒易醉，王叔酒量大一

点儿还好，吴伯酒量浅，一壶酒见底，吴伯的

舌头就不管事了，说话就磕磕绊绊起来：“老

弟，这……祖宗的规定啊，哎。”

王叔也心事重重的，跟着“哎”了一声，然

后扶着吴伯，一路摇晃着向吴家走去。吴婶迎

着出来，一边埋怨吴伯不该喝醉，一边笑着让

王叔家里坐。王叔推辞着，说王阳从村上回来

了，有事呢。说着，心事沉重地向家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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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的铺子在镇子前面，也就离古戏楼

不远，一派热闹，人来人往的。王叔住的地方

却在镇子的深处。从吴伯那儿起步，拐一个

弯儿，过一道桥，一排柳丝后面，一爿小小的

门面，很洁净雅致，门上挂着一块匾，上写“王

记豆腐食品店”，就是王叔的店。店内木桌木

椅都打过核桃油的，泛着红润的颜色，映着外

面的绿色，红晕的木制家具又泛着绿韵。

王叔和王婶整日忙碌着。

王叔和吴伯一样，每天无论多忙，客人

再多，要做的豆腐斤数是一定的，卖完就收

工，去活动室找吴伯下棋。王婶就去了街

上，和一群老姐妹跳着街舞，锻炼身体去了。

王叔的女儿王阳大学毕业三年了，在镇

里的一个村子当大学生村官，离镇上不远，坐

着班车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到了。王阳几

次让爹娘歇着，别太累着。可是，王叔摇着头

拒绝了道：“祖宗传的手艺，不能废了。”

王婶听了也笑笑，不说话，扎撒着双手

跟着忙碌着。

来小镇旅游的人，品尝了小镇的蟹，赏

了水，看了湖，坐了船，观赏小镇买了王伯的

泥人后，还必到“王记豆腐食品店”来坐下，

品尝一下王叔做的豆腐。来了，进门拣一个

桌子旁坐下，叫上一盘豆腐。王叔说声来

了，忙碌起来，不一会儿，就端上一盘香喷喷

的热豆腐，或调或煎，或炖或煮，吃得游客眉

飞色舞，大叫不虚此行。

当然，如果有想以豆腐佐酒的，店里也

会拿出一壶包谷烧，一只杯子。

王叔的豆腐白如纸，嫩如脂，滑爽，洁

净。而且，最为吸引人舌尖的，是豆腐中隐

隐透出一种大闸蟹的味道，美得蛰舌，也嫩

的蛰舌。这豆腐是怎么做成的，没人知道。

有人一盘豆腐一壶酒，吃好喝好后，特

意请教王叔：“老叔，咋就做出这样的好豆腐

啊？”王叔呵呵一笑，告诉对方，对不起，祖先

传下的规矩，不许外传。

来人听了，失望地摇头长叹，站起来

走了。

也因此，吴昌不满地对王阳说：“自私！

啥祖先规则啊！不能破啊？”王阳一听就恼

了，白了吴昌一眼，不高兴地反问：“你爹不

自私啊？你爹咋不破啊？”两人就那样对望

着，许久，吴昌嬉皮笑脸地道：“你生气的样

子真好看。”这一说，王阳反而生不出气了，

脸儿就红了，从腮边红起，慢慢地红到了脸

颊，再红到脖子道：“你贼眼溜溜地望啥啊

望？”吴昌不回答，突然一指那边：“那谁啊？”

王阳一回头，吴昌瞅她不注意，嗞儿一声在

她的脸上亲吻了一下，转身就跑。王阳又羞

又恼，气呼呼地道：“坏家伙！”

王婶跳完街舞，恰好回来，忙问谁是坏家

伙啊。王阳眨巴着眼睛说：“我说了吗？妈耳

朵背哩，我说我生气要发火。”当妈的还能不知

道女儿的心事，看着远处吴昌的身影，笑笑一句

话不说。王阳反而脸红了道：“妈，你笑啥嘛？”

王婶说：“我笑啊，我娃长大了，知道瞒

妈了。”

