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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母亲当书童
陆伟俊

    2010 年，正值中国
人民纪念抗战胜利 65 周
年，曾经参加过“飞虎
队”的母亲找到我，说她
打算出一本抗战回忆录。
事先，她征求了许多专业
人士意见。母亲告诉我：
“我出书不是为了沽名钓
誉，而是为了将这段珍贵
的历史记录下来、流传于
世。”于是，我责无旁贷
地为母亲当起了“书童”，
记录整理她的口述历史，
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动笔
撰写文稿……不幸的是，
母亲竟因突发心脏病于当
年 9月去世了。

处理好母亲的后事，
我含泪握起了笔，决心要
完成母亲的遗愿。于是，
将近两年时间里，每天下
班晚饭后和双休日成了我
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
20世纪 40年代，正在云
南大学就读的母亲以抗日
救国为己任，投笔从戎，
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飞虎
队”……国仇家恨、“飞
虎”情缘，魂牵梦萦，一
字一句皆是心血之作，我
咬牙坚持写好 12 万多字
的初稿，随后又陆续修改
了十稿。

2012 年 8 月 18 日，
我人生中第一次以“作
者”身份坐在上海书展的
签名桌前，为排着长队争
购《我加入美国飞虎队的
前前后后》这本书的读者
签名售书。短短一个小时
里，就有四百多名读者争
相购买，一位八旬老者甚
至一下子买走了 10 本。
一位外地读者购书后，执
意要和我合影留念。他
说：“母子携手，著书立
传，展示了我们中国人团
结一致、抗战到底的血
性。你这个书童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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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与“宫花事件”

骆玉明

    曾 经
读到钱锺
书夫 人 杨
绛 的 一 段
话 ， 她 说

《红楼梦》有的地方也写
得不合情理，譬如林黛玉
为了一对宫花的小礼物而
恼火，出语尖刻，
就不合大家闺秀的
身份。杨绛身出名
门，说这样的话当
然有她的根据。但
是，这恐怕只是按照一般
常规来下判断，并没有注
意，《红楼梦》常常在这
种琐碎的情节中隐涵复杂
的信息。

故事发生在第七回。
当时薛姨妈带着女儿宝钗
住在荣国府的梨香院，她
姐姐王夫人过来聊天。然
后王夫人的陪嫁仆人周瑞
家的找王夫人回话，就是
汇报工作。事情完了，薛
姨妈想起一件事来，交代
她去办。
什么事呢？薛姨妈那

里有一盒用丝绸染色做的
假花，是皇宫里头的新鲜
样式，比较新奇珍贵。薛
家是皇商，所以他们会有
这种稀罕玩意儿。薛姨妈
就让周瑞家的代她把这些
花分给荣国府的小姐们去

戴。薛姨妈是亲戚又是长
辈，住在荣国府，有时候
送点东西给小姐们，也是
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

这一盒宫花是十二
支，该怎么分呢？薛姨妈
说：“你家的三位姑娘，每
人一对，剩下的六枝，送

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了
凤哥罢。”“凤哥”是王
熙凤的小名。
请注意“剩下的”这三

个字。薛姨妈说的时候很
可能是没有仔细想过。你
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数
学表达：一共十二支宫
花，分掉六枝，还“剩下”
六枝。但这个事，也可以从
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是
在薛姨妈的潜意识里，花
首先是送给贾府三位小姐
的，“剩下的”也照顾到外
来的林黛玉。这样就有亲
疏之别的意思在里面。还
有四枝给王熙凤，就是让
她自由去处置了，因为王
熙凤是管事的人，需要照
顾的关系比较多。
周瑞家的带着花，迎

春、探春、惜春、王熙

凤，一路送过来，最后在
宝玉的住处找到林黛玉，
进屋就笑着说：“林姑娘，
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
戴来了。”
宝玉先伸手就把花接

过来了。这个时候，林黛
玉的反应很特别。她只是

看了看，没把花接
过来，先问了一句
话：“是单送我一
人的，还是别的姑
娘们都有呢？”周

瑞家的照实回复道：“各位
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
了。”这时候，就听到黛
玉冷笑着说：“我就知道，
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
我。”

这句话粗率地读去，
真是如杨绛所说，不合情
理。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前面薛姨妈说了“剩
下的”三个字，这里林黛
玉也说了“剩下的”，竟
是不谋而合，前后呼应。

