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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A13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垂一条思念的绳
——— 纪念祖父孔孚先生

“掬一捧泉水/洗一洗眼
睛/心也绿了。”

诗人贺敬之书写的诗句
《泉边》还滴着五龙潭的水珠
呢，祖父的第二座诗碑已荡漾
在白石泉的波光里了。

“请教泉有多少/去问济
南人的眼睛吧/愿闻济南人的
性格/那你去问泉水吧。”这首

《答客问》是由魏启后先生书
写的。名诗名字，名泉名石，再
助以名匠之神工，自然构成了
无可挑剔的名景。

诗碑清澈在泉眼里，一茎
水草好奇地临摹那些字；然后
是几尾鱼绕来绕去；有朵云遮

住了其中的一行，停顿片刻又
飘走了；泉在汩汩地读，柳在静
静地听。此时倚石临水的仿佛
不是那些诗句，而是祖父本人。

祖父一生无数次地歌唱
过济南的泉水，现在他终于可
以静下来，眯起眼听泉水为他
日夜歌唱了。

和泉城林林总总的题刻
相比，这座诗碑算得上独具风
姿。祖父用新诗写济南，令人
耳目一新。和他那充满灵性的
诗句一样，泉城之美既是古典
的，又是现代的，而且不可阻
挡地要从现代流向未来。

好像有人说过，祖父的字

比他的诗还要好。是这样吧！
真希望有一天看到那字也在
石头上绿出芽儿。

诗碑，书碑，一方小小的
纪念碑，在诗歌被冷落的日
子，纪念一位诗人。

诗碑是沉思的泉水，泉水
是歌吟的诗碑。

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会
有成群结队的游人从碑前经
过，他们大多是为泉而来，在俯
身观泉的同时，偶尔瞥见了水
中摇曳的诗句。也许只有很少
的人爱这些诗，在诗碑前小立，
默诵或者朗读，然后离开。

但有些是离不开的，譬如

泉水，譬如诗。
离开了泉水，济南还可以

再叫泉城吗?离开了诗，泉水
还能再流进梦里吗？

其实济南并非独美泉族，
还有山，还有湖呢。“四面荷花
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如
果春登佛慧山时读到：“佛头/
青了”；如果雪天望华山时读
到：“它是孤独的/在铅色的穹
庐下/几十亿年/仍是一个骨朵
/雪落着/看它使劲地开”；如果
夏游大明湖时看到这么一座诗
碑，上面刻着：“竖一个绿耳/听
风听雨/蜻蜓立于圆/蜜蜂醉于
蕊/天地一色/济南开了。”

泉边，湖边，水的韵味一
直到遥远的海边。

当在栈桥附近见到这样的
诗句：“青岛的风/玻璃似的/人
游在街上/像鱼……”我相信
青岛也会海一样笑出声来
的。

读风景中的诗，品诗中的
风景，垂一条思念的绳。

时间真快，祖父离世23年
了，但我感觉他还活着。好多
人还在读他的诗，在纪念他。
我感到欣慰。

祖父的心灵纯洁得透明，
他的诗映照着我，滋养着我，
洗着我的眼睛。我感到温暖。

□孔维

今年夏天热得早，一动弹
就浑身出汗，我改在早起读书。
那天清晨刚打开手机，就看到
大静的留言闪烁成片。“一大早
爸妈又吵架了，还动了手，这哪
儿像个家啊？我不想让他们这
样，但是看样子他们真过不下
去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大静
的哭诉，也扰乱了我的心思，这
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倾诉了。

大静今年上大四，在家排
行老大，下面有一妹一弟，妹妹
今年中考。从上高中起，家里
家外大静就主动撑起来，弟弟
妹妹的事都揽过来。今年疫情
发生后，在家上网课的她，既
要为弟妹辅导功课，也要帮忙
做饭洗刷。她觉得自己多分担
点儿，父母就能歇歇，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家庭大战。“本来我
以为我懂事点儿，就没那么多
事情压在他们身上了，但他们
总是不消停……”我先安抚她
的情绪，让她好好冷静一下，然
后告诉她：“你不妨学着示弱！”
她满脸不理解，问道：“我担心
我再装不懂事，父母岂不是更
烦心？”

放下电话，我陷入深思。从
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懂
事”“听话”“乖”。幼儿园里，懂
事的孩子善于讨好，过节日懂
得给老师送小礼物；上小学后，
懂事的学生会察言观色，替老
师跑腿买东西，让父母为校企
联系印刷活；进入职场，懂事的
人见机行事，时刻做老板的跟
班，办公室倒茶，饭局上挡酒，
下班后代驾……很多时候，因
为太懂事而失去自我，内心无
处倾倒的委屈最终累积成为怨
恨。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
家里的老大更是“擎天柱”和

