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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纪念碑
吴道富

    柔情的多瑙河从匈牙利首都流淌
而过，把一市两城———布达和佩斯轻
轻分拨。

我信步左岸佩斯河畔，耳边回旋
着小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轻
松愉悦、抒情明朗的旋律，不远处雄伟
华美的国会大厦似
在招手迎候，然而
沿岸一溜不规则排
开的鞋子下桩般令
我驻足。男鞋、女
鞋、童鞋，尖头的、
圆头的、高跟的、高帮的、船式的、系带
的，细数一共 60双；虽为金属所制，却
是十分逼真；鞋旁有的供着花串，有的
祭着饮品⋯⋯哦，这就是著名的“鞋子
纪念碑”，建于 2004年，为的是纪念
60年前德国法西斯枪逼数千民众，让

他们脱下值钱的皮鞋，丧身多瑙
河的惨剧！铭记历史，教育后人，
此举当赞。
我低首观鞋，感心缓行，倏

见近前一位年轻女士坐在河边，
神情悲哀地凝视着一双皮鞋，一

朵白色小
花置于鞋
上，伤心故
事不言自明。我不
能再贴河边走了，
停步，持相机聚焦

其脸按下快门；稍平气，蹑手蹑脚远她而
过。这时，泰戈尔的诗萦绕着我：“眼睛为
他下着雨，心却为他撑着伞。”

此景此情，去岁之事，时有念及，挥
之不去。抗疫宅家，翻照再顾，幸亏她戴
着墨镜，否则我真不敢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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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树旅舍》收进去的九篇中短篇小说，都是我
近几年里完成的作品。实在是不多的。

从 2011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出版了几部长篇小
说，细细算来，计有《客过亭》《安江事件》《问世间情》
《圆圆魂》《古今海龙屯》《上海·恋》和《五姐妹》七部。中
短篇小说，我大都是在写作长篇小说之后，阅读和思考
的间隙写下的。可能是写得较少的缘故，中篇小说发表
以后，分别给《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
《中华文学选刊》选载过。

《老年“艳遇”》那一篇，说是短篇小说，都有点勉
强，只能归入现今势头颇旺的微型小说类了。但那是我
的多年的一位朋友身上前几年刚发生的一件事儿。我
只是做了一点儿创作上的处理。小说
发表在老年报上，我的这位朋友看到
了，我害怕他会对我有意见，结果他遇
见我，眼睛睁得大大的，闪烁着亮晶晶
的光芒，握着我的手，使劲地摇着说：
“谢谢！谢谢！”我心里明白，他不会对
我有微词了。
我想说一说的是《大山洞老刘》这

个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
以后，没啥大的影响。除了个别名作家
遇到我，说这种形式“有点意思”“很有
意思”之外，再没其他人和我提起，我
是有点失望和失落感的。
写了一辈子的小说，我心中总有

个念头，觉得小说写到当今，该有一种
新的形式了，来冲击一下。恰好我们手
机上的微信群里，经常会因某一位人
物、某一件事，引起不少人针对这一人
物和事件，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各人纷纷扬扬发表出
来的观点、看法、意见、猜测、赞赏，甚至抨击，往往鲜明
地体现着这个人的性格。我想，这是不是也可以引发和
启示我们用这一形式写成一篇小说呢？于是选择了几
个素材，写了几篇小说。《大山洞老刘》这一篇，我也将
其编进了这本集子，以希望引起感兴趣的人们关注。
而另外七篇或长或短些的中篇，其实也同我当时

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有某些关联，比如《美丽家园》几
乎是和《老年“艳遇”》同时期写下的；而《明达的婚事》
则是写完《安江事件》之后几天完成的⋯⋯

趁着汇集成《一棵树旅舍》的机会，写下这几句补
白式的文字。

（《叶辛自选集：一棵树旅舍》自序）

听郝铭鉴说“嘎三胡”

丁言昭

    记得曾经与郝明鉴先生一起
聊过电视台“嘎讪胡”这档节目。他
侃侃而谈“嘎三胡”⋯⋯

北方人叫“砍大山”，四川人称
“摆龙门阵”，浙江人叫“谈山海
经”。这几个词语，北方人、四川人
和浙江人都有明确的说法和写法，
唯独上海人的“嘎三胡”，嘎了这么
多年，仍不知道如何写法，我们知
道的有几种写法。
“三胡”的“三胡”，到底是哪两

