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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未竟之旅
崖丽娟

曾经，我们携手同行
悠然踱量人生漫漫长路
有蓝天，有白云
还有微风拂动的衣裙
像快乐的心

曾经，我们同窗共读
仔细品味人生百科全书
有谜题，有谜底
偏偏我们的那页
空空如也

无法挣脱的悲凉
笼罩一颗敏感的心
望向遥远的未来
我幽怨地说出
且让我独行

从此独行于未竟之旅
蹒跚且落寞
远远回眸渐行渐远的你
如原野上孤独的白杨
忧伤且无奈

泪光中
你的身影依稀
岁月的尘埃纷纷扬起
模糊了———

最初的一切记忆

乘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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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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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乘公交车， 又叫挤公交
车，一个“挤”字，便道尽个中
况味———绝不像坐小车那么
舒服， 可以让你伸直了腿，伸
直了腰， 可以让你东倒西歪，

而且你爱到哪就到哪。乘公交
车， 甚至常常没有位置让你
坐，要不，车上设那么多横杆
与吊环干什么？要不，人们何
以不说是坐公交车，却要说是
挤公交车？

这个“挤”的滋味不好受。

胖的怕挤不进去，瘦的怕挤断
脊梁；冬天穿着太多怕挤上加
挤， 夏天又怕挤得汗流浃背；

少妇美女怕被人趁“挤”揩油，

兜兜里有点钱的还怕有人趁
“挤”打劫。去乘公交车的没有
一个希望车上挤的，总是越宽
裕越好。 没有上车时想挤上
去，一挤上车立马就会变一个
腔调，怕的就是挤。

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过
这“挤”的好处。“挤”的另一种
表述，就是客流量大。客流量
大了，车子就多。要是你这一
路公交车，每辆都只有十几个
乘客，宽敞是宽敞了，久之，车
次也会跟着减少，赶不上一辆
车，让你等上半小时。要是每辆都只有几个
人甚至只剩下你一个人，这条线路肯定就得
取消。要不，岂不成了你的专车？

二

从住宅到公交车站，要走五分钟。那时
我还在上班，看看时间还早，下楼后先开了
一下信箱，再向车站走去。远远望见一辆车，

赶紧一路小跑，刚到车站，车已开走，正是我
要乘坐的 X 路。于是等车。等来一辆，却是
XY路；盼来又一辆，却是 WS 路。那 X 路车
就是不肯露面。等了几分钟，就像等了半个
钟点。不免心中嘀咕，早来一步不好吗。早来
一步，也许已经到了目的地呢，就差这么一
步啊。

又一天，与朋友甲相聚，回家时一起去
乘公交车。刚到车站，就来了一辆车，正是他
要乘的 SD路。这辆车很挤，黑压压一车人。

朋友甲年满六十，矮矮胖胖的，挤这辆车一
定很艰苦。但我还是因为“早来一步”而为他
庆幸，于是催促说，快上快上，下一辆还不知
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谁知这一辆 SD路刚
开走，下一辆 SD路便接踵而至，空荡荡的，

没有几个人。这时，我倒是后悔“早来一步”

了，不是么，“迟来的和尚吃厚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巧”，或可理解
为合上节奏踩准点。 来得早不难，“笨鸟”还
能“先飞”；来得巧，却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
得到的。

三

朋友乙长我十岁，看上去却是白白嫩嫩
的，那时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人家以为他还
年轻，让他受了不少委屈。比如乘坐公交车，

老人优先，上了车还有人让座，按理说，他该
在“优先”之列，却从未有人让他“优先”。有
一次， 司机还指着他旁边的一位对他说，你
等着，让他先上，那口气似乎是说：这点道理
都不懂。朋友乙常为此哭笑不得，很有些愤
愤不平。

我小朋友乙十岁， 那时还没有退休，却
已白发斑斑，一脸沟壑。本来自我感觉良好，

以为还年富力强， 上了一段时间的公交车，

这种“自我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
十分惊讶地发现， 已经有人为我让座了，而
且还不止一次。我并不为此感到欣慰，倒是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人让座，得到的是一种尊重。能为他
人让座，却比要人让座来得舒坦。

猫未曾忘记回家 禄永峰

白天，我一直给猫拴着一根绳子。这还不
够，绳子的末端还一直绑着块砖头。只是到了
晚上，关闭好门窗，我才敢解开系在猫项圈上
的绳子，免得猫捕捉老鼠时被绳子绊翻。

猫的性子看似老实、温顺，其实不是，我总
觉得猫与其他家畜比，算是最野的了。若不是
被绳子拴着， 猫不知道已经逃脱了多少次。猫
一直想着跑到外面去，外面到底有什么令它好
牵挂的。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时间。

