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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初夏周日的早上，生产队
的头茬麦子刚刚收完。头天捡了
一下午的麦穗，我睡得很沉。

“华——！”门口有童音在喊
我。

奶奶也跟着叫我，“赶紧起床，
你来朋友了”。

到门口一看，是邻居家的，我
三年级的同伴,名字叫“孬”。

他这几天一直在家闹热病，见
他鼻子下面结了黑黑的疮痂。

“你病好了？”我问。
他不答话，右手从身后伸出，

手里托着一块金黄色的蛋糕——
这就是伙伴们传说中的“长寿糕”，
我们为它的名字、颜色、形状，尤其
味道，多次争论。我们大都看别人
吃过。

“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不屑地
说。

我眼瞅他收回手，把蛋糕一掰
两半。“给你！”他把一半给了我。

我顿时心里发热，接过来舔了
一下。又看他也是舔了一下。我
们都笑了。于是，开吃。小口小口
地吃，好像吃了很多蛋糕。吃完有
点儿心酸，我的爸妈怎么不给我买
蛋糕呢？我的亲戚们怎么也不给
我买蛋糕呢？多么好吃啊！过年
的时候吃肉吃饺子都不如蛋糕给
我的味觉刺激猛烈，勾起我强烈的
馋劲。吃完这半块蛋糕，甚至有了
自卑感。后来他告诉我，这块蛋糕
是他前几天发烧的“战利品”。

我觉得欠了他好大一个人情，
脑子里快速想着如何报答。

“我有个好朋友，是我姥娘村
的。他请我去他家的杏园子吃杏
呢。咱们一起去吧。”我说的好朋
友是后封村的次嘎，与我俩一样，
也是八岁。

“我喜欢吃杏。集上已经开始
卖了。”孬和我在一起，商量什么事
都成。

我们俩瞒着家里出发了。
去后封村，如果走大路，要从

村北往东，穿过桑皮赵家，再往北，
经过小冯家村，绕过一个大湾就到
了。大约3公里路。我不喜欢走大
路，喜欢穿越田野，又近，又好玩。

北行出了村外的古梨树林就
是“车枉地”，我们要斜着往东北穿
过这片田野。

在我心里，车枉地很神秘。这
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起伏错落，车
在里面走，快不起来，所以叫车枉
地。这里土壤很壮，种什么都丰
收。这是离村子最近的一块地，我
来这里挖野菜的次数最多，哪个角
落长什么野菜，我心里都有谱。时
下刚刚收了麦子，土地裸在阳光
下。那天有小风。我和孬走在田
野里像要过年似的。

“找到了！”我在地里发现了婆
婆丁。

我给孬解释：“这种野菜书上
叫蒲公英，去年春天，姥娘带我在
后封村的北大沟采草药时告诉我，
它可以解火毒。”我把一棵胖壮的
婆婆丁采下来，在断根处有浓浓的
白汁涌出，我把它敷在孬的鼻子下
疮痂处。

“凉凉的，很舒服。”孬说。
“你多抹几次，一会儿就有奇

迹了。”我说。
我们沿着车枉地中央浅浅的

水渠往北走，渠面有些湿润，野菜
杂草异常茂盛。

“你看，这是败酱草。这是青
青菜，书上叫小蓟，可以止血。”我
炫耀着。

“我也跟你学认药吧。”孬羡慕
地说。我大包大揽：“行！”

我每到田野中，就会有飞起来
的欲望。兴奋，欣喜，自信满满，做
主人的感觉。忍不住翻个跟头，或
索性躺在地上望天，任小虫爬过脸
庞。野菜、中草药是我的朋友，我
每次见到它们都很亲。

突然，孬在水渠沿上跑起来，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快看！有马梢子，又不要尾
巴了。”孬快活地喊着。马梢子是
一种小蜥蜴，在车枉地很多，贴着
土飞速地奔跑，被追急了，就把尾
巴丢下。

孬手里托着扭动的尾巴，送到
我面前。我赶紧躲开，有点儿害
怕。

“你知道吗？马梢子是长虫的
舅舅。”我听了感觉毛发都竖起来
了。

长虫就是蛇。为了表达蛇的
可怕，村里人都夸张地称蛇为

“煞”。
“如果长虫被砍断了，马梢子

舔舔这边，再舔舔那边，两段就能
粘在一起，长虫活过来就会找仇人
报仇。”孬说。我心里想，那你还追
它，马梢子惹不起。

这样追追跑跑，说着聊着，就
出了车枉地，来到了桑皮赵家的果
园西侧。我们要沿着果园西侧的
小路一直往北走。果园里立刻走
出了光头守园人，用审贼一样的目
光盯着我和孬。我俩顿然像矮了
半截，故作淡定地往前走。“哼！怕
什么？”孬小声嘀咕道，“我们又没
有偷他的东西。”我记得，那条小路
东侧是一排刺槐，仿佛有甜甜的槐
花香。我知道，桑皮赵家的果园里
有杏，有桃，有苹果。但都与我俩
没有关系。

