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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阕写给母亲的战争咏叹调

作家中来 /雪 岛

! ! ! !

小时候，喜欢听母亲跟我谈家常。母

亲的家常絮絮叨叨，酸甜苦辣，沉淀在我

的记忆里，日久天长，就变成了春花秋

月。母亲跟我谈的，多是柴米油盐，鸡毛

蒜皮，可是有一回，却跟我说了一件跟家

长里短不沾边的事。说是，在她年轻的时

候，曾在河边碰到一个新四军女兵，后

来，那女兵请她用船送她去了一个地方。

就这么一个既没有开头也没有收尾

的故事，竟引起我的极大好奇。

这个女兵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是去送情报，还是搞侦察？母亲身子孱

弱，划着小船送她，会不会有危险？她们

在船上有没有说过什么？女兵长得漂亮

吗？身上有没有佩带手枪？我知道母亲的

桨划得好，母亲从小就跟着外公外婆在

船上放鱼鹰，能用双桨把小船划得像鸟

一样在河面上飞。那种捉鱼船母亲总是

称它“小划子”。她划船的时候，女兵是坐

着，还是站着？她有没有唱军歌？这一连

串的联想，一直纠缠着我的童年，直至现

在，我还会时不时地寻思这些陈年往事。

母亲是在家里做针线活时悄悄跟我讲

的，说话的当口，还将手上的针在发间轻

轻篦一篦，就像去田里割一棵青菜那般

轻描淡写。我已经记不清母亲有没有说

送了多远，还是从河的此岸摆渡到对岸，

都记不清了。

但我记得，临分手时，女兵曾对母亲

说，将来会来看她，为了报答她的一桨之

恩。

可是后来，女兵再也没有来。是她光

荣了，还是革命大功告成，进了城，当了

大官，把母亲忘了？

母亲却一直在等待，等得天老地荒。

为了寻找这个女兵，我一次次上路，

出远门，从老家一路寻到安徽泾县，从云

岭寻到青弋江畔。将近半个世纪的寻找，

我终于将这个女兵找回来了，现在她就

在我面前，跟我叙说着那远去的战争和

硝烟，她是我长篇小说《琵琶行》里的主

人公赵文茹。

几十年来，我找她找得好苦，这种肉

身和精神的漫游，几乎耗去了大半生岁

月。如今，我老了，可她还是那么年轻，一

身军装裹着绰约风姿和如水柔情。

在泾县云岭的古老祠堂，我挨墙呆

坐，坐久了，古砖的缝隙里就传来女兵的

歌声，还有她用琵琶弹奏的《十面埋伏》、

《平沙落雁》；在青弋江古镇章渡渡口，我

看见女兵坐着竹筏，将赤裸的双脚插入青

波，打起阵阵浪花；在血战最激烈的茂林

石井坑，我在叶挺将军指挥部队的农家，

倾听军长高筒皮靴敲击地面发出的响声。

为了寻找她，我一次次叩问历史老人，应

该如何评价“皖南事变”？这个沉重的话题

直至今天还是众说纷纭。可是历史老人始

终没有回答我，老人真机智，总是将很多

玄而又玄的问题搁置在我面前，让我去寻

求解读的答案。几十年的寻觅，我发现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原来，“皖南事变”

是一次黄埔军校的同学打架：新四军军长

叶挺和国军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是

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双方部属也有不少出

自那所赫赫有名的军校。

寻找女兵花费了我大半生的岁月，

可是她一旦到了身边，我的激情就不可

遏止。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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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拙作初稿的书写，只

用了三个月，而且每天只写一个上午。三

个月里，我像疯了一样，就连吃饭睡觉，

也和女兵形影不离。女兵总是纠缠着我，

更多的时候，不是我要写，而是她逼着我，

仿佛是用手枪顶着我的后脑勺。我明明知

道，被手枪顶着后脑勺是写不了的，可我

却宁愿被她顶着，原来那是一支美丽无比

又柔情无比的勃朗宁手枪，一旦被里面的

子弹击中，就灵感涌动，疯狂宣泄。

因为子弹里装的不是火药，而是生

活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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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旬，当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

《琵琶行》寄到北京，我头一个念头就是

想回家。我要捧着这部长篇站到母亲坟

头，轻轻地说：娘，那个新四军女兵，我已

经找回来了，现在她就站在你面前。

娘，我要让她永远陪伴你。让她坐上

你的小划子，顺着当年的小河，一直向前划

去，划到故事源头，划入你们的少女时代。

伴一路桨声，轻轻弹奏她的琵琶。

!本文作者著长篇小说"琵琶行#已

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 并同步买断

长篇电视剧改编版权% 本文作者雪岛即

徐锁荣$常州籍著名海军作家&

迷失在

行进的黑暗里

远山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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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美丽的芭蕾舞演员，在成

长的道路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与

另一个芭蕾舞演员的竞争状态中，随着

一场重大演出的日渐临近，压力随之而

加重，更麻烦的还是，她不能确定竞争对

手是否是个超自然的幻象……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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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品的美国影片《黑