王阳听了脸更红了。

王阳是今天下午从村上回来的，也给王

叔带回一个心事。她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个

人，身后还带着一个憨厚的汉子，名叫周

山。王阳告诉爹，周大哥也喜欢做豆腐，特

意来向爹请教的。王叔听了忙让王婶泡茶

斟茶，喝完之后告诉对方，别的请求都可以，

唯独这一项不行，因为祖先传下规则，不许

传给外人，还请谅解。

王阳在旁边听了，不满地说：“爹自私，

规矩就不能破啊？”

王叔生气地道：“能破，那还叫规矩啊？”

王婶指指王叔道：“听听，和他吴伯说的

话一模一样。”

王叔喝一口茶，回答道：“先人同朝为臣，

又是生死之交，留下的规矩还能不一样？”

周山听了，苦笑一声，只得打个招呼，站

起来走了。王叔看看噘着唇的王阳，长长叹

息一声，站起来走了，去找吴伯诉说心事去

了。可是去了，吴伯也沉闷着，心事比他的

还重，他反而不好说出口了，只有约着吴伯

来店里借酒浇愁，谁知愁更重了。

一晚辗转难眠，第二天早晨起来，王叔就

病了，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拿着茶杯的手都哆

嗦着，水泼洒得满身都是，更别说做豆腐了。

可是，店门开着，就有客人上门 来，就得做生

意啊。王叔就让王阳别忙着回单位，今儿个就

帮一下自己，应付一下门面上的事情。王婶听

了忙劝：“阳儿忙着工作呢，我来。”王伯摇着头

挡住了，怕老伴吃不消，也病着了，更不得了。

王阳在一旁望着王叔，还在生着昨天的

气，噘着嘴不高兴地道：“我想帮忙，可是不

会啊。”

王叔忙说：“我教你。”

王阳没好气地道：“你不怕破先人的规

矩啊？”

王叔说：“傻娃哎，你是外人啊？”

王记豆腐的制作方法不点明，好像很神

秘似的，云里雾里的；一旦说穿就很简单了，

就是将豆浆过滤后，放在盆子里，然后将蟹膏

弄上半碗搅入豆浆里。过一会儿，两者充分

渗透，再点了卤水，再入包压实，就成了豆腐。

王阳做了一包后，又按照爹指点的方法，

用烹熟的醋，兑入油泼辣椒汁，再加上精盐，搅

拌成汁水。然后，她拿了刀子，打开包袱皮，打

了几块刚出包的热豆腐，给爹一块娘一块，自

己拿了一块，蘸了汁水吃了一口，眯着眼睛细

细品尝着，然后睁开眼睛得意地说：“爹，很简

单啊，一学就会，和你做的的一个味道。”

王婶尝了，也连连点头，说真的啊，一模

一样的。

王叔也用豆腐蘸着汁水吃着，慢条斯理

地说：“窍门嘛，就在一个‘窍’字，‘窍’字一

破就不稀奇了。”

王阳点着头笑呵呵的，豆腐做好，让娘

卖着，自己就一脸阳光地走了，说村里有事

自己做村长的不能耽搁，得赶紧去。

王婶看着女儿远去的身影，回头问王

叔：“这丫头，咋这高兴啊？”

王叔也望着，回转头道：“你做娘的都不

晓得，我做爹的咋晓得啊？”