小路好长啊。回头看那光头
已经变得很小。小路两旁变成了
越来越密的山楂林。这是左面北
寨子村的山楂林。山楂刚刚结出
青色的果实，林中并没有人，一棵
棵硕大的山楂树伸展在地上，枝丫
相互穿插着。我想起了在村里玩
的“穿杈杈”游戏。

“狗剩的名字，真难听，你说他
爹咋想的？”我问孬。狗剩是穿杈
杈顶级高手，说起穿杈杈就想到
他。

“这是骗鬼的。”孬说，“鬼一
听，狗剩下的，太贱，就不会缠他。”

“你的名字呢？”我调侃地问
他。

“因为我是好人。”孬恶作剧地
笑起来。两个小屁孩的笑声放肆
地在林间回荡。

小路的尽头是一条东西向的
道路，窄不窄宽不宽的。我们顺着
路往东走，路两旁并没有树木，路
北就是辽阔的庄稼地，走得很乏
味。“咱俩今天真能吃到杏？”孬突
然对这次行程有了怀疑。

“能！”我肯定地说。我舅舅是
后封村小学的老师，次嘎是我在后
封村小学二年级插班时的同桌。
他对我许诺过：等杏熟了，到他家
的杏园吃杏。还详细告诉我他家
杏园的地址。我也邀请他秋天梨
子熟了，到我家吃梨。

次嘎瘦瘦的，脸总像洗不干净，
怯怯的目光，学习成绩也不太好。
每次老师提问，他都傻傻地站起来，
不吱声。但我觉得，他是我在后封
村最好的朋友。我提出什么建议或
要求，他总是很随和地响应。

“吃杏噢！哈哈哈，”孬装出被
杏酸到的样子，“酸酸酸，太酸了。”

我的口水一下子就满了嘴，咕
咚咕咚咽着。“不会酸的，现在杏都
熟了，是甜的了。哈哈哈。”我们又
好一阵嘻嘻哈哈。

“看，那就是小冯家村。”我指
着正东的小村庄，对已经疲惫的孬

说。小冯家和后封村仅隔着一个
池塘。我俩加快了步伐，过了前面
的小河，再往北走不远就是次嘎家
的杏园了。

“啊？！”当走到河边时，我傻
了。此前的简易小桥已经没有了，
只有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担在小河两
岸。这是从5公里地外的黄河疏来
的水，河水很深很浑，急急忙忙地往
北流去。我一时慌得没了主意。

孬兴奋地搓搓手，得意地看看
我：“看我的！”说完，他踏上了独木
桥。一开始，他还张开双臂，后来
为了炫耀，索性把双手放在头顶，
从从容容走到了对岸，回过头来向
我招手。

此时，我紧张极了，心跳成了
一团，但毅然踏上了独木桥。

刚走到一半儿，眼前发黑，我
赶紧闭上了眼睛，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孬走过来，拉住我的手，
说：“你只要不怕，就不会掉下去。”

我屏住气，一小步一小步，被
孬拉着，终于走到了对岸。我欣喜
若狂，高喊：“次嘎！我来啦——”

沿河往北走，比想象的还要
近，过了池塘就是次嘎家茂密的杏
园。一眼望去，那是由几十棵杏树
簇成的杏林，杏树高高大大，遮了
浓浓的荫，黄色的杏密密麻麻，像
星星一样镶在枝叶间。在初夏，这
里的树下对小孩子很有吸引力。
我有一种到了天堂的优越感。继
而看到了在一棵硕大的树下坐着
的次嘎。我高兴极了。

“次嘎！”我叫着。
可是，次嘎并没有像我想的那

样，热情地迎接我，甚至他都没有
站起来。一年多不见，次嘎好像比
原来矮小了，脸更黑了。

“次嘎，是我啊。”我说。
次嘎怯怯地看了我一眼，把目

光移到了别处。
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也不敢

看孬。
次嘎一声不吭，我也不好意思

直接要求吃杏。
就这样，三个小孩僵在杏林

中。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希望有什么事发生，可以打破僵局。

这时，有几颗杏掉在了地上的
草丛里，我赶忙提醒次嘎：“掉下来
了。”

