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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琴 刘 文

母亲经常说是我非要缠着她买下那架黑
色的珠江钢琴。

是吗？我努力追溯童年的记忆，只记得邻居
装修那阵， 楼道里堆了很多锤子锯子这样的工
具，我每次上楼的时候，都想顺便把钢琴砸掉。

我从小手就比别人大，小学的音乐老师看
到我，非常坚定地对母亲说，我生来就是弹钢
琴的料。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 让小孩学习乐器的
浪潮突然席卷了我生长着的江南小城。先是有
几个孩子开始学乐器，后来，听说乐器特长可以
在择校的时候加分， 所有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彼时，常州还没有厉害的钢琴老
师，母亲和我，她的好朋友及女儿超超，因此开
始了每个周末远征无锡的旅程。 我们周六早晨
天刚蒙蒙亮就要起来，抄一段位于田边的旧路，

跨过一个又一个泥塘， 去坐每十分钟就要停站
的绿皮火车。停站的时间比行驶的时间更长，车
厢里弥漫着脚丫和腋窝的味道。 有的时候火车
人满为患，母亲找陌生人接应，先将我从窗口送
进去，再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上来。有的时
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破费去餐车，买一
碗当时还很稀奇的泡面，顺便坐上一会儿。

音乐学校在教堂边上，逢特别节日常常举
办演奏会。 每一次为了上台演奏而举行的选
拔，都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母亲对待我的钢琴课认真到了近乎偏执
的地步。她的情绪完全被钢琴老师对我的评价
控制。说我弹得好，她接下去一周都会情绪高
涨，随时笑眯眯，时不时秤点儿大白兔奶糖回
来。如果我被批评，她则连续一周都像颗一点
就炸的炸弹。我因为弹琴挨过不少打，既被皮
带抽过，也被扇过耳光。母亲天天晚上坐在琴
凳边，一边打毛衣一边监督我弹琴。每弹错一
个音，她就会用毛衣针扎我的手指。母亲乐感
很好，听觉灵敏，虽然并不识谱，但任何错音都
无法逃过她的耳朵。随时可能被惩罚的恐惧让
我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童年生活中有
许多外婆做的美味，也看过山河壮美，但留在
记忆中最久、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那些不知
道毛衣针什么时候扎下来的未知的恐惧。

学琴那几年，一到晚上六点，家里就有种如
临大敌的气氛。因为钢琴和电视机在同一个房间
里，父亲只能看“哑剧”。有时母亲出门，父亲便会
把电视音量稍微调大一些， 让我也可以听到。我
就是那样半听半猜，“看”完了《还珠格格》和《情
深深雨蒙蒙》。外婆心软，看不得我被打，总是一
边做晚饭一边仔细聆听琴房里的动静。 我一哭，

外婆就会扔下锅铲，冲进来，挡在我面前。

超超是音乐学校的明星， 识谱能力强，手
指灵活，练习又刻苦。每一次演奏会，她总能在
最前面做领奏。领奏弹的是一架昂贵的三角钢
琴，庞大，优雅，像在湖面游弋的一只天鹅。超
超穿着华丽的层层叠叠的长裙，在聚光灯下走
到中央，整理一下谱架，轻飘飘地提起手腕，开
始弹奏。 只有在她弹完最出彩的独奏部分之
后，我才能在舞台的最边角，作为群奏中的一
员，弹上一小段。

母亲总是把我和超超比较。我们为此争吵
了很多年，每天都在恶语相加，每天都在伤害
对方，彼此筋疲力尽。

几年后，乐器特长不再是加分项，无论我
还是超超都没有因此占到便宜。不知是因加分
政策有变，还是母亲不得不向我没有钢琴天赋
的现实低头，我们约定，当我考出十级，我就可
以再也不碰钢琴。

