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毕业那年，我被分

配到一个国营工厂。办公室

里有个“以工代干”（指选调

工人从事干部岗位工作但未

办提干手续）的女同事刘姐，

是厂里有名的泼辣能干、又

贤惠克己的人。有一回科里

聊天，刘姐说起她第一次见

到酒心巧克力：“长得跟小秤

砣儿似的，用锡纸包着，是我

们主任给发的喜糖。我问人

这是啥？主任告诉我叫酒心

巧克力。我以前没见过糖心

里面还包着酒的，当时就想

这东西我得拿回家去，给张

国庆吃。结果下班坐公交

时，巧克力搁裤兜里被人挤

破了，到家一看就剩了一层

皮儿，俩人谁也没吃成！”说

完哈哈哈哈地一直笑出眼泪

来。在这段甜蜜而悲催的爱

情短故事里，我知道了她的

老公，叫张国庆。

那些年的国营企业还是

统购统销，单位里又人浮于

事，所以整个工厂从科室到

车间，“上班”的含义似乎只

限于按时打卡，没有多少人

干活，也没有多少活可干。

张国庆是保全工，职责是修

理出了故障的生产机械。这

本来是个安逸散淡的肥差，

因为厂里的机器不仅年富力

强而且乖巧抗造，撂挑子闹

毛病的时候并不多见。跟张

国庆同一班组的同事，总是

衬衣雪白、皮鞋锃亮地在厂

区里招摇闲逛，唯独他时不

时地搞得一身油污，原因，是

他“总自己没事找事”地保养

机器，甚至跃跃欲试地要搞

发明，因为觉得某个地方的

零件设计不合理。可是机械

设计制造这样的事请，总归

还是有门槛的，而张国庆的

初中文化显然限制了他的创

造力——他的发明一次次无

疾而终，好心想多做贡献不

成，反倒成了厂里的笑柄。

有一天中午，他来我们

办公室找他媳妇吃饭。我问

他名字起得这么根正苗红，

是不是后来赶时髦、求上进

自己改的。他一脸诚恳地郑

重声明：“没改啊，生下来就

叫这个——原装正品。”他的

父母，都是更老一代的工人，

除了自己的名字和月份牌上

的日历，认识的字很有限。

以往给儿女冠名时多遵从古

法，求的是平安富贵、家族繁

盛；而他恰好赶在10月1日出

生、周围又有好几个叫“国

庆”的做了先导，便有了这样

一个寓意“新中国十周年大

庆”的“潮名”。说到这，张国

庆似乎很有几分自得，呲着

一口厚壮的板牙憨笑说：“俩

大老粗，能起这样的名字，那

是我们老头儿老太太这辈子

干的最有文化的事啦！”

一年后我见习期满，调

到了市局机关；再以后又几

次调换工作，渐渐跟厂里人

失去了联系。这么多年过

去，不知道刘姐和张国庆过

得怎么样。我在厂里时，见

过他俩轮换着送女儿去美术

班，画些米老鼠唐老鸭之类

的卡通铅笔画。我们科长见

了，给他夫妻俩提了一个中

肯的建议：“要想让孩子学画

画，找个对路的老师最是要

紧——人家正经学画的，都

是先学素描的。”完了还特意

拿来自家孩子的素描教材给

他们参考。张国庆对教材里

一颗黑白灰色调的静物螺母

赞赏有加，说他要是坐孩子

旁边一起学的话，说不定以

后还能画图搞设计——他到

底还是惦记着他那未遂的技

术革新。

以前看过一个资料，说

名字叫国庆的人，全国有四十

多万。四十多万分之一的张

国庆在这其中，渺小得像一粒

沙、粗粝得像一片瓦，看上去

可有可无，却一粒粒、一片片

地堆起了一座座摩天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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蛏头沽生炉子
在寒冷的季节里，早上穿着单