这两段文字的关系，
很容易被忽视，却值得推
敲。
首先，我们会想到林

黛玉的性格。传说比干心
有七窍，书里说林姑娘比
他还多一窍。她非常敏
感。薛姨妈说“剩下的”
三个字的时候，可能只是
一个不明确的念头。但这
个信息，透过周瑞家的行
事神色这一条间接的途
径，会留下痕迹，而林黛
玉依然能够感受到。

但事情远不止于此。
林黛玉的不快，还关系到
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
薛宝钗进入贾府以后，给
她带来很大的压力。
黛玉先到贾府。书中

说她深受贾母的宠爱，日
常生活受到照顾的程度跟
贾宝玉一样，三个亲孙女
反而不如她。

但是后来薛宝钗来
了。书中把两人做一个比
较，说宝钗“年岁虽大不
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
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
这话听上去有点怪：难道
林黛玉品格不端正吗？但
是在对照的条件下，我们
可以体会到它的意思是什
么：薛宝钗比林黛玉更加
循规蹈矩；隐约之中，也
说明林黛玉比较率真和任
性一些。
小说又把两人为人处

世的态度进行了比较：说
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
时”，意思就是心胸宽广，

不计较，凡事守本分，能
够顺应环境；说黛玉“孤
高自许，目无下尘”，意
思是孤独高傲，看不起低
鄙庸俗之人。这样当然容
易得罪人。所以宝钗比起
黛玉来就“大得下人之
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
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
但宝钗比黛玉受人欢

迎，就是因为好性格吗？
原因不止于此。小说里面
交代，就在薛家人进京之
前，王夫人和薛姨妈的哥
哥，也就是薛宝钗的舅舅
王子腾，从京营节度使的
要职上提升为“九省统
制”。这是一个虚拟的官
职，不容易找到对应的实
际职务。用一个简单的方
法来对照：总督是清代最
高的地方官职，一般掌管
两到三个省的军政大权，
而王子腾管九个省。《红楼
梦》这样写，就是为了突
出王子腾深受皇帝信赖，
地位非常重要。
在荣国府里，从娘家

的背景来说，王夫人和王
熙凤拥有最强大的后台。
林黛玉和薛宝钗，虽然都
是寄居在荣国府的亲戚，
但林黛玉的家族势力单
薄，而且王夫人从一开始
就不那么喜欢她；而薛宝

钗住进贾府，是因为王家
的血缘关系，而且直接出
于王夫人的心愿。仆人总
是看着主人的脸色做事，
“势利”二字，人不用学
都会。日常闲言碎语，远
处有朦胧的影子，林黛玉
怎么可能感受不到？
《红楼梦》 的深刻，

一个重要的体现，是把整
个社会的政治关系、权力
秩序，反映在贾府的日常
生活中。书中说自薛宝钗
进入贾府，黛玉“便有些
悒郁不忿之意”，这种压
抑，包含了复杂的内容。
但黛玉又是不服气的，终
于借着一对宫花，把她的
不满发泄出来了。这并不

是无端的尖刻。
最后要说，这事还与

周瑞家的有关。她是王夫
人的亲信，善于逢迎，又
颇能狐假虎威，无端生
事。就在“宫花事件”中，
她到梨香院找王夫人时，
先去看了薛宝钗。宝钗如
何？“满脸堆笑”，她是懂
得与人周旋的。

然后她来到林黛玉这
里，黛玉却冷若冰霜。这
又是为什么？书中虽不
说，但必然与两人向来相
处不谐有关。黛玉“目无
下尘”，这周瑞家的，不
就是“下尘”吗？她拿着
“挑剩下的”两支宫花，
一脸的假笑，很不好看。

小菲相亲
周珂银

    与小菲成为忘年交缘于我
女儿。她是女儿高中时期的要
好同学，那时候常来我家玩。
谈及她的父母，小菲的眼神显
得疏离。她刚上小学那年，父
母便漂洋过海去了国外打拼，
说起父母离家时，她一路哭着
追喊的情景，让我忍不住落
泪，不由得对这个女孩多了几
分怜惜。她有什么小心思也愿
向我这个阿姨吐露，以至于后
来女儿出国，也不影响我们之
间的交往。

那日，小菲来看我，抱着
大束百合，姑娘与花都那么靓
丽。即将跨入而立之年的她，
正处在相亲的风口浪尖上。她
父母已于几年前返沪定居，眼
下顶顶着急的便是女儿的婚
事。不得不佩服她母亲人脉亨
通，不是那种空急，似乎手上