天鹅》。它取材于芭蕾舞剧《天鹅湖》，既

有优雅唯美的芭蕾元素，又有当今世俗

精神和人性扭曲异化，更难得的是，细致

展现了一个优秀芭蕾舞者的内心渊薮。

原本善良温顺、言听计从的尼娜，被同样

是芭蕾舞者的母亲尽心监护着，至多只

是仰慕一下大街上海报中的天鹅女王贝

丝而已。直到芭蕾教师托马斯宣布由一

人饰演黑、白天鹅，十分强调黑天鹅的重

要性，必须“像一只结网蜘蛛”。从此尼娜

的平静才被打破，她的命运也就在排练

黑天鹅一再失败却又拼命想要这个角色

时蒙上了悲剧阴影。其实，尼娜从纯美无

瑕的白天鹅蜕变成邪恶黑天鹅的过程，

是极其缓慢而渐进的。当中固然有教师

托马斯居心可疑的种种“开导”，有剧团

里司空见惯的诽谤与倾轧，还有过气明

星贝丝人老珠黄终于自杀的触目惊心，

但最主要的因素仍来自她灵魂里的挣扎

变化，来自她人生的取向错位，来自她被

“黑天鹅”的完全占有。

都说人心里有只“潘朵拉盒子”，尼

娜不小心打开了它，释放出来的唯我与

嫉妒，那般一发不可收。竞演黑天鹅的对

手莉莉理所当然地成为她的仇敌了。莉

莉这个人，嗑药酗酒，出入夜总会，和男

人风骚调情，好像就是天生的“黑天鹅”。

可尼娜内心却比莉莉走得更远，暗影中

跳舞充满疯狂，扔掉音乐盒和玩偶，种种

幻象出现，甚至当面唾骂一生都不幸的

母亲：“我是天鹅女王，你一辈子只配跑

龙套。”这就宣告她正在告别“白天鹅”，

走向“黑天鹅”的邪恶与堕落，至于后来

与莉莉的矛盾冲突到顶点她竟用玻璃片

杀死莉莉时，一只道道地地的黑天鹅便

振翅而飞了。必须着重说明的一点，杀死

莉莉不过是尼娜为了保住天鹅女王的独

尊而产生的精神错乱。玻璃片戳进了自

己的身体，就此酿成了尼娜最终的悲剧。

写芭蕾舞者的影片岂止《黑天鹅》，

上世纪的英国影片《红菱艳》，同样是说

芭蕾舞者在优雅完美背后的压力和不完

美，同样是以命运悲剧结尾，予人以深刻

印象。不同的是，《黑天鹅》则以更加多姿

多彩的手法，更加凸显出当今社会的现

实生活，比如事业心、压力和生存竞争，

与此同时深入揭示人性的扭曲和变异。

在这方面，饰演舞者尼娜的娜塔莉·波特

曼无疑有着出色的表演才能，记得她曾

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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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中出

演玛蒂尔达，一个留着童花头，天真稚气

却又孤苦伶仃的邻家女孩。不过几年后的

黑天鹅尼娜，竟是一个远比玛蒂尔达性格

复杂繁重得多的角色，尤其是《黑天鹅》并

无多少跌宕情节，没有多少激烈冲突，只

是角色的内心世界从死水微澜到汹涌狂

涛，以至最后的惨遭灭顶。当黑天鹅尼娜

踌躇满志地翩翩起舞，从激情爆发到完全

忘我的疯狂，令人那般震撼心灵，你就会

知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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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

桂冠，绝非是娜塔

莉·波特曼的偶然

奇遇了。

一个角色的极

致和完美成就了新

的天鹅女王，但所

付出的代价则是一

个优秀芭蕾舞者被

黑暗吞噬掉。影片

《黑天鹅》就这样将

美的东西一点一点

地掰碎了给人看。

茅山东麓“沙家浜”
沈成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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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格格格……”，武工队和

区大队的同志且战且退，来到百港交

叉的天荒湖，七拐八绕地过了河。日伪

军气势汹汹地追到河边上，只见波急

浪涌，找不到一条船影子。一个汉奸讨

好似地上前告密：“太君，我亲眼见新

四军过了河，水不深，这大河可以走过

去的。”日伪军将信将疑地涉水过河，

果然水深齐腰，水下有一条暗道。走着

走着，突然，“暗道”中断了，领头的汉

奸和日伪军“扑嗵、扑嗵”地一个个栽

进了河中心。河对岸芦丛中机枪、步枪

吼叫了，一个个手榴弹在河心开花，杀

得日伪军人仰马翻……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金坛县

建昌乡天荒湖畔的一场战斗；这是一

场用“水下桥”诱敌进入伏击圈的战

斗。这“水下桥”就是建昌人民在抗战

中的一种创造，它被作为战例，在中国

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一位外国作家曾经说过，战争是

一种破坏力，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

派生出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的真

谛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让我们再

看另外一幕吧：

天高，云淡，水碧，湖蓝，芦苇在清

风中摇曳。在天荒湖的一处荡子里，一

字儿排开几十条渔船，水面上竖着一

根篙子，上面吊着一块黑板，教员正在

给学员们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突然，远处传来了敌人汽油

船的响声，紧接着圩堤上的“信号树”

摆动了。教员用手势作了个“暂停”的

动作，一条条小船便摇进了芦苇丛中

……这是建昌人民在敌人眼皮底下创

造的“水上党校”，中共东南分局的党

校就用这样的形式给学员们上课。

人们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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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四军创

办在潘家墩、傅家墩、铜马泉的兵工厂。

$)*!