15岁那年， 我终于磕磕绊绊过了十级，之
后立刻停掉了所有的钢琴课，什么肖邦、巴赫、

李斯特，我很轻易地将他们忘记，丝毫不觉可
惜。母亲曾经旁敲侧击地问我想不想再练几首
适合表演的曲子， 将来可以秀给同学同事，我
因此担惊受怕了好些天。好在一切因为我出国
留学而作罢。之后十几年里，我读书、工作，从
未对人提起我会弹钢琴，也从未试图在任何场
合弹奏。我甚至从未跟人说起那段因为弹琴而
经常挨打的岁月，哪怕那段岁月让我变得太自
信也不是很有安全感。

我和超超也再没见过面，十年后，我们通
过社交网络彼此加为好友。我知道她也放弃了
钢琴，做了一名记者。她说，其实她小时候一直
羡慕我很会写文章。

母亲两年前退了休，而我在美国找到了工
作。仿佛紧绷着的弦一下子松了，她成了潇洒
又自在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她想要预订豪华
游轮之旅，但错订成帆船之旅。于是，和一群二
十岁出头的金发少男少女穿着背心短裤，在地
中海的波涛中驾驶帆船， 停靠一个又一个岛
屿，晚上在狭小的船舱里睡觉。我把一些舞蹈
表演的旧衣服和旧舞鞋寄回家， 她不想浪费，

于是高高兴兴穿着去了老年大学， 学跳拉丁
舞。我和她越来越像，都是那种说风是风说雨
是雨的性格，常脱口而出伤人的话语，彼此有
过很多摩擦，但她终于不再以我为她生活的重
心。我和她找到了一种和平相处的模式。

几个月前，母亲突然说要把我的旧钢琴从
外婆家搬到新房子去， 又把我 20多年前的琴
谱（从哈农到拜尔到车尔尼）一本一本码在钢
琴上面。节拍器锈得太厉害，只能买新的。她发
她弹琴的视频给我看：单手，缓慢的，一个又一
个地按下琴键。

“之前看你弹琴感觉很容易，自己弹才觉
得那么难。”她说。

“我早就告诉你很难学了。”我在微信上回答。

“难学归难学，但是真的很有趣。”她在回
复中加了一个开心的表情。

我以为她只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她每天都
在练习，能弹的曲子也越来越多。十多年前她
带着我去无锡学琴时那种紧绷又疲惫的姿态
不见了。她不再是那个为了虚荣而让我学琴的
母亲，而成为不停追寻爱好与梦想的“酷”者。

其实一开始喜欢钢琴的就是她吧，我想。

外婆家里有浓厚的音乐氛围，演奏乐器是
传统。外婆兄弟姐妹六个，每个都会一种不同

的乐器， 至今家庭聚会时像在开小型室内演奏
会。母亲在那种环境下长大，耳濡目染，可惜她出
生在物质贫乏的时代，我出生之后，她所有个人
时间都被剥夺，个人喜好和价值也被抹去。她就像
所有典型的中国式家长那样，将心思、愿望倾注在
子女身上，希望他们是杰出的、优秀的，是自己一
直梦想成为的样子。 除了钢琴， 她还让我学了围
棋、素描，参加数学和化学奥赛辅导班。我记得那
些令人沮丧的冬天，寒冷的冬雨挤走温暖的阳光，

人行道两旁的树木都光秃秃的。 她骑着庞大的男
式自行车，喘着粗气，我坐在她的前杠上，我们迎
着料峭的风冲下幽暗的隧道，去搭乘早班校车。

她终于开始做她喜欢的事情。 钢琴课之外，

她还学习书法、园艺，甚至作为模特替朋友的服
装店走秀。 她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像我 10岁那
年一样满满当当，还要抽时间和小姊妹一起喝下
午茶，开车去农家乐吃丰收时节的葡萄。而我，并
没有按照她的期望那样早早结婚生子， 相反，十
几年来一直做着她认为没有“钱途”的文字工作。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然后
承认我们之间的相似和不同。而那些琴谱也终于可
以在真正喜欢钢琴的人手中，被奏出动人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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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灯市口西街拐
进丰富胡同， 走不远就是老
舍先生的故居了。 映入眼帘
的铜牌上有这样一句话：今
胡同十九号四合院为老舍故
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老舍故居是由街门院、