有时候，猫硬是把系着的砖头拖着拉出了屋
子，拉到院子，最后拉出院门。猫看似在追一群麻
雀，猫距离麻雀近了，麻雀却扑棱棱飞走了。飞得
也不远，落在距离猫不远的地方，继续朝着猫的
方向啾啾啾鸣叫个不停。 猫试着猛扑了几次，还
是被那一块该死的砖头沉沉地牵着， 并弹回原
地。猫也喵喵喵地叫了几声，像鸟声一样脆亮。

记得一次， 猫还是成功抓获了一只麻雀。

那只麻雀一定跟猫不陌生， 是麻雀太大意了，

它一定是觉得猫抓不住它的，心存侥幸地朝猫
一点一点靠近， 结果被猫一个小小的前扑，等
那只麻雀反应过来，已经被猫的双爪牢牢地压
着。麻雀一定认为自己死定了，麻雀想挣扎着
逃脱，刚刚一拍打翅膀，就像飞机一样还没有
起飞，便被猫一爪子打落在地。麻雀只好乖乖
地屈就猫爪之下，等死。

可不知为何，猫并没有动嘴咬麻雀一口的意
思，它只是用两只前爪把麻雀拨来拨去，似乎是在
跟麻雀玩呢，又似乎是在给麻雀一个教训，让麻雀
长长记性。猫或许不饿，或许猫还想在随后的日子
跟麻雀好好地玩玩。最后，猫还是放过了麻雀。

捕鼠是猫的天职。我想，猫对待老鼠若像

对待麻雀一样，那后果一定很严重。当着主人
的面，若有只老鼠在屋内逃窜，或者正在偷吃
粮食，这时候猫该出击了。猫的胡子上翘，尾巴
变粗，声音变重，几个箭步，扑、打、咬结合，几个
回合后，老鼠便被猫咬住了。若一只老鼠被猫
咬着不松口，老鼠很快就会死掉的。猫抓老鼠
的本事，事关着人对猫能力的认可。否则，猫便
很快会被主人领出村庄，卖给其他人。

猫算得上是村庄最金贵的家畜。它可以登
堂入室，跟主人平起平坐，其他家畜见得多了，

即便再厉害的，见了猫也会礼让三分。比如狗，

有时候会追着鸡满院子跑，直到鸡飞到墙上为
止。狗再厉害，就是不敢撵着猫跑。狗若撵着猫
跑，主人还是偏向猫的，给猫护驾。狗只好自讨
没趣，便再不敢惹猫。猫的尾巴一下子翘得很
高，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在院子里拉着砖头
转上几圈。

看得出，平日里村庄人之所以对猫高看一
眼， 或许看重的正是猫保护粮食不被老鼠糟
蹋。 猫在用自己的本事护着人的汗水和劳动。

可见，猫的作用，其他家畜无法取代。猫自己
呢，吃得也比较挑剔。家里若有点肉，人一定会
给猫剔些细肉，剩下光秃秃的骨头呢，才会扔
给狗吃。狗叼起这样的骨头，比猫吃细肉还欢
喜，对主人不停地摇着尾巴。

村庄人不会亏待猫。而猫呢，似乎总是想着
如何逃脱。一次，猫带着绳子跑了。让人最担心
的是绳子在高处被什么东西缠住，会把猫吊死，

或者这只猫会被其他人圈养起来。 村庄里一夜
跑掉几只猫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前脚跑了，人们
便到附近的柴垛上、水洞里、墙头上、树上，一阵

又一阵“咪咪咪”地叫猫、唤猫。若几只猫同时跑
丢，便至少有几家主人出来，各家主人叫各家的
猫。村庄前后叫猫声此起彼伏，像是在叫魂。猫若
在附近，便会应声。“喵—喵喵”，叫声细长而委屈
似的，并跑向它的主人怀里。没有寻回猫的主人
继续在叫， 寻到的则宽慰地说：“猫记得回家的
路，说不准半夜里自己就跑回来了。”村庄人说得
不假，半夜里自动跑回家的猫也的确不少。

可是，我家那只猫是带着绳子跑掉的，它半
夜里不但没有自觉跑回来， 接连三四天也不见
踪影。我跟家人白天黑夜去了很多地方，到处叫
猫，可是迟迟没有应答声。我很快断定，我家的
猫要不死掉了，要不就是被别人圈养了。七八天
过去，我们放弃继续找猫的念头。生死由命吧！

在一家人快要真正忘掉它的时候， 它竟然
回来了。拖带的绳子没有了，脖子上的项圈也没
有了。这么多天，猫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它是怎
么取掉绳子和红项圈的， 在哪儿吃哪儿住———

我抚摸着猫，想了许多，但猫不能告诉我，它只
是亲昵地向我叫几声。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拴过
猫。其间，虽然这只猫陆陆续续跑出去过几次，

