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少年朋友多情趣
求学何必死读书

一度没有先生教，兄弟们就坐在书堂自己读
书。往往是哥哥管着弟弟，三弟尔崇常常调皮，大
哥就坐在对面盯着他。他说哥哥老管着我读书，
自己悠闲地呆坐着。哥哥说我听父亲的安排，我
不是读书的料，可弟弟是做学问的才子，我必须瞪
着两眼盯着你。时令到了夏季，大热天就适当放
松下，他们得以和伙伴们出去玩耍。尔崇爱玩蝈
蝈，就伙同一个皮小子去田野上捉蝈蝈。他爱游
水，就和几个伙伴跳进河水里游玩。有的伙伴抓
到鱼了，他也游到深水处凑热闹。伙伴们泅进水
下抓鱼，他不敢泅水，想用脚踩鱼。鱼没踩着，却
被河龟咬住了脚趾头。他侧着身子，喊叫着逃出
水面。伙伴们大哗，然后大笑，说老王八单咬小书
生，小书生的脚也有墨香啊。

唯独他还穿件小裤子，伙伴们都是光溜溜，几
个光溜溜的小子围着他闹闹嚷嚷。有人拿柳棍敲
打龟甲，有人用手指捏龟脖子，龟似乎有意志，不
怕折腾，更是勇敢地死死咬着他的无名脚趾。小
个子伙伴说：“不咬大拇趾，不咬小拇趾，单咬无名
趾，莫非有啥兆头？难道你考场不顺，高中无缘，
此生无名？”

他哭了。疼痛不会哭，水里遇险不值得哭，但
伙伴的话语刺痛了他的心，高中无缘，此生无名，
令他怎么不心痛，怎么不哭泣呢？

尔鱼踹了那小子一脚，骂他说屁话，狗嘴里吐
不出象牙来。

那小子咧咧嘴，说我回家牵驴去。
当地人有个说法，王八咬人不松口，打它吵

它全无用，只有听见驴叫才会张嘴缩头。
河道离村里一里多路，两刻时那小子牵驴回

来了。那小子不着急，牵驴当乐子，光溜溜地骑在

驴背上，欢喜着哪。人们叫他小不点茅罐，说你小
子掉进茅罐里喝了一通百年老陈酒才回来吗？他
家几代人都叫茅罐，祖爷爷叫老茅罐，爷爷叫大茅
罐，老爹叫小茅罐，他只能叫小不点茅罐啦。茅罐
是做啥用的？装酒，他家是造土酒的。刚造的不
售，留给下辈子售。祖爷爷辈只造不售，爷爷辈就
边造边售，那酒就是陈了三四十年的老陈酒，别提
多么香醇了，达官贵人才能喝得起。小不点茅罐
十四五岁了还没有学会酿造，但脑瓜子特灵，帮着
大人算账又快又准。

驴呀，驴呀，叫啊，叫啊。四五个伙伴围着驴
子蹦跳着，喊叫着，驴子却无动于衷，什么表情都
没有，只管垂着脑袋耷拉着耳朵，似乎在听河道里
的风声。

有的训驴，有的骂驴，有的要打驴。牵驴来的
小不点茅罐爱惜自家的驴，扑在驴身上护着。尔
鱼是一伙人的头儿，却也没好招了，就跪在驴头前
念念叨叨乞求：“好驴，不，好哥们儿好爷们儿我求
你啦，我给你下跪了，你就张嘴叫两声。我称你大
舅子行不行，我称你老丈人行不行？你乐意听我
喊你千岁万岁万万岁吗？哎哟，你这个老家伙这
么不好商量。哎呀，你这个臭驴，你这个傻驴，你
这个不通人情的邪种，你可急死我啦！”

伙伴们逗他：“你干脆磕头吧，拜拜这个毛驴
祖宗也许它就转变态度随了你的意。”

他也逗着说：“逼急了我就磕头，就当给我的
老丈母娘磕头。老丈母娘生的驴驹子或许已经变
成美女了，藏在一个旮旯里羞答答等着我到时候

前去抱哪。”
他静静地坐着，眼泪早被河风吹干。身后的

柳条拂过他的头顶和耳朵，他高兴了，开眼了，看
看哗哗流淌的河水，看看咬着他的脚趾不动弹的
河龟，兴来语出，作诗以诵：

河龟好亲切，锁口亲昵我。
咬我脚趾是有情，平生梦想达精灵。
莫说我无名，渊龙不显影。
谁是注定蓬蒿人？我自出门大笑声。
众伙伴喝彩，然后玩笑，说“王八”听诗也就像