裤单褂，坐在温暖如春的家中，不由

又想起故乡蛏头沽生炉子的往事。

故乡守着海边，冬天格外冷。

可是，当年故乡村民生炉子，却大都

“敷衍了事”，整个冬天，也点不上几

回炉子；要不就是每天点上仨俩钟

头，便任其“落了”（土语：熄火）。这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村民都住着

土坯房，间量不大，里屋“一间屋子

半间火炕”，借助火炕散发的那点热

量取暖，能就乎就就乎了。此外，买

煤也极不方便，当年实行“计划经

济”，买啥都凭“本”凭“票”——蛏头

沽当时隶属塘沽，按“煤本儿”上的

指定，必须要到15里之外北塘街的

煤店去买——要推着小车，或骑着

“大铁驴”（自行车），走坎坷的小窄

土道，还要过一条宽阔的大河，着实

不易啊！

如今想来，最主要的还是因为

贫穷——蛏头沽人大都是渔业大队

社员，“挣工分儿”，吃鱼虾啥的很方

便，手头上的钱却不多。有史以来，

村民做饭、烧水都不烧煤，而是烧从

村外拾来的苇草，一分钱不用花，只

需出几身臭汗，手上打几个血泡即

可。故此，买煤生炉子取暖，也不乐

意掏腰包了！

拿我家来说：打记事儿起，家

里 一 个 被 称 为“ 花 篮 儿 ”的 小 炉

子，由父亲一手把持、管理。父亲

喜欢往炉子里添乏煤或湿煤，弄得

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煤烟！母亲抱

怨，父亲不睬，只顾撅着屁股，拿火

钩子，钩开炉盖，仔细观察，一会

像得了灵感一般，“咣当咣当”钩

炉箅子……

跑到小伙伴家去玩。有的干脆

没点炉子，门窗紧闭，空气浑浊，都

袖手缩脖，坐在炕上，围着大衣甚至

棉被，冻得“嘶嘶哈哈”的……间或，

赶上生炉子人家，立马围住炉子，烤

“冻得生疼”的双脚，抱着温乎的烟

筒，捂“痉挛了”的小手。有时，人家

在炉子盖儿上烤咸鱼、生蚶子，半生

不熟的，让吃也跟着吃……

在生炉子这方面，顶数村里小

学校“靠谱儿”——除了厕所外，有

人呆的房间就安有“跃进炉”，烧“大

同块儿”。但，有时早上炉子还没

旺，也冷得人“手丫子伸不直”，握不

住铅笔。老师就先让学生使劲搓双

手，摩擦生热，登时，响起一片“刷刷

刷”声，有同学笑喊：“快闻啊，手上

有鸡 味儿！”

对于村民们来说，村子中央的

“合社”（副食店）才是取暖“好去

处”：汽油桶改造的大炉子，有半人

高，白铁烟筒伸出老长，赶上风大，

烟筒根被“嘬”得“嗡嗡”响，都“红”

了，老远就烤脸儿……人们买完东

西，也舍不得离开——“蹭热”。见

有新人儿掀棉门帘进来，就笑嚷：

“快来烤烤啊，暖和着呢！”

虽然乡亲们生炉子“敷衍了

事”，但是“套炉子”，安烟筒，买煤，

脱 煤 坯 ，劈 木 头 ，一 点 也 不 省 事

儿。由于天寒，人们少洗脸、洗手，

指甲缝都镶嵌黑煤末，大姑娘小媳

妇脸上也免不了“土末儿和和”（不

洁 净）的 。 由 于 生 炉 子“ 敷 衍 了

事”，许多孩子手指冻得“跟胡萝卜

似的”，刺痒难忍。有的脚上长了

“冻疮”，流脓，留下疤痕。许多孩

子冻得半夜憋尿不起炕，尿了炕，

尴尬之极——有人得外号“地图专

家”至今还被叫……遇有外人儿

（非本村人）进村，对蛏头沽人“不

好好生炉子”表示不理解，渔民们

就扬着脸，粗着嗓门说：“哪那么娇

气！蛏头沽人禁冻不怕冷！”

随着滨海新区发展建设，乡亲

们都搬进城里，住进高楼大厦，都用

上了舒心的暖气，意想不到的幸福，

蓦然降临到身上！每年到冬天寒

冷日子，看到男女老少乡亲们心花

怒放的样子，我都禁不住想起故乡

生炉子的往事。同时，也明了：原

来，蛏头沽人，跟所有地方的人一

样，也怕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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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与同歌暮与酒
有些人，在不经意间相遇；有些故事，寂静中已悄悄开头。那

些故事里的人们，或爱而不得，或长相厮守，或独自抵挡，或隔岸相
望……我们明明是置身事外的看客，却又为何随之阵痛、如此动
容。因为你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

作者：关东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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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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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青南结婚的时候，莫知鱼因

为忙着公司的事儿没办法回来，打

来电话说红包让爸妈带过去了，

替她问嫂子好。顾青南在电话里

一直说“好的，好的”。临了要挂电

话的时候，莫知鱼突然问顾青南：

“你爱她吗？”顾青南想了想说：“就

是……就是挺合适的。”