个字？写法不一样，说法也不一
样，有人把它写成一二三的
“三”，胡说八道的“胡”，“三胡”。

据说是从民乐二胡来的，
二胡是不好学的，一年笛子，两
年萧，二胡拉断腰。因为不好学，七
拉八拉，有人称它是“嘎二胡”，随
便乱拉拉的，声音不好听，我们就
把这种没有主题的闲聊，扯到哪里
算哪里，就好像是拉二胡一样的。
二胡不好拉，仿照“三胡”就更加不
好拉，凡是七搭八搭乱讲，大家很
随意聊天，就把它称为“嘎三胡”，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写法是写成“讪”，电视
台里有个节目叫“嘎讪胡”，用的就
是这个“讪”，搭讪的讪，它的词意，
一个是诽谤，一个是难为情，感到
羞愧，讪然。搭讪就是随意的聊天，

找一个话题。
第三种写法是“嘎三壶”，“花

间一壶酒”的壶，所谓“三壶”就是
三壶茶。聊天时喝茶，喝了一壶又一
壶，一连喝了三壶，表示聊得很投
机，大家嘎得很起劲，很长的时间。

第四种写法是“嘎山河”，持这
种观点的人，说是上海的“嘎三胡”
和浙江人的谈山海经是同一种思
路，谈山海经就是谈山和海，上海
人就是谈高山大河。这种写法貌似

合理，其实也站不住脚，浙江人的
山海经，名为经，其实是神话传说，
是荒诞不经的，一旦写成山河，我
们知道山河壮丽，“嘎山河”显得一
本正经，和“嘎”的气氛是不协调
的，所以写成“山河”，我觉得也没
有道理。

第五种写法是“嘎三胡”，这
“三胡”是指清末民初的三个人，当
时上海滩上，经常传三个姓胡人的
事迹。哪三胡呢？红顶商人胡雪岩、
海上画家胡公寿、上海滩上名妓胡
宝玉。
大家知道胡雪岩是个很会做生

意，有很多传奇故事，现在到杭州去
的人，也都会到他的故居去看一看，
几乎每天都有街谈巷议谈到胡雪岩。

胡公寿同样如此，是海上画派
的领军人物，他的画卖很高的价钱，
对画坛很有影响，所以当时上海滩
上也经常会议论这个画家。

胡宝玉是妓女，据说是小刀会
起义首领的女儿，小刀会失败后，沦
落风尘，这个人很有文化修养，精通
外语，英语说得非常好，能够和外国

人打交道。而且时尚潮流掌握
得得心应手，是一个得风气之
先者。胡宝玉每天梳什么发型，
穿什么衣服，用什么化妆品，拿
什么装饰，包括背什么包，都会

成为当时上海市民的话题，特别是
那些女性。

有人说，“嘎三胡”，就是谈这三
个姓胡的人：胡雪岩、胡公寿和胡宝
玉。当时有一本刊物，就曾经提到，
说是这三胡，是上海人茶余饭后谈
资，逐渐形成“嘎三胡”这样一种说
法。这个说法不仅具有地方色彩，还
具有文化内涵。
“嘎三胡”有各

种各样的说法，也就
有了各种各样的写
法。到底是哪一种，
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你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
叶 子

    初阳晴好，天是蓝湛
湛的空明，时有轻风微微
飘过。廿五度左右的气温，
很是舒适。上午时分，隐隐
有细微的声音在空气里飘
浮，游丝般若有若无。是弄
曲，不甚分明，却又分明。
凝一下神，声音来自阳台
方向，便起身至阳台。是一
管竹笛，吹着《斯卡布罗集
市》。阳台外没有人家，应
该是马路对面的，山坡上。
吹奏技巧并不高明，或者
说，没有技巧，一曲下来不
间断而已。但反复循环，周
而复始，他吹了近一个时
辰，我也躺在藤椅上听了
近一个时辰，直到子午线
划过。你要去斯卡布罗集
市吗？请代我问候一位姑
娘。