老牛听琴，连眼皮都不会动一动。
小不点茅罐寻到一块刀样的破磁瓦，说要割

河龟的脖子。他坚决不让，叫他们安静地坐着，听
他再诵诗。小诗诵了无数遍，伙伴们快恹欲睡了，
河龟松口了。

奇迹！奇迹啊！伙伴们喊叫着。他不显得激
动兴奋，躬腰看着河龟慢慢地爬过草丛，爬向水
边，爬进水里。他如醉如痴地叨叨：“河龟就是一
首诗，你不咬我哪有诗？将来我果真成个诗人，就
给你铸个金身，把我的诗刻在你的甲上。”

他骑在驴背上，走上河堤，走下岸坡。大道两
边是大片的豆子地，豆棵上开着点白花，有幼鼠耳
朵般的豆角在棵下长出来。尔崇跑来，蝈蝈笼子
里蹦跳着好几只蝈烟。问他为何骑在驴上，抓鱼
没抓到抓住毛驴啦？河里长鱼虾还长毛驴吗？人
们就笑说他被河龟咬住脚了，牵驴来叫唤，可这邪
驴就是不叫晚，驮个人倒是乐意，尔岐一跨上去就
屁颠屁颠地欢，还不是贱骨头吗？老邪驴，连个臭

屁都不放！瞧，叫唤了！这时候叫唤啦！他们说
着骂着，毛驴不知为何来情绪了，啊啊地叫了两
声。驴嘴是个大号筒，声音好大，比人的喊叫高八
度。

尔崇俯身看看他的脚趾头，红紫，但没出血。
尔崇拍拍他的肩膀说：“不必烦恼，其实让河龟咬
着脚实在是好运气。哥哥有龟才之气象，将来不
当丞相就做军师。据说本朝开国元老刘伯温就是
一个大河龟，一次喝醉酒现了原形，有磨盘那么
大。”

尔鱼伸手打了小不点茅罐的头一下，故作威
严地说：“听听，尔崇说得多么吉利，你小子倒胡扯
此生无名。论见识咱们得向人家兄弟俩学习，都
是读过书的英俊才子。”

满院子的蝈蝈叫声，好几个笼子里的蝈蝈在
下午舒服的温度里叫得特别响亮。睡午觉的父亲
被吵醒了，在院子里指画着嚷：“看看，听听，多么
有理论啊！虫子，虫子！你们一个个都是能成大
器的虫子！”

尔崇嘻嘻哈哈拉着父亲走到大门下，他站在
门口汗流满面，父亲的话语像锤子在敲击他的
心。尔崇却嬉闹说：“非也，非也。是诗人，是龟
才，不是虫子。”尔崇叫他诵一遍在河边吟的诗，他
心里惴惴的，看着父亲的脸色诵了一遍。父亲说：

“诗吟得不错，然凭文学难以进学，还是老老实实
读经史子集，方能大考出仕。不过，“仰天大笑出
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该记取。你们都记住李白
这句诗，算是我对你们的警策。”

门外传来啊啊的驴叫声，伙伴们还未散去，蹲
在树荫里看着他们，顾盼中似乎玩兴不尽。

尔崇在门下探头看驴，随之吟道：“仰天大叫
出门去，我等岂是泛江郎。”

大哥从梨树林中睡够了回来，也站在门口凑
热闹。接三弟的话说：“我是感到江郎才尽了，论

气派恐怕不如这驴子。你俩一个属龙，一个属马，
龙马双骄。我属个兔子，在地面上蹦蹦跶跶，一不
小心就叫药枪打趴下了。”

父亲哈哈笑了，看着他们兄弟仨说：“成龙成
虫说话没谱，学问是靠自己奋发图强努力求索得
来的。当然，有好先生教授也很要紧。我已经请
了黄河两岸有名的秀才先生董学士，几天后就来
咱家。所谓秀才先生，就是教学生考取秀才之
意。教授四书五经，学通了考取秀才马到成功。”

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不假。董学士两年就
把他们兄弟俩教导成英年秀才了。以后再考举
子，这学问可就更大了。父亲不怕多花银两，又请
来名气更大的董之友，教得双秀才把《书经》和《春
秋》还有时兴的八股文读得滚瓜烂熟。考举子谈
何容易，傻读书死读书的笨地瓜倒能考上，可他们
都是机灵豆子，不愿抄袭拼凑八股文，觉得自己有
才气发挥施展吗？非懵懵懂懂地穷捣鼓八股文，
但他们拨错了前程命运的算盘珠，考了好几年总
是名落孙山，举人老爷的大门似乎中了什么邪祟，
老是对英才少年关得严严实实。兄弟俩暗地里骂
考官都是老混蛋，瞎了眼不识货，似乎看着地瓜蛋
比金豆子更值钱。