“守门神”。作家梁晓声就曾分
享过，比他大6岁的哥哥梁绍先
曾因家贫一度放弃上大学，后
来患上精神分裂症，梁晓声主
动接过来照顾。我的母亲在家
也是排行老大，上面虽有个姐

姐，但是收养的，必须高看一
眼，下面弟弟妹妹又多，所以我
母亲吃尽苦头，饱尝艰辛：大坝
边洗衣裳的是她，菜地里育秧
苗的是她，骑车进城卖菜的是
她，灶台前蒸馍烙饼的是她，生
产队里挣工分的还是她……经
年累月，岁月的馈赠也是令人
触目惊心，手指磨起了厚茧，腰
腿侵入了风湿。姥爷姥娘把最
轻快的活儿都留给了大姨，找
人把她安排在大队里当缝纫
工，她结婚时，一家人硬是从牙
缝里省出钱来给她置办体面的
嫁妆。母亲的懂事成为那代人
的集体荣光。可是，当他们这代
人步入老年后，他们的苦楚和
委屈有谁倾听呢？事实上，委屈
往往不会随着时间消散，反而
会加重苦难的重量。

所谓“懂事”哲学里，还蕴
含另一重思考，那就是选择。这
让我想起《红楼梦》中贾母身边
最得力的丫鬟鸳鸯。她有茂密
黑亮的秀发，脸上有些雀斑，长
得不很出众，但是能胜任贾母
的贴身“秘书”，必有过人之处。
李纨夸奖她道，“从太太起，哪
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现在他
敢驳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
人的话……那孩子心也公道，
虽然这样，倒常替人说好话儿，
还倒不依势欺人的。”邢夫人给
鸳鸯说媒，觉得丫鬟嫁人做妾
是必经之路，鸳鸯却誓死反抗，
守着众人又发毒誓又剪头发，

“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
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
是‘宝金’‘宝银’‘宝皇帝’，横
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
逼着我，我一刀子挨死了，也不
能从命！”只见她“一面说着，一
面回手打开头发，右手就铰”。
从职场角度论，她懂礼数却又
敢违抗，这样做很不懂事；但从
人性角度分析，这是她的个性
和原则，她不会因为讨好贾母
而唯唯诺诺，不会因为随波逐
流而牺牲自我。当她撞见司棋

和潘又安私会时，立即说会保
守秘密，听说司棋生了病，她又
给她吃定心丸，“鸳鸯支出人
去，反自己立身发誓，与司棋
说，‘我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
现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别白糟
蹋了小命儿’！”如此职场姐妹
情难能可贵，这个“贵”，是人品
高贵、身价值钱，也是精神高
贵。试问，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爱
自己、经营自己，又拿什么去爱
他人呢？

与之相反的人物是李纨。
虽说有人欣赏她有学识，但我
始终认为她整天太端着，活得
太憋屈。有一处细节令我印象
深刻。《红楼梦》第39回中，宝
玉、黛玉、宝钗、湘云、李纨等吃
螃蟹、做菊花诗，受凤姐指派，
平儿赶来拿几个螃蟹回去吃。

“李纨见了，把平儿留住，因拉
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
他嘴边。”稍后，她在平儿身上
一通摸索，甚至摸到了一把硬
钥匙。摸索这个动作，传达出李
纨深深的孤独和渴望。此前薛
姨妈委托周瑞家的给女孩子们
送花，独独没有李纨的，“周瑞
家的便往凤姐处来，穿过了夹
道子，从李纨后窗下越过西花
墙，出西角门，进凤姐院中。”这
句移景描写简直是人性之笔，
李纨的被冷落、被损害和被侮
辱暴露无遗，好几次读到这里
我都忍不住停下来，顿觉心里
有个地方硌得慌。李纨最终落
了个年老丧子的悲惨局面，与
其说她命运不好，不如说是个
性造就，太懂事的缘故——— 固
然封建社会寡妇没有地位，但
一味迎合只会失去更多自主
权，变得狭隘和嫉妒，结局也愈
加糟糕。