有人说人有通感，我
感觉这管笛子吹的是视觉
的，一个男人的背影———
通常吹奏乐多是男人，大
概女人气息量不太够？
———手持一柄短笛，中年
向老的身体有些前倾，慢
慢走上山坡，去在开阔处，

举起笛子来，是普通的竹
笛，随便吹，没想过是不是
打扰别人———上山也是为
无可打扰吧？也没想过好
听不好听，是自在的状态，
没心没肺。他吹得没心没
肺，我却听得入心入肺。好
东西都是无心的。一有心，
就着了痕迹。为什
么是山坡上呢？因
为声音是向各个
方向均匀传播的，
没有定向，就是没
有阻隔。墙，楼，都是阻隔。

他为什么吹这支曲
呢？这支悲伤的曲子。我要
走了，不再回来，我爱的一
切，连同爱本身，离开是注
定的，我唯一想做的事，也
能做的，是留下我的爱，和
留恋。你知道也好，不知道
也好，我留下了，这才是根
本。没有之一，唯有唯一。
悲伤是因为离开。如果小

伙子不上前线，他不会请
人代向姑娘问候，要么自
己回去找到姑娘，要么不
思蜀也就不问候了。如果
他去的不是前线，到时候
会回来，那么他也无需找
人代向姑娘问候，等自己
回来就好。但他去的是前

线。他离开了，不再
回来。其实无形的
前线刻刻都是，在
在都是。只有你明
白了，这是离开了，

爱和留恋，才会真切。你不
会再有了，因为你离开了。
你不会再有了，所以留恋
了。我们终于懂得了爱，是
因为我们懂得了离开。离
开的时候，最想要的是什
么？守护所爱，也为所爱守
护。朝朝暮暮。时时处处。
古人写诗词说，两情若是
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是不晓事的疯话，如何

信得。或者是晓事的假话，
如何听得。没有了朝朝暮
暮，又何来久长？离开了，
才知道不再是如何痛楚，
也知道不再是注定，于是，
悲伤成了存在，而歌曲得
以永恒。

《红楼梦》里过中秋
节，老太太说，如此好月，
不可不闻笛。音乐多了，反
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
的吹起来，就够了。老太太
说，须得拣那曲谱越慢的
吹来越好听。
一部红楼，我最爱老太

太，她的鉴赏水平，她的超
然姿态，让我等不及地也
要快快老去。丝不如竹，是
竹能响亮，古人谓之裂帛，
然而也因为此一裂，必有
惊心动魄，还因为这一裂，
必然底下有无尽的悉索嘈
杂泛起，会觉得聒噪，所以
笛子须得“远远地吹起
来”，而且“越慢越好听”。

悠扬是有距离的，如
同悲伤，也是有距离的。空
间，时间。事近身必然急
切，痛切肤肯定怆楚，那都

不是悲伤。当急切沉静下
来，痛楚平定下去，悲伤才
会来。当悲伤来时，一切都
会退去，天，地，人，物，都
回归到初始，简单而纯粹。
这时，你听到了悠扬。它是
悲伤的最贴切表达。

我不知道吹笛人是否
悲伤。他选择了这支曲，这
本身已经是说明了。他吹
得并不悲伤，这本身也已
经是说明了。

悲伤是平静的，从不
嚎啕，絮叨，连呢喃也没
有。因为悲伤洗净了我，也
洗净了物我之分，只是个
存在，与天地一样悠扬。

礼 物
周半农

    朋友移居美国后，受邀
参加一对朋友的婚礼。到了
赠礼环节，有人拿出一本书，
有人献上一帧放大的照片，
有人送出一个领夹。这位朋

友如坐针毡，别人准备的礼物，要么有纪念意义，要么
有共同的故事与回忆，而她只是准备了一个 1000美元
的红包———直到席散，她也没好意思把红包掏出来。
送礼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一年，我参加某学习

班结业，班干部提议，全体学员送件礼物给学校留念。
送什么好呢？班干部们开了几次会，依然定不下来，有
一次还因意见相左，几位争了个面红耳赤。我看不下
去，站出来说，礼物只是表表心意而已，送黄金珠宝或
一块石头，一幅墨宝或一盆花，都是好的。只要心意是
真的，就好。送什么并不重要，送不送也不重要。既不须
求它久远，也不必赋予它过重的意义。什么东西可久
远？什么东西有意义？意义在于物件之外，流传也在物
件之外。