但很快都返回了。

近些年，本村种粮食的人越来越少，养猫的
人也越来越少。养着猫的人呢，似乎并不是为了
让猫抓老鼠，而是让猫陪伴自己玩。猫成了他们
的宠物。这对猫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至于那
些没有被人收养的猫， 似乎也并不愿意离开村
庄， 它们三五成群， 结伴穿行在村庄的角角落
落，好像是丢不下什么东西。我想，让它惦记的
是当初那只没有被它真正要咬死的麻雀呢，还
是在村庄不时出没的一只只老鼠？ 也可能是它
们已经习惯把村庄当成家，哪里也不去，只愿跟
村人一起快乐生活，万事顺遂便好。

猫就像村庄的孩子。一直想着离开家，到外
面去走一走，但一直未曾真正忘记回家的路，也
未曾忘记回家。

陈登科的缺憾 刘湘如

陈登科一生最大的缺憾是没有上学读书，

这也是他成名后独有的特别标识。

且说人世间似乎真的有某种感应。1998年
4月，《中华儿女》 杂志社总编辑杨筱怀先生从
北京打来电话向我约稿， 我知道这个刊物，脱
口问道：“写陈登科行吗？” 他马上回答：“当然
行。陈登科经历不凡，有世纪代表性。”

当时我与登科老认识已有二十多年了，特
别是 1998年以前的十年里，我多次采访过他，

对他的故事十分熟悉，但真正认真坐下来为他
写一个较系统的传记文本，还是头一回。动笔
前，我想再采访他一次，补充点材料，可是那一
两年与他接触少了，不知他当时在哪儿，给他
家挂电话也无人接听。我只得用过去那些采访
材料写了篇《一个作家的传奇》。稿子用传真发
往北京后， 编辑部让我请陈登科本人审阅签
字，再配一组他的历史照片。

不得不找陈登科的子女，这才知道他生病
住院已很久了。

我带着文稿去安徽省立医院看陈登科。他
正躺在床上打吊针，双目微闭，似乎已睡着了，

听到我的说话声，还是努力把眼睁开，想与我
说话，但吐字有些吃力。我不忍心干扰他休息，

只把稿子举给他看， 又用手指指他的家人，意
思是能否请他们代劳。他即刻点头笑了。我请
他女儿晓农阅稿签字，又向他老伴梁老要了八
张照片。见我拿着照片和文稿欲离开，他又一
次笑了，这是多么憨实、宽厚的微笑啊！这熟悉
的微笑如同天边飘浮而来的一片云彩，一下子
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难忘的岁月。

那还是上世纪 70年代初， 我是个文学青
年，第一次去拜访大作家陈登科。在宿州路九
号大院，进深很深的平房里，他燃着烟正在伏
案写作，见我到来，立刻停下笔，站起身与我握
手，我感到他的手劲特大。他坐到沙发上和我

聊天，说刚从青阳回来不久，就在不久前还是
个“劳改犯”呢！他继而哈哈大笑：“生活像唱戏
班的脸谱一样，说变就变……”他又把从青阳
带回来的小山橘掰给我吃，一边乐呵呵地介绍
说：“这小橘子就像人一样，松软不好，外面的
皮裹得愈紧，里面的肉愈甜……”他话中有话，

说的是人要有对于不良环境的坚强抵御能力。

当时我发现，这个经历坎坷的老作家满肚子都
是生活哲学。

又过了十年， 我已在安徽电视台当编导。

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为陈登科拍一部电视
片。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部电视片，也就是
后来我为他拍的《从战士到作家》。

1989年，在砀山梨花笔会上，我带去摄像
记者，想追踪一些陈登科的镜头。但是出乎我
们意料，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热衷于上镜，对名
利看得很淡。为了拍出好镜头，需要他配合这
样那样做，他却显得无所谓的样子。一次，他与
《铁道游击队》作者知侠走在黄河故道上，见我
们武装齐备搞拍摄， 便说：“你们随便拍点行
了，我这个人是农村大老粗出身，见你们那认
真样儿，不自在。”他心直口快的脾气，把知侠
和我们剧组的人都逗笑了。

拍陈登科电视传记片先后折腾了三年。他
上北京，到皖南，去老家江苏涟水，我们都不失
时机地跟拍镜头。一次，在中央电视台走廊上，

一群记者见他那一脸大胡子很有特色，都抢着
要与他合影。陈登科说：“哎呀，这大胡子有什
么好看呢。” 那时他正在参加全国七届人大会
议，每天有很多人到住处看他，他对我说：“你
别看这么多人来看我， 他们都是我当年的战
友，对我无所求。假如有所求，他们去看的就是
那些大首长，而不会是我了……”