委屈好比安眠药，吃得多
了必然会产生毒性，让人丧失
自我，活成附庸，这是最失败的
人生。我们要懂得主动选择的
智慧，不要因为“懂事”而错过
原本幸福的生活。

所所所谓谓谓“““懂懂懂事事事”””哲哲哲学学学

人到中年，有几个陪
你忆旧的人，也是人生一
大幸事。

我与老友侯三每次
见面都感觉很亲切，不见
面时也很少想起对方。前
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与侯
三聊天，他回忆起了自己
当年第一次进县城的旧
事。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
端午节，14岁的侯三步行
了6个小时山路，然后乘船
去县城的大河边看龙舟
赛。

侯三第一次进城，一
路走一路问，到了江边。
人山人海中，龙舟竞发，
欢呼如潮。瘦小的侯三踮
起脚，像乡下的鹅那样引
颈张望。侯三突然感觉一
只脚的脚背有疼痛袭来，
低头一看，一个穿皮鞋的
中年男人踩住了他的脚。
侯三歪头一看，那是个气
度不凡的中年男人，是县
城人的模样。兴奋的男人
一直在吆喝，浑然没发觉
自己正踩在少年的脚上。
侯三疼得再也忍不住了，
使劲把脚抽了出来，发出
一声难受的呻吟。中年男
人垂下头，哼了一声：“怎
么了？”慌慌张张的侯三
一瘸一拐跑出了人群，他
去了一家馆子，用身上带
的钱，痛痛快快地吃了一
大碗大肠面。他是在给自
己压惊，也是在跟自己较
劲。然后，侯三用剩下的
钱买了几个大馒头给乡
下的爹娘带回去。侯三坐
船又步行回家时，已是深
夜，他叫醒被窝里的母
亲：“妈，起来吃馒头。”

侯三向我回忆起这
一幕时，笑了，落泪了。侯
三说，当年去县城，自己
作为一个乡下少年，内心
极度自卑，让他面对城里
人时总是很惶恐。他进城
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
资，给乡下的父亲买了一
双皮鞋。种地的父亲，去
县城或遇到重大节日时，
才会穿上这双皮鞋。父亲
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年，
这双皮鞋还是新的。

侯三说，如今每次看
到那些进城的乡下人，他
脑海中总浮现起自己当
年的模样，高一脚低一脚
地在县城马路上走着，每
一次抬腿，似乎都是在跟
自己的内心搏斗。侯三看

到他们，总要停留下来，
像看一部老电影一样，眼
前的纷乱红尘，转瞬间隐
遁入了旧时光的黑白。侯
三说，他的骨子里埋着
的、奔流着的，还是乡下
人的气血。难怪侯三一直
喜欢吃粗粮野菜，难怪侯
三家的墙上还挂着一个
斗笠，难怪侯三在城里看
到一个担着菜筐卖菜的
乡下老农，也要拉他去馆
子里吃上一顿馄饨唠唠
嗑。正如人们常说的那
样，你在世上走了千万条
路，遇到千万个人，最后，
你遇到的还是你自己，你
回到的地方还是你的内
心。

我13岁那年，从乡下
第一次进县城，头天晚
上，就兴奋得失眠了。天
蒙蒙亮，趟过山路上露水
荡漾的草丛，我和母亲一
同步行去县城表姨家，庆
贺表姨60岁的生日。我提
着的篮子里，有一只鸡、
一只鸭。

到了县城，车轮滚
滚、人流熙攘中，我和母
亲迷路了。母亲急得要哭
了，那时又没电话。这时，
看到一位穿白色制服的
公安人员，我和母亲壮着
胆子上前求助。母亲哆嗦
着说，表姨家门前有一个
理发店，院门前还有一棵
黄葛树。但说出的这些，
都不足以找到表姨的家。
母亲终于镇定下来，想起
口袋里还有一张条子，那
上面写着表姨家的地址。
热心的公安人员找来一
辆吉普车，把我和母亲送
到了表姨家。见到表姨，
母亲扑上去，哭了。我看
见篮子里的鸡鸭都耷拉
着眼皮，它们在乡下竹林
山坡上多么神气活现，来
了县城，也和我一样呆滞
了。第二天早晨，表姨准
备去鸡笼里捉鸡来杀，却
发现鸡已死了，它合上的
眼皮带着污浊的青色。那
只孤独的鸭，受了刺激，
一动不动。

有 天 我 走 在 马 路
上，走着走着，恍然看到
楼房一下子矮下来，变
成了乡下茅屋。耳旁的
阵阵车鸣声，我以为那
是鸡鸣。想起第一次进
县城那年，我也是这样
的恍惚状态。

少年的脚步 □李晓

□□雪雪樱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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