外院和里院组成的， 整齐、

淡雅、素洁。进得院里，迎面
是五彩木影壁，还有那么多
花朵举着彩色的芬芳轻轻
舞动。院内有三棵树，一棵
枣树，两棵柿树，都是老舍
与夫人栽种的。 每每秋日，

柿子缀满枝头， 红红亮亮，

飘飘闪闪。 因这样的景致，

人们称这里“丹柿小院”。老
舍先生特别喜欢树，当作童
年玩伴的树就出现在他的
小说里：“两棵枣树是非常
值得称赞的，当夏初开花的
时候，都是香的，甜酥酥的
那么香……一入秋，我们便
有枣子吃了。”

步入里院，见老式的正
房、北房和东西厢房，在缕
缕阳光中依然别有丰采和
韵意。老舍的卧室兼写作间
与书房， 在院子的西北角，

是庭院里祥和安静的地方。

这里一切都按原样陈列，家
具书桌、大木床、长沙发、两
张小炕桌，桌子上放着老舍
先生用过的钢笔、 眼镜、日
历、茶筒、台灯，还有床上的扑克牌。老舍
在这里写下了他从美国回到成立后的新
中国后的所有作品，写作累了，就自己跟
自己打扑克。 书桌后面的壁橱是老舍自
己设计的，用来装书和字画，现在看来，

仍是时兴与适用的。从 1950年 4月 13日
搬进这个院子开始， 老舍每天六点多钟
起床，先洗澡，再打太极拳，锻炼身体。早
饭后一杯加糖的咖啡， 精气神上来便开
始动笔。

作品展厅里，照片、手稿以及老舍题
写的条幅，让人熟悉并感到亲切。而看到
《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

等作品，就想到老舍笔下那些活灵活现的
北京人：祥子、虎妞、祁老爷子、大赤包、王
掌柜、常四爷、程疯子……老舍先生从来
就坚持扎根于民众之中，他的写作与众生
哀痛相关系，与社会发展相照应，与健康
心灵相映衬，让深深的爱在作品中闪吐光
芒。他有篇颇有影响的散文《元旦》对此做
了明确的表达，“只要我朝着光明的方向
走，我就不虚度此生；只要我肯向人民学
习，而后为人民写作，我便可以对得起自
己，对得起文艺，对得起文艺工作者这个
称呼”。 在老舍故居品味六十多年前的这
段文字，看看屋外光亮，遥想早逝的身影，

心灵颤动不止。

在老舍故居院里的长条椅上休息时，

已是高中语文老师的我的女儿说， 当年老
舍赶写大戏的同时， 还经常给报刊干些零
活，完成约稿，就是做这些零活，老舍先生
也要到现实中去搜罗感受。 他对小文章也
不含糊、 不对付。 女儿讲她读到过一个例
子：1960年国庆节前，《人民日报》编辑姜德
明来约老舍写篇喜庆短文，老舍考虑许久，

瞅瞅院子里的花说道：“奔天桥吧，怎么样？

看看去！”于是，姜德明陪同老舍到了天桥，

马上到街面和市民家里走访、问听生活，采
写了关于一个不识字的贫苦妇女王玉蓉的
成长故事……同为创作者的我们， 在老舍
的小院感受着他似乎还在的温热气息，感
悟关于创作的那种传统“根性”，更明白身
入、心入、情入，对于写作者的非凡意义。