我慷慨陈词一番，即有同学们附议，说我讲得对。
后来过去多年，有一次吃饭，一位同学
提及此事，对我哈哈一笑，说道理谁不
懂，送什么礼物确实不重要，那么重要
的是什么———听谁的意见才重要。我
拍拍脑袋，这才明白过来。

但做小小“一朵红”
张凌云

    大疫当前，总希望能
做点什么，尽自己的一份
绵薄之力。除了捐款捐物、
坚守岗位，做一名志愿者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机会
来了，本市唯一的口罩生
产厂家招募志愿者，得到
消息后，单位在最短的时
间内组织了 20 多位同志
参与，我也是其
中之一。
原来这是一

家 专 业 生 产
N95、PM2.5和普
通医学口罩的医疗企业，
正当非常时期，省市相关
部门多次到公司调研情
况，指导政策，一方面要扩
大再生产，另一方面材料
紧缺，尤其是大部分工人
仍未返岗，亟待人力支援，
所以市里一发出倡议，立
即得到了包括本单位在内
的社会各界积极响应。

我们的任务是每天晚
上六到九点钟，连续工作
一星期。来到企业，穿过几
道门楼，匆匆参观了生产
车间，再经过简单的岗前
培训，还没来得及适应新
鲜劲儿，即投入了紧张的
“战斗”之中。

其实作为志愿者，我

们从事的只是一些后道加
工程序，钉耳带、贴鼻条、
装袋、塑封⋯⋯任务不算
复杂，重要的是认真细致。
每个人戴好口罩头套手套
等防护用具，围着几张硕
大的工作台，从完全生涩
的新手到半熟练的“装配
工”，大家你追我赶，展开
了一场火热的劳动竞赛。
钉耳带就是将口罩片

上两根绕在耳朵上的松紧
带钉牢。这道工序最为简
单，有专门的耳带口罩机，
耳带被嵌于相应位置，只
需操作员将口罩片放到传
送带上，钉耳带由机器自

动完成。鼻条是口罩鼻梁
上一根可以弯曲变形的塑
料条，对口中呼出的雾气
起阻挡作用，同样有专用
的鼻条焊接机，不过相比
前者稍微复杂些，需操作
员将口罩片对准位置，再
按动工作键，随着“嗒嗒”
两声，鼻梁条就被装好了。

装袋是纯手工操
作。塑封也有专
门的塑封机，双
手轻轻一压一
送，装进袋子里

的口罩就被封好，最大的
不同，是不能坐下，必须站
着操作。最后是装箱，将成
品的口罩装进包装箱里，
就可以发往最需要的地方
去了。

虽然这些工序都不
难，但都是流水作业，量很
大，时间久了，对体力精力
是个考验。就拿塑封来说，
有位同事腰椎盘不好，长
时间的站立使他的腰间又
疼痛起来，但他只是揉了
揉放松一下，继续作业。工
作间里无法喝水，大家都
忍着干渴，实在不行了，有
位同事飞奔至外面的车里

喝了几口水又飞奔而回，
“不能因为我一个而让整
条生产线掉链子！”不再年
轻的他，眼里竟露出一丝
羞涩的笑。

时间在点滴流淌，夜
色越来越深，而有
一种颜色却愈来
愈鲜亮起来。那就
是我们统一的着
装，作为志愿者身
份的“红马甲”。渐
渐的，我的眼里不再有别
的东西，只留下一种红色，
那代表着我们快马加鞭加
油干的燃烧红心，更象征
着全国人民在抗疫面前凝

聚起的一种大爱。红色是
希望，是火焰，是热血，乍
暖还寒的日子即将过去，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春天的
步伐。

3个小时，我们完成
了 1 万多只口罩的
加工量，3 天下来，
数量攀升到 4 万多
只，预计整个一周，
我们可以完成 10

万只口罩。可能我
仍将持续下去，我愿意继
续这份工作，做那无数逆
行者中的小小“一朵红”，
守得百花齐放，万紫千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