次嘎佝偻着身子，走过去，捡
起杏来，小心地放在他座位旁的纸
箱子里，又盖上报纸。那报纸上的
大字我都认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
运动。

“完了！”我想，次嘎变卦了。
“你坐在这里，不吃杏吗？”我

没话找话。
“我不能吃。我爸说要卖钱

呢。”次嘎低声道。

“次嘎，秋天去我家吃梨啊。”
我几乎以乞求的语气说。

次嘎低头不语了。
“走吧！”孬终于说话了。他拉

着我往外走。
“我们就当吃过杏了！”孬笑嘻

嘻地说。
“等等！”次嘎在身后迟疑地喊

道。见他两手抓了几个杏，追出
来。“吃吧，别嫌少。”

孬拉着我的手用力捏了一下，
我们坚定地走了。带着无穷的失
望、一万个疑问和被朋友背叛的沮
丧，我离开了杏园。

回程一路无话。
过了车枉地，孬突然说：“看，

我的火退了！你还挺神的。”见孬
鼻子下的疮痂明显小了，这让我稍
微挽回了一点儿面子。

“次嘎看上去胆子小，可能怕
他爹揍他。他自己都不吃，咱俩咋
好意思吃呢。”孬说。

他可能在安慰我吧，我想。
我问他：“假如你家有杏，你会

让我吃吗？”
“当然！我就是从家偷出来，

也让你吃个够。”孬庄重地说。
我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理

次嘎。

四十多年后，我在北京阳台山
下的杏园里采摘回家，一进门就问
老母亲：

“妈，你还记着次嘎吗？”
“记得啊。与你同岁。你怎么

想起他了？”
“次嘎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他哥哥是大嘎，他是老二，就

叫次嘎。”
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现

在过得怎么样？”
“他早死了！”
“啊？”
“死了三十多年了。”
我好一阵心酸。感觉我们的

账还没有结完似的。“怎么死的？”
“嗐！这孩子命苦，刚上三年

级就得了癫痫。他爹许诺他，卖
了杏就去县里给他治病，结果也
一直没有治好。十五六岁那年，
去井台打水，突然就犯了病，一
头扎进了井里。被人发现时，已
经半漂在井水里了。”

后记：听老家的人说，济阳县
已并入济南市，根据济南市规划，
后封、桑皮赵家、小冯家村一带将
成为湖底，马上就要拆迁了。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副总编
辑，本文为张圣华“田野三顾”
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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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华
我最后一次挨打，是在初三那年的端午节。
那天下着细雨，初夏时分，万物带着勃发的生机在

时光里奔跑，鱼在门前河沟里游来游去，我提着网兜便
出门了。流水哗啦，我弯身在渠里，任父母喊破喉咙，
我也没听见。回到家，父亲冲出来，举着细棍朝我屁股
抽来。我并不明白为何挨打，可能是吃饭时找不到我，
又或许父亲跟母亲有了怨气，见我又不乖，朝我撒气。
往前，父亲打我，我会逃跑。而那次，我站在门外一声
不吭任他抽。他走了，我蹲在地上看小盆里的鲫鱼，它
们张嘴抿嘴，我心里顿生许多同情，看着看着，眼泪就
落进了盆里。

父亲并不温柔，他喜欢用粗暴甚至蛮横对付我
们。母亲安静，但她一旦动怒，我们也在劫难逃。她表
达不悦的方式有几种：沉脸不说话，这是对付父亲的；
动怒骂人，这也是冲父亲去的；拿棍子打人，这是对付
我和哥哥的。

母亲惩罚我们，有理有据。
八岁，我嘴馋，跟隔壁的伙伴一起拿他家石灰缸里

的冰糖吃挨了打。石灰缸，是一个装满石灰的陶罐，农
人把珍贵食物装进去保持干燥。那天，小伙伴的父母
不在家，我们围缸转悠，一拍即合地把一袋冰糖取出
来。糖硬块大，我们不敢用刀砸，于是用嘴咬，他咬完
了，我再咬。吃得忘我，却不知他的母亲突然出现在门
口。那女人喊着我母亲的名字，大声吆喝，似要把全村
人都聚拢来围观我似的。

“哎哟，你小儿子，偷我家冰糖吃哟！”
我母亲抓起一条细棍，朝我奔来。岁月流逝，疼痛

已忘，但母亲脸上那种勃然大怒的神色一直留在我心
里。那晚，她问我缘由，我嗫嚅不清。她没法忍受那个

“偷”字，害怕我长大会成为小偷。她曾说：“就算你成
了神偷，我也会报警抓你。”母亲不识字，心里却无比亮
堂。有时，我捡了橡皮、钢笔、几毛钱等小东西回家，她
虎视眈眈站一边，一脸凶煞气，逼问我到底哪儿来的。
再后来，捡了东西我都交给老师，或者送给别的孩子。
母亲总是说：“就你会捡，再捡个给我看看？”这听起来
有点戏谑却又坚定的反问，像是一把闪亮的刀悬在头
顶，瞅一眼，不寒而栗。