才华横溢的三弟啊，是这个世道断送了你的
锦绣前程啊。三弟去哪里了？干什么去了？一个
弱冠书生，你将怎样为父兄报仇雪恨呢？一想到
报仇雪恨这个词，他就恨得咬牙切齿。他闭上眼
苦苦琢磨着复仇的方案。

他恍惚间变成了一个魔鬼，四肢发达，巨口獠
牙，呼出一口气就变作冲天狂风，飞沙走石是风
头，后面紧跟着巨石横木，直将清朝廷的金銮殿砸
垮了，一道道门槛流出一片片黑血。他又唉声叹
气，自语为什么只是梦幻，就不能变作真实呢？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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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外红尘》
◎李长三

蒿 庵 记
◎张志云

弯道上的转身
无论怎样用心去做一件事情，就算你

认为做到了极致，也会有人不喜欢，甚至
有人看不惯。对此不要想不通，因为除了
钱，没有一件人人都喜欢的事情。这是我
在告别舞台时的一段感慨。

我几乎每天都会对自己做的事情做
一次自省。这并非受了哪部儒家经典的
指引，是与生俱来的多思，抑或是多愁善
感。但喜欢思考并不代表复杂，我其实是
个简单到连吃饭都想省略的人，同时又是
一个执着的人，执着到爱上一件事便很难
回头。

追梦舞台，就体现了这种义无反顾的
执着。这种执着虽然开创了一个崭新唯
美的艺术形式，收获了诸多好评和粉丝，
也引来了某些非议。而我一直保持着良
好的心态和激情，尽管没登上央视舞台，
却多次参加省市电台的演出而倍受青
睐。《济南日报》和《齐鲁晚报》也先后作了
报道。

而我清醒的意识到，到了该退出舞台

的时候了。想到几十年如一日的专业积
累，想到北京求学的艰辛，想到导师曾经
的厚望，不能把精力一次次消耗在舞台
上。而这个曾经让我欲罢不能的书画表
演，尽管表演的本质还属于国画，挥洒的
题材也是正统的水墨元素，可最终还是要
回归画斋，用作品和实力说话。

就在我的舞台艺术走向成熟的时候，
就在鲜花和掌声依然充满诱惑的时候，我做
了一个突然的转身，在泉城济南建立了自己
的书画工作室，开始了长期的专业性学术探
索。这是一个艺术状态的改变，是一次艺术
本质的回归，也是艺术坡道上临时搭建的驿
站。这个驿站显然不是终点，只是追求艺术
途中的加油站。在这里可以完全安静下来，
忘记曾经绚丽的舞台，全身心投入书画创
作。在日复一日的涂抹中，也迎来了一个又
一个丰硕的收获季。首先，参加世界华人画
展斩获嘉奖，然后《中国书画》杂志连续做出
报道，并被山东省美协、山东省作协、山东省
书协、中国诗词协会同时吸收为会员。随
后，又出版了大型画集《水墨三部曲》，并有
大量作品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也顺利成为

“齐鲁文化之星”。
按说，凭着这些成绩完全可以自我陶

醉一番，也可以凭借这些头衔满足于一种
艺术上的小成，而喜欢反思的个性忽然觉
得，这些所谓的成绩和头衔只不过是虚荣
心的一种满足，画家最珍贵的远远不是这
些，真正的艺术价值要看作品是否具有自
己独特的风格，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真正的乐趣是追求艺术时不断超越自我
的过程。这无疑是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不
很现实的目标，也注定了将来的路，还很
长很长。

有人说，我走的弯路太多了，我不否
认这一点。我却坚信世上没有白走的路，
走得弯路多，看得风景自然就多，每多走
的一步，都是财富。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
轨迹，该走的路，一步也不会少。

我曾给自己做过一个小结：琴箫是前
世的情缘，刀剑是未了的夙愿；诗文是内
心的诉说，书画是永久的陪伴。似乎哪一
样都难以割舍，但最终认定书画才是最好
的伴侣，你若不离，它亦不变；你若不弃，
它亦不倦。 （待 续）

还好，小屋的灯亮着。他用力拉开那扇柴门，
来到她的窗下。灯影里，她在一下下纳着鞋底 ，麻
线“哧拉哧拉”地响着，那只弯来曲去的臂显得很是
有力。他抬起手，轻轻敲响了窗棂。

“谁呀！”
屋里的人腾地站了起来，声音有些抖。

“是我，老六。你开开门，有话跟你说。”
“有啥话明日再说，这么晚了。”
屋里的灯随之灭了。他站在窗下，一动不动地

望着那扇黑黑的窗，就那么站着，直把腿都站木了，
漆黑的屋里却没有半点动静。

“求你了，把门打开吧，俺说几句话就走，是为
了全福和芳草的事。”