幽默、开朗、敢于直抒胸臆，构成登科老独
立标高的性格，加上那宁折不弯的硬性，认识

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乐于与他接近。在那一段时
间的电视采访中， 他常和我聊起自己的往事。

他谈起在抗日游击区写的第一篇稿子《鬼子抓
壮丁》，总共 60 来个字，错别字就有 20 多个。

一些不会写的字就用符号代替，如趴下的“趴”

字不会写，他就写成缺少底下四点的“马”字，

他想“马”失去四只腿不就趴下了吗。又如“吱
呀”两字不会写，他就写成两片分开的“门”字，

他想门开了不就要发出“吱呀”的声音了吗。我
们在电视上反映了这些“故事”，全国电视观众
看过后，都对这位传奇式的作家表示惊奇。

在北京六铺炕的一间简陋楼房里，陈登科
带我们认识一对年过花甲的老人。他指着那间
没有阳台的小屋说：“这儿是又一个 《活人
塘》！”吴祖光的妹妹吴大姐两口子介绍说：“陈
登科当年被‘点名’时，我们在这间屋
里掩藏了他两个多月。” 我这才想起
陈登科的成名作《活人塘》里的一些
情节（如“掩护”“调包”等）。后来我们
在安徽青阳县拍摄他下放地点的镜
头，他找到一张很破的竹凉床，深情
地在上面抚摸良久。 我问：“陈老，这
么破的凉床为何还留着？”他笑笑说：

“我感谢他们（指当地农民）一直没毁
坏它，当年我就在这张竹床上写完长
篇小说《赤龙与丹凤》呢……”他就此
向我讲述起一段往事：他被关押时不
许看书，更不许写作，但允许抽香烟。

他就将构思的长篇小说的每章第一
个字写在香烟纸上，以教孩子认字为
由， 给家人带回去收存起来……后
来， 香烟纸上那些奇怪的汉字 “赤”

“龙”“暗”“造”等等，就成了他在青阳
竹床上写成的《赤龙与丹凤》。

陈登科参加工作从打游击开始，

一生风雨， 都未能改变他豁达乐观的脾性。在
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江晓天家里，他与老战友们
聚餐。 一桌人当年都与他先后起步参加革命，

而“发展”都在他之上，朋友开玩笑地提起话
头：“你如果不当作家……”陈登科笑笑说：“我
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还想退休后回老家种
地呢……”朋友们打趣说：“你的心态好，心态
好啊。”他回答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
自己去。我如能活过八十三岁，就把家中那点
财产都捐给故乡涟水的老百姓……”

谁知， 这句话竟成了陈老最后的谶语，这
位一辈子心血都放在老百姓身上的作家，终于
未到八十三岁就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

话说回到 1998年 6月。《中华儿女》 杂志
刊登了我写的那篇关于陈登科的传记文章，并
配发了那组照片。当月中旬，我捧着《中华儿
女》杂志去省立医院看陈登科。他当时已显出
相当微弱的样子，举起一只手，颤颤地指着沙
发叫我坐。 他老伴在一边把文章内容念给他
听，他一边听一边微笑着，微微点着头，似乎还
想说点什么，但终于没说出声来。我只听见极
其微弱的一句：“我以后自己看吧……”

草虫记

文坛故知

苏兹达里的老酒店 （油画） 管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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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薛桢梁遗失股权出质设立
登记通知书（股质登记设字
[002016]第 0253 号 ），声明
作废。

▲邬瑜骏遗失股权出质设立
登记通知书（股质登记设字
[002016]第 0252 号 ），声明
作废。

▲杨小芳遗失股权出质设立

登记通知书（股质登记设字
[002016]第 0254 号 ），声明
作废。

▲干凤其遗失股权出质设立
登记通知书（股质登记设字

[002016]第 0255 号 ），声明
作废。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深化“三农”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作为国有大型零售商业银行，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始终
加大对“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探索金融精准扶
贫新方式，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谱写服务乡村振兴
新篇章。

近期，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农业农村部申报的《邮储银
行上海分行“新农快贷”合作项目三年规划方案》和《邮储银
行金山区支行“支农惠农”综合金融服务项目三年实施规划
方案》获得审批通过，下一步，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将依托互联
网优势，创新信贷模式，积极发挥银邮协同发展优势，为涉农
主体提供集仓储物流、电商分销、惠农保险于一体的综合化
的金融及其他服务。

此外，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围绕“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
在文化”为主线，制定邮储银行上海分行美丽乡村千里行方
案，立足于 28个示范村建设，加大送金融知识进美丽乡村力
度，扩大新型农业主体融资途径，发挥我行批零联动、集团协
同的综合金融服务优势，共建和谐金融生态圈，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全面支持上海地区美丽乡村建设。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