婚礼当天，莫知鱼的妈妈拉着

顾青南的手说：“挺好啊，真挺好

啊。你看我就一直跟我们家老头

子说，青南这孩子就是踏实，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不像知鱼，一天天

的就知道往外面跑，这不刚跟男朋

友分手，估计是不好意思回来呢。”

顾青南有些恍惚，他好像明白

莫知鱼问他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

意思了，但他回头看着远处正在敬

酒的凌佳，心里五味杂陈。

他跟莫知鱼的母亲说：“阿姨，

我得去那边敬酒了。以后家里有

什么事儿您跟我说，知鱼不在，有

我呢。”

顾青南转身的时候听见莫知

鱼的妈妈说：“唉，多好的孩子，知

鱼怎么就错过了。”

其实莫知鱼的父母早就看透

了顾青南的心思，只是一直觉得感

情的事情让孩子们自己发展，好过

他们从中干涉。可两家大人的想法

完全不同，顾青南的家里觉得双方

家庭差异太大，怕自己儿子高攀，

便一直压制着顾青南，以至于最后

顾青南都能没把那句话说出口。

顾青南那天喝了很多酒，比平

时多出很多。旁人都以为他是高

兴的，只有他知道，自己是伤心的。

莫知鱼总是借口说忙一直没

有再回来，倒是曾把父母接到上海

住过一段时间。

直到顾青南的孩子满月的时

候，莫知鱼才回来。距离两人上次

见面，已经过去了两年。莫知鱼看

上去变化不小，剪断了长发，看上去

比以前更加成熟干练。只是见到顾

青南的时候，她的眼神还是有些慌

乱，毕竟是小半辈子一起过来的人。

莫知鱼问顾青南：“这些年挺

好的？”

“挺好的，没什么不好的。”

“那就好，孩子长得真可爱，特

别像你小时候。”

“这么多年了，没再谈个恋爱？”

“也谈了啊，不合适啊，自己一

个人挺好。”

顾青南此时的心里，已经没了

两年前的那种期待。他很满意现

在的生活，很疼爱孩子，很感谢凌

佳照顾一家老小。顾青南爱凌佳，

他觉得凌佳没人能够替代。

同样，莫知鱼也无人可替代，

但莫知鱼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一个

遗憾。

莫知鱼告诉他，这次回来是跟

他告别的，下半年公司要去海外开

展业务，她也会去，可能要走很久，

家里父母就托他帮忙照看一下。

莫知鱼觉得自己这么大了还总往

外跑，也没成个家，总觉得亏欠父

母。虽然家里有保姆有司机，但总

觉得不跟顾青南说一声她不放心。

顾青南说：“放心吧，有我呢，

我没事就去坐坐。阿姨做饭一直

那么好吃。”莫知鱼用手捻着衣角，

顾青南看着窗外，两个人都默契地

不再作声。

顾青南想到当年字条的事情，

如果现在不问，可能一辈子都问不

了了吧。

“知鱼，当年在上海你送我走

的那天，你没在包里看见字条吗？”

“什么字条？你还说呢，当年送

完你，回公司的路上我就在出租车里

睡着了，下车的时候包都忘拿了。”

“啊？丢了吗？没找找吗？”

“找了啊，等我想起来的时候，

已经晚上了。找出租车公司说不

是司机拿的，估计是后来的乘客拿

的吧。”

“丢了啊，原来是丢了啊，怎么

能丢呢……”

“你怎么了？你刚说的什么字

条？你写什么了？”

顾青南坐在莫知鱼的面前，红

着眼眶问：“你带笔了吗？”莫知鱼

从包里拿出一支笔递给他。他从

兜里掏出烟盒，撕开，铺平，然后

在上面一笔一画地写着当年的那

句话：“知鱼，长话短说，等我回来，

娶你。”

莫知鱼拿着烟盒纸，眼泪啪嗒

啪嗒地滴在上面。她抬头看着同

样红着眼眶的顾青南，两人哭着哭

着就笑了。莫知鱼说：“我就知道，

我不是自作多情。”

顾青南说：“我就明白，我不是

一厢情愿。”

后来莫知鱼说她多年前看《孝

庄秘史》时不理解苏沫儿的那句“我

在心里已经嫁过人了”，如今她再看

顾青南，心底里生出来的就是那句

话。虽然现实残忍，但其实在她心

里她已经嫁过人了。 （连载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