还握有大
把“优质

男”资源，催促小菲一拨一拨
地相亲。与母亲的生疏让小菲
本能地生出些许客套，她表面
顺从，实则敷衍，然内心是抗拒
的。她对我说，被老妈催得烦
躁，她不想结婚，只想一个人自
由自在，趁年轻多挣些钱，将来
把自己交给养老机构。
我并不直接搭腔，而是同

她说了一件事。我有位朋友的
母亲已 90 高龄，住护理院，
脑子时而清爽时而糊涂，她有
委屈有意见，只晓得找子女
“投诉”。朋友经常要与护工沟
通，疏通某些环节，让自己的母
亲在里面生活得舒适些，体面
些。想过没有，机构也是需要监
督的，养老机构除了制度以外，
老人们更依赖的还是自己的子
女，没有子女的老人就像没有
家长的孩子，心境大不一样。
听我讲这些，小菲身子坐

直了，说：哎哟，还真没想那

么远，阿姨，你洗脑厉害的。
继而嘟哝着：也不是一定排斥
婚姻，只是相亲一大把，没有
中意的，这次好不容易谈了一
个，其他还行，偏是薪资不达

标，我纠结许久，想算了，但
我妈又不开心了……看得出，
小菲也是矛盾的，但我想听听
她对薪资的要求。小菲说：我
年薪十几万，他起码也得有二
十多万吧，但他与我不相上
下，这样的薪资两人过日子暂
且没问题，要是今后有了孩
子，岂不要变得很拮据？我便
问道：假设他现在年薪二十多
万，你认可了，若婚后发生了
变化，变为十几万了呢？又或
者说，现在十几万，以后他有

机遇，上升到二十多万，也不
是没可能的。相对这个变数，
你俩是否合得来，男孩子是否
有上进心，是不是更重要？

我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表
兄的一个儿子，原本年薪就是
十几万，数月前，他的上司突
然跳槽了，老板觉得小伙子平
时表现不错，便把他提了上
去，于是，他的年薪跟着岗位
也提到了二十多万。我对小菲
说：但凡能抓住的美好基本都
有缺陷的，正是这个“缺陷”
让我们的手指有了扣住的契合
点。如果你非得追求十全十
美，恐怕你的相亲之路远没有
尽头，到头来只好把自己交给
养老机构了。

小菲噗嗤一声笑了，说：
我怀疑你是我老妈请来的说
客。她起身给了我一个大大的
拥抱，说：阿姨，你讲得有道

理，我
就合着
我妈的
意愿，与那个男孩继续交往，看
看我们之间究竟有没有缘分。
当然喽，我的说辞自然是偏

向小菲妈妈的。没有一个母亲不
帮另一个母亲说话的道理。尽管
现在崇尚单身的有许多冠冕堂皇
的理由，但作为母亲，都有共同
的心愿，家庭才是最稳固的情感
寄托，希望自己的儿女成家生
子，有家庭的归宿，有正常的生
活，难道不是么？
几天后，小菲发来一张她与

男友在滨江大道上的自拍合影，
照片上的小伙神采飞扬，小菲则
笑得眉眼弯弯，他们终于开启了
甜蜜的恋爱模式。

小菲送我的百合，兴高采
烈、大朵大朵地开，我念念叨
叨，百合百合，百年好合，当是
美好的祝愿！

汪曾祺想写未写的小说
刘心武

    上世纪八十代初我常和汪
曾祺、林斤澜一起参加笔会、
游览各处，记得去过四川、陕
西、河南。因为我跟林斤澜交
往更深，习惯称他为林大哥，
汪曾祺虽然只比林大三岁，我随其
他年轻作家称他汪老。那年头电视
里热播香港徐小明执导的连续剧
《陈真》，汪老在聚会时，总不免用
鸭舌帽下的眼睛瞥瞥我，然后抿嘴
笑，口中呐出“陈真，唔，陈真。”
他认为我极像那电视剧里扮演陈真
的演员梁小龙。林大哥呢，因为我
们无话不谈，他告诉我曾跟戴爱莲
学过芭蕾舞，我也告诉他曾攒起母
亲给的零花钱，偷偷去什刹海的
“四维武术社”学过武术。那一年
我们结伴游少林寺，观看武僧表
演，林大哥后来在一篇散文里这样
记叙：“压轴节目有气功扣碗，把个
海碗扣在光肚皮上，运气，另一武
僧手抓碗底，怎么也抓不下来。请
观众上场试抓，一‘夹克’敞胸，
甩膀叉腿，年近天命的汉子，走到
扣碗武僧肚皮前，蹲裆马步，推拿
云手，五魁龙爪……这位面善？却
原来心武老弟。只见入静，定神，
运气，发功，只是动那个碗丝毫不
得。另一武僧来到心武身后，两手
搂住腰肢，合力后拽。不过那碗底
是毫厘之地，五爪如龙也咬不住，