兄弟间斗殴，母亲也打我们。哥哥大我一岁，拳脚
灵活，我跟他争执，他一出手我便无风可占。有时，我
借身外之物，比如棍子或小石头，把他吓走。但有一
次，学校的小孩一起游戏，哥哥不遵守规则被踢出局；
他不死心来捣乱，我顺手捡起一片碎瓦扔过去，不偏不
倚正中他的额头，他蹲在地上，手捂头，不言语。大家
跑去看，他额头起了青疙瘩。我倒还来嘴硬，愤愤地
说：“看你还捣乱不？”片刻后，我开始惶恐。五月天，紫
云英已开花，伙伴们嬉戏着放学。我伤了哥哥，不敢回
家。

“小小年纪，对哥哥下手，长大了还不杀人啊？”母
亲一边做饭，一边嚷嚷。她哪能容忍我们“自相残杀”，
越说越气，把头从厨房里探出来大叫，“晚饭也不要吃
了！”她坐在门槛上，声音哽咽，“怎么养了你们这两个
小畜生！”从此，我不敢“以暴制暴”，就算哥哥动手，我
也忍着，怕母亲生气伤心。

不能伤害他人，更不能不珍惜生命，伤害自己。家
门口有条大河，我们经常邀着一帮小孩下河游泳。我
们嬉戏完毕，屁颠颠回家。洗澡、吃晚饭、乘凉、睡觉，
一切很安然。我和哥哥睡眼迷离时，突然听到有窸窣
之音穿过空旷的房屋，待要细听，灯已拉亮，母亲站在
床前。“今天下午野哪里去了？”她问，语气不容置疑，充
斥着铁证如山的坚定。她手里的竹桠子跟话语一起出
击，落在我们光条条的腿上。我和哥哥在床单下翻滚，
那模样像是扔在地上的泥鳅，因缺氧而挣扎。我们心
知肚明，知道为什么挨打，口里直求饶：再也不去了，再
也不下河了。母亲的竹桠子细弱柔软，伤肉不伤骨，一
丝一丝铲过臀部和大腿，留下道道红印，第二天，穿上
衣服，什么都看不见。

母亲企望肉体的痛能唤起我们对生命的敬畏；确
实，竹桠子赠予的深刻记忆，促使我们慎微起来，遇事
会思考，会害怕。我确实被水淹溺过，与死神擦肩的经
历让我懂得成长并不容易；母亲用棍子护佑我们的身
体一节节拔高。

在小学里，我还会因成绩糟糕而挨打。拿了不理
想的成绩单，父母谁先看到，谁就先打。四年级，我语
文考全镇第一，数学全班倒数。正从河边挑水回来的
母亲听完同村数学老师的汇报，放下木桶，扔了扁担，
开始撵我⋯⋯嘴里念叨：“平时叫你细心，就不听，看你
还敷衍不？”其实，我数学也不是很差，77分。

上完小学，母亲不再打人，上完初中，父亲也不打
我们了。我们开始乖巧、听话，认真读书、生活。几年
前，哥哥欺负嫂子，父亲恨得牙痒，拿扁担拍他，哥哥不
躲闪，任父亲抽打，父亲扔下扁担，老泪纵横。那一刻，
我心生疑问，打与被打，哪个更疼。我也突然明白，那
些年的皮肉之苦背后，他们也默默流了许多眼泪吧。

（作者系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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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
作百草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
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
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
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
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
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
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
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
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
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
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
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
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
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
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
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
桑葚要好得远。

——摘自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老北京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灰色，和
故宫里的碧瓦琉璃，形成色彩鲜明的对比。
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
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语沧桑，
力量沉稳，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气魄如云
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

在我的童年，即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
天际线很低，基本上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
勾勒。因为那时候成片成片的四合院还在，而
且占据了城市的空间。想贝聿铭先生看见这
样的情景，一定会觉得这才是老北京，是世界
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色彩和力量吧？

对于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鳞瓦的房顶，
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有句俗话，叫作三天
不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那时我们这样的小
孩子，淘得要命，动不动就爬到房顶上揭瓦玩，
这是那时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我相信，老北
京的小孩子，没有一个没干过上房揭瓦这样调
皮的事。

——摘自肖复兴《鱼鳞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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