“啥事你快说，让人看见多不好。”
一听说是为了芳草的事，秋兰的语调缓和了

些。
“谁看见俺也不怕，你不开，俺就一直这么站下

去。”
吧嗒一声，电灯亮了，那扇紧闭着的木格窗

上 ，开了半个巴掌那么大的一个小洞，那以往是用
来望时辰的。

“你有啥话，就快点讲吧，俺听着呢。”
眼睛贴在那小洞上，他只望见了一片星星点点

的素花。那是她经常穿的那件蓝花褂子的一个后
身。

“你的心咋那么硬呢？你该知道，俺对你，是三
心二意吗？自打俺家全福他娘过去了以后，给俺
提亲的，少说也有十个二十个的了吧，有二婚，也有
黄花闺女，俺的心动过吗？”

“你别这么着，孩子也都这么大了。俺有啥
好？你还是找个合适的娶过来吧。”

屋里的那个声音低低的，有些发颤。
“这好不好的俺也说不准。那回从你这儿碰了

一鼻子灰，你骂了俺，以为俺是来欺负你，你 说，俺
敢吗？那回，俺是恼了，去找了别的女人。实话跟
你说了，俺经的女人也不止一个两个了，任哪一个
俺说出来，她不是痛痛快快的？可是，俺就想着娶
你，咱们一块过日子。 ”

“别说了，你真不要脸！仗着你干那个屁大的
官，喝点驴马尿就到处去寻女人找乐子，还整天价
人五人六地教训别人，你就不怕全福知道了，不认
你这个爹吗？你要再这样，可别怪我在芳草和全福
的事上说道。你走吧，俺想睡了。”

屋里那盏灯，吧嗒一声灭了。一切，又都死一
般宁静。

屋外窗下的老六，竟抽搭起来：“俺知道，他救

过你。可是，他那个脾气，能为了你改过来吗？”
老六依然抽搭着，断断续续地慢慢说着，像是

在自己给自己唱着一首古老的催眠曲。屋里的那
一个，却始终再也没吭一声。呆坐片刻，她开始慢
慢地一件件脱着衣服。十八年了，她不会忘记。深
深的屈辱感，在血管中奔突汹涌。

那年，滩里闹饥荒，家家揭不开锅。趁了天黑，
秋兰到河滩里去掐了两把麦穗，刚走到房台跟前，
被老六和几个民兵看见。老六半真半假地说：“河
嫂子，只要你光着腚围着房台跑三 圈 ，这些麦穗就
归你。要不，你就带着这些麦穗到公社办上三天学
习班。”“你这话当真？”“当真。”秋兰把麦穗慢慢掏
出来放到地下，然后便一件件脱衣服。终于，所有
的衣服都脱光了，面前的几个男人，都像被施了定
身法般站在那动弹不得了，淡淡的月光下，那白亮
且富有弹性的胴体，曲线毕露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都呆了。

秋兰真的绕房台跑了三圈，然后她麻利地穿上
衣服，捡起地上的麦穗，头也不回地朝房台上走去，
只把那几个男人晾在那儿半天没有醒过来。

现在，望着自己半裸的躯体，秋兰的泪滚落下
来。

把窗台上的长寿糕往里推了推，老六梦游一般

走出那小院，临出大门时，还随手把柴门拉紧了。
屋里的哭声，断断续续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的晚上，依然是个没有月光的大阴天，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早早便睡下了。街上，只传来
一两声狗的低吠。灌了一天酒的老六，把脸在冷水
里浸了一会，然后又顺着前一天晚上的路线，深一
脚浅一脚地朝着秋兰的家走去。

那座小西屋的窗黑黑的，同周围黑黑的街黑黑
的房子没有啥两样。

反手一拧，柴门上的铁丝在老六手里“咔嚓”
一声断了。推开柴门，他一步迈进了朦朦胧胧的
院子。站在窗下敲了一阵，屋里没有一丝动静。
若在以往，没有动静他也就走了，可这回不行，身
体里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在上下涌动，他觉得自
己轻飘飘的像是要升到天上去了。今天晚上不
敲开这扇门，他觉得自己就会死过去，死在这窄
巴巴的小院子里。以往的只想见她一面同她说
说话的念头变淡了，火炉一样的胸膛里，一股抑
止不住的热流在往外喷涌着，他觉得自己就要爆
炸了，就要“扑通”一声一头倒下去再也不会起来
了。他一只手撕扯着胸口的衣服，另一只手就那
样不停地敲着那窗户。

（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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