忽然脱手，身后的武僧一跃闪开，
心武‘哐啷’后仰，快着地时猛一
鲤鱼打挺，躺在地上的姿势确实
‘卧如弓’，不是随便摔在那里的。
我们立刻鼓掌助威。”

这篇文章，是呼应我 1992年
在《夜光杯》发表的《我的功夫》
一文的，题目就叫 《〈我的功夫〉
旁证》。已收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的 《林斤澜文集》 散文叁卷
226至 227?。《我的功夫》其实
是篇游记，主旨是宣谕“中国功
夫”通过李小龙银幕形象在海外形
成的巨大影响，里面写到 1987年
我和李子云大姐一起晚上在纽约乘
地铁，因为我作为一个壮年中国男
子，颇有“功夫相”，使得那地铁
里的醉汉痞子望而生畏，令子云大
姐安全感十足，等等。现在读到林
大哥这段遗文，恍若隔世。我当年
竟那么有派？又哪里有半点陈真的
威武？林大哥美化了我，汪老错赞
了我。但还能记起，那天晚餐后在
住处闲聊，汪老笑眯眯地说，我的
表现，倒引出他的灵感，说可以写
篇与 《受戒》 匹配的 《拔碗》，

《受戒》是写和尚恋爱的，那
么，《拔碗》写什么呢？林
大哥就笑着透露我小学六年
级时的“秘史”，说我从武术
社师父那里学得点穴，竟在

跟同学嬉闹时，点了一个同学的
穴，弄得人家半天不能举臂，要害
是，林大哥竟在那篇散文末尾写
道：“点穴事件中的对方，是位女同
学。”他在河南宾馆闲聊中，也就那
样告诉了汪老，汪老再一次望望
我，抿嘴笑：“唔，陈真，陈真前
传……”我强调：“那同学并没有告
到老师家长那里！”汪老就颔首：“那
更有意思了。”我就苦求：“您可千万
别写《拔碗》《点穴》什么的。”第二天
见到汪老，我还恳求：“别写《拔碗》
《点穴》啊！”更转求林大哥：“帮我劝
劝啊！”二位只是微笑，竟都不给我
句痛快话。

现在你检索汪老文集，并没有
那样的文字，可见汪老想写而未写
出，也未必是因为我的哀求，或林
大哥的劝阻。其实作家取用素材，
写出的人物就是独立的艺术形象
了，现在有点后悔，当年应该力促
他写才对，汪老有写
作冲动却并未成篇，
使我少了一桩特殊的
念想，更是时下汪粉
的极大遗憾。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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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除夕， 原本打算
在家吃年夜饭， 便用手机
向某外卖平台预购了些
菜。 后来来了人， 便改为
去外面用餐， 把这事忘

了。 待到饭后返寓， 看到门口置放着一
塑料袋的菜， 才想起来， 深怪自己太粗
心了。

不料打开口袋一看， 一封简函放在
袋口， 上面用比较粗陋的字迹写道———

亲爱的买菜用户：

新年好！ 非常感谢您在今年最重要的家庭团聚时
刻选择我们买菜， 我们却未能及时提供最优质贴心的
服务， 辜负了您的信任。 这让我们深感羞愧， 请您接
受我们深深的歉意。

未来， 我们将吸取教训， 不断进步， 始终把用户
需求放在第一步。 再次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原来他送菜送迟了，但我们却一点不知道，真是阴
错阳差。但他能这么诚恳地致歉，也就很不错了。大年
夜客户多，他们疲于奔波，送晚了也情有可原。

不料元宵节早上，门口又出现了一个包裹，里面放
了一盒冷冻水饺， 还夹了一张便条：“为除夕之事再次
表示歉意，希望能以此弥补一些你们的损失。”看来，他
们真的很当回事，一大早就赶来了，我们还未起床，因
此始终未能跟他们照面。

一盒水饺，两纸歉意，虽然只是小事一桩，但包含
的意思却一点不小。他们是把“优质贴心”作为经营理
念的标准的。优质服务，“优”无止境，必须高规格严要
求，送晚了就是不合格，必须抱歉、补偿，而“贴心”一
词，更饱含感情。信中说他们“未来”会不断进步，我是
深信的，他们代表着前进的方向，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初心 （剪纸） 奚小琴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