微风吹拂，柿树梢影浮动。一群孩子
走来， 恭恭敬敬地聚集在老舍雕像前，听
老师讲一个叫老舍的故人。

鱼有鱼道 高明昌

晴朗天空雨茫茫， 是夏天里常有的天气，且
雨茫茫立刻会变成水茫茫。一个小时里，尖利的、

快速的、紧密的雨，夹着闪电，裹着长风，往屋顶、

树上、路上、河面噼里啪啦钻去，河水就蜡黄了。

夏天的雨，可以南边落得像天塌，北边只
落几点，甚至一点也不落。此时，你看天上云脚
要上当。像锅底一样的云，黑里透着一点青黛、

一点绛红，样子开始像鲨鱼、像狼狗、像棺材、像
鬼火。它们时间不定，地点不定，走到哪儿，哪儿
都是暗，都是阴，都是凉，都是雨，也都是闷。

有人在喊，可以出来捉拱水鲫鱼啦！

嘎吱一声，一扇门打开了。有人将头探出，

手心朝外一托，眼睛朝天一翻，脚跨出一只，再
左右扫视天际，开始笑嘻嘻。接着转身，马上开
另一扇门，在屋里走东奔西。一两分钟过去，手
里拿着网兜、鱼篓，提着铁搭，赤着脚，吧嗒吧嗒
奔出场外。向着田头、河浜、垄沟的地方跑去，脚
底像是装了风火轮。

父亲急吼吼地对我说，快点，鱼老早出来
了，我们早点去。

跟着父亲，七转八弯，走过一处一望无际
的秧田。秧苗只露出一个秧头，像是浮漂着的
水草，飘过去又摇回来。父亲看到一处缺口，站
定，抡起铁搭，咕嘟一声，搭齿扣进了泥地，他
再将铁搭朝身边一拢、一抬，一块像砧板一样
大的泥块掀了起来，水便涌来了，汩汩流到了
河里。父亲觉得缺口太小，再次挥搭，铁搭着
地，泥浆飞溅，溅了他一身一脸，父亲用手撸了
一下脸，甩了甩手，继续，速度飞快。

问父亲，我们不去捉鱼了？

先开缺，再捉鱼。父亲头也不抬，自个儿说
道，秧要透气的，水淹秧一个小时，水退去秧苗
就会发黄，要一个礼拜直不起头，让水快点流
出来，秧苗会好受些。父亲一本正经的脸露出
狡黠的神情，神秘兮兮对我说，看好，等这里的
水泄得差不多了，鱼就到缺口里来了，会游到

秧田里去的。

类似于这样的开缺，父亲还做过许多次。

一里地之外的村东头有一条河流， 特别
宽，有金汇港一半的样子。河中心无一根水草，

两边却插满高出人头的芦苇，在绿茵茵的水里
竖着，柔顺而又宁静。临水的苇叶拂过水面，荡
起涟漪四散，圈儿就像弯转的弓箭，到了岸边
又弹回到苇边；苇下，鱼儿弯着身体，甩着尾
巴，让游弋成了游戏，开心时还跃出水面。

河北面连着的是一条小河， 河里全是被称
为“东洋草”的空心莲子草，中间隔一条河堤，叫
“岸”。岸是用泥土垒成的，有一米宽，高出水面一
尺左右。岸上皆野草，夹杂几棵细短的芦苇。岸中
间是一个大缺口，缺口低处在大河那边，高处在
小河边，中间还有几道坎儿。看得出，这是有意做
出来的———这个“做”叫开缺，也叫作做缺。

我是在耘稻的时候捉到过拱水鲫鱼的，却
难得捉到青鱼、黑鱼。耘稻快耘到田角落的时
候，大家都在期待一个收获：像是车河见到了
河底，鱼儿开始慌张，它们东奔西突，撞到了秧
根，秧头摇晃、窸窣。我们都自觉地将双脚趴成
大八字，双手托开，脚板扣着地向前移动，像收
缩包围圈一样，喜悦、期待一起拢在心头。包围
圈越来越小，快成一个几米的三角形了，眼看
无处可逃，鱼儿终于从水里蹿起，像飞剑一样
撞向我们的胸前；蹿不起的，则拼命想从我们
脚的空档逃出去。