王婶还想说啥，外面传来买豆腐的声

音，她忙准备出去。王叔腿快，已经出去忙

开了，王婶看着他的瘦胳膊，一举一动很利

索，就问：“好了？”王叔回头问啥啊。王婶指

指他的胳膊，王叔点着头连连道：“好了好

了，利索着呢。”说着，还伸伸手臂让王婶

看。王婶确信真的好了，念叨道：“这手臂，

咋痛得快也好得快啊。”王叔开起玩笑来：

“咋，你想我手臂继续痛啊？”王婶说又说疯

话，一边忙着打下手。

几天后，就有消息传入小镇，王阳扶贫

的一户人家也开起了豆腐店，豆腐做得和王

叔的一样好，也泛着淡淡的大闸蟹味，那人

的生意由过去的冷清寡淡，放烟花一样，哧

溜一声就冲上去了。带回消息的不是别人，

是吴伯。吴伯的泥塑店里，除客人来店里购

买泥件外，有时接到电话，也会送货上门。

当然，大多数时候是吴昌送的。这次，由于

王阳要去县上开会，让吴昌用车送自己。吴

伯接到电话，就自己去了那儿。吴伯是坐班

车去的，将一套泥人送给对方，收了钱，走出

去。村子是小农村建 设后的村子，有一条

不大的街道，开着各种铺子。他就随便走走

看看，到了一处豆腐店，就走了进去。过去，

他经常喜欢去王叔店铺品尝豆腐。这次，他

带着一种对比的心态，进了这家豆腐店里要

了两种豆腐小菜，还有一碗米饭，吃了起来。

豆腐进嘴，他就张大了嘴，那种豆腐味，那种

细腻滑嫩的口感，和王叔的竟然一模一样。

他想，这是咋的一回事，难不成是王叔

破了祖先规矩，将祖技传给了外人？他疑惑

着，想不通，吃完饭，忙着找了钱走出来，悄

悄打听店主的名字，竟然叫周山。

他听王叔说过，这个周山曾上门想学自

己的手艺，让王叔给推辞了，可是，现在这个

周山咋就会了王叔的手艺？是偷窃的，还是

咋的？吴伯带着疑问回到镇上，气也顾不得

歇一口，就忙忙赶到王叔的铺子，将自己去

送泥人的事说了，将自己吃豆腐的事情说

了，而且说了店主的名字。接着他说：“你猜

猜，他做的豆腐啥味？”

王叔笑笑，给吴伯一边斟着茶一边回

答：“和我的豆腐味道一模一样。”

吴伯睁大眼睛，许久道：“你知道？他……

是咋的学到手的啊？”

王叔拿起茶杯，很舒畅地品了口茶，将

自己得病，以及让王阳学习做豆腐的事情讲

了一遍。吴伯不说话，咂着茶水，在嘴里慢

慢地转着，皱着眉想了一会儿道：“不会是阳

儿学会后，传给人家的吧？”

王叔眯着眼品着茶，许久缓缓道：“不是

她还能是谁啊？”

吴伯看看王叔，惊讶地道：“你都知道啊？”

王叔不说话，品着茶，慢慢点着头。

许久，吴伯醒悟道：“你教她就是为了

这啊？”

王叔再次点点头，得意地道：“祖先的规

矩我可是守着的。”

吴伯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拿起茶

杯慢慢喝着。喝罢，他猛地站起来，忙忙转

身走了。王婶大惑不解道：“他咋恁急啊？”

王叔笑着慢坦坦地道：“破规矩去了。”王婶

不解，问啥规矩。王叔告诉她，别急，过几天

她就晓得了。

果然，几天后王婶真的晓得了，整个小

镇人都晓得了，镇上的泥塑培训班开始了，

培训指导人并非吴伯，而是吴昌。吴昌如果

有什么地方不过关的话，一个电话：“爹，泥

人咋的有裂纹啊？”吴伯告诉他，泥里还得放

一种东西，是棉绒，不然就会出现裂纹的。

吴伯在电话里指点得十分细致，十分到位。

事后，吴昌埋怨道：“这两个老爷子，干

嘛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啊？”

王阳瞪他一眼，告诉他：“你懂啥，这是

祖宗规则！”

吴昌哼了一声：“如果按照祖宗规则，我

们还能恋爱啊，还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

王阳嘁了一声：“脸真厚，谁和你恋爱了，说，

谁和你恋爱了。”说着，伸出手去揪吴昌的耳

朵，听到身后传来咳嗽声，忙回头一看，自己

爹和吴伯一起，正朝着那边的活动室走去，

看来是准备去下象棋的。王阳忙收回手，和

吴昌对望一眼，吐吐舌头，两人转身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