所有的鱼都被我们活捉。 众人耀武扬威，

炫耀自己聪明，说鱼笨到家了，到秧田里来干
啥。是的，拱水把自己拱到田里去，确实有点找

死的味道，但许多鱼就是喜欢去秧田……

我和父亲来到缺口处， 父亲拿上网兜，蹲
身，伏地，把网兜张开，在缺口的南边插牢，再
将兜上的钢筋拉开，嵌入泥里，网兜就成了一
只进得去出不来的笼子。

小河里的水哗哗地往大河里流，缺口里形
成了一根长长的水道，咕咕流淌着。缺口的下
沿溅起了无数水珠、水花，那声音送到了大河，

也送到了鱼的耳朵里，所有的鱼看见了、听见
了，像是赶集一样，三三两两地凑了过来。

我看见，几条虎口长的鲫鱼，来到了缺口下
沿，你挤我拥。其中体形彪悍的几条，一跃上了缺
口。它们逆着水势，贴着泥，摇着鱼尾，射箭般冲
进了对过河里———其实是父亲的网兜里。有几条
比较小的鲫鱼， 试着跳跃了几次才跃上水道，却
被水流阻在道里，它们只好停顿一下，再次蓄积
力量，冲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也过了缺口。

半个小时过去。父亲说，够了，吃不完了，

我们回去吧。他收起网兜，网兜里全是白乎乎
的鱼，它们奔跳着，嘀咕着，像是在埋怨自己的
冲动一样。它们没有想到，自己要去的地方应
该是小河， 去小河就是离开原先居住的地方，

这样总是有危险。现在不就是？它们遇上了一
张网，一张断送性命的网。

回家了，问父亲，鱼怎会这样？父亲支支吾
吾，说鱼生来喜欢拱水。拱水干什么？父亲说，

鱼的习惯，跟人喜欢浴身一样。

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 我说不出道
道。后来我看到一本书，知道这就是鱼的洄游。

熟悉鱼类生殖繁衍规律者都知道， 上溯洄游是

多数野生鱼的生活习性，也是它们繁衍子孙的与生
俱来的做法。天地万物都有生长、生存、生命的规
律，鸟有鸟道，鱼有鱼道，人有人道，各自走道，天之
道也。君子有好生之德，父亲是称不上君子的，但他
心底平和，也知道鱼生活的某个规律，比如喜欢拱
水。于是，就有了岸，有了缺口，其实都是人对鱼儿
呵护的一种表现，也是人捉鱼最省力的一个办法。

我亲眼看见夏天里鲫鱼下籽的日子，那全是
小河里的故事。清晨，河面，空心莲子草的边上，

到处都是露出嘴脸的鲫鱼，到处都是鱼嘴吸水、喷
水的声音，唧唧、嘟嘟，短促，简单，清楚，有力。河
面开始有水花，水花只有玉米粒那般大小，渐渐变
成了密密麻麻的水泡。水泡越积越多，最后布满整
个河面。鲫鱼们看见我们，没有走开或者下沉的意
思，它们像是知道这时候我们是不会打扰、侵害它
们的，因为它们是为下一代的诞生在欢乐，在舞
蹈，在歌唱，在嬉戏，当然也在生产。

拿起小河里的一根空心莲子草，看见它根上
全黏着黄澄澄的鱼卵。我那时就明白，大河里的鱼
为什么要拼着命来到小河里的缘故了。 可许多没
有来的鱼呢？到大河里攀一根芦苇才知道，芦苇的
秸秆上也有少许鱼卵，但都在接近水面的地方，水
再深一点的地方，鱼卵就没有了。鱼卵禁不起水的
压力，产卵都在浅水。啊，都是为了下一代。为了下
一代的鱼，有时可以劳累自己，委屈自己，牺牲自
己。做一条鱼有时和做人一样，都是不容易。

突然想起， 其实堤岸的缺口是自然的鱼道。

拱水呢，也是鱼道。下籽下在东洋草上，也是鱼
道。就是游到秧田里去找死，也是鱼道。鱼无法改
变鱼道，我们同样也改变不了鱼道。

就像夏天的雨一样，来时突然，去时也突然；

来时匆匆，去时也匆匆。你很难说准时间与地点，

你唯一估摸得到的是： 比黄豆还大的雨下了一个
小时，田野里许多缺口开始流水，河里面许多鱼儿
开始拱水， 鱼儿要拱到自己没有气力为止。 那时
候，头顶上一定阳光高照，有点热，但一定不闷。

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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