年“五一”节，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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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失

败，兵工厂同志造出了两颗手榴弹，开

了庆祝大会。手榴弹甩出去了，好气人

啊！等了五分钟才爆炸。人们嘲讽地叫

它”慢性弹“。兵工厂的同志全哭了，但

首长还是鼓劲，说：“它从不会炸到会

炸了，也是个胜利，咱们再努一把力，

将‘慢性弹’改造成‘快速弹’！”这也难

怪同志们啊，从豆腐店借的风箱，用洋

铁桶做的炉子，用紫砂泥做的钳锅，在

化铁时，铁水温度高，等不到铁化就把

锅子化掉了。城市党组织派来了技术

工人，运来了焦炭和生铁、铜、铝等材

料，兵工厂开始了新的战斗。由于敌人

的封锁，制造手榴弹缺少硝、磷和酒

精。这事给建昌的党组织知道了，就发

动群众在猪圈、羊圈里掸壁硝，又从敌

占区购来大批火柴，将赤磷一点一点

括下来，给兵工厂熬制。他们用粮食造

白酒，再从白酒里提炼酒精……在根

据地人民的支持下，一颗颗手榴弹、枪

榴弹造出来了，达到了三秒种就炸的

要求，在前沿阵地上大显神威。

建昌———这茅山下的“沙家浜”，

军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创造又何止上

面这些。还有创办在笠帽顶的苏南区

第一个互助组，在天荒湖附近建立的

湖浜中学、供销合作社……它用事实

证明：正义战争的力量在民众之中。

大暑三候
李志胜

腐草为萤

乡村的荷塘边、浓荫下，一个美丽

传说伴随夜凉而生。

“季夏三月，腐草为萤。”你听，知

了都被吓得禁了声，青蛙皆被惊得呱

呱叫，只有像猫一样温顺的大黄狗，偎

依着爷爷的烟袋锅，眼睛一明一暗，让

好奇的童年猜着隐秘的心事。

那根伸向水边的腐草，可不是睡

梦中逃遁的青花蛇吗？那丛日渐软绵

绵的竹子的根，面对闷热和潮湿，也无

可奈何。

爷爷怕我们热得睡不着觉，随意

从民俗中采撷一束宁静的亮光，烛照

我们的心空。一粒粒来自上天的种子，

循着大蒲扇摇扇出来的风，在乡村的

夏夜，将生命的“根须”悄悄扎进夏天

的庭院。

低低的夜空，渴望在飞；静静的家

园，美丽在飞。

而与渴望和美丽并飞的萤火虫，

此时正依附于水，产卵在草，将梦想潜

伏于土，把希冀寄托在来年“卵化蛹、

蛹化虫”的恢弘盛景中。

弱小的萤火虫，其实是相当伟大

的！“萤火，腐草为之。”只是假象，只是

传说。

想起小时候坐不了多长时间的身

子，便开始站起来找寻爷爷所讲故事

里的秘密。我时下已双鬓斑白的脸，面

对又一个来到的大暑，归真返璞，快乐

四溢。

土润溽暑

读《三国演义》，知道了诸葛亮说

的形容春夏秋冬的四个成语：雾霾蒸

腾，土润溽暑，雷始收声，虹藏不见。

而“土润溽暑”，正是大暑节气的

第二候———土壤浸润，空气湿热，让人

苦不堪言，使物“卯着劲”地长。

“桑拿天”叫我们挥汗如雨，“龌龊

热”令我们夏不坐木。这中间的一热一

湿，仿佛两头张牙舞爪的猛兽，无情地

侵蚀着我们的愉悦和健康。

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她老人家早

年爱在这个时候“合酱”。多热的天空

下，她挪动着她的一双小脚，从一棵棵

豆秧上将一粒粒圆润、饱满的大豆用

棒槌捶下来。而后混上面粉，分成小块

在高温的太阳下晒，直至晒出长长的

“毛毛”。然后才收拢起来，装入罐中，

再加入切碎的西瓜或冬瓜等，密封至

秋、至冬，调剂着我们一家人有滋有味

的生活……

如今奶奶早已驾鹤西去，不知她

老人家现在生活的地方，是不是还有

湿热，还有酱豆。

“雾霾蒸腾，土润溽暑，雷始收声，

虹藏不见。”四个古香古色、质朴典雅

的时令之词，此时，只有“土润溽暑”悉

心相伴，湿就“诗”吧，热亦是福！

大雨时行

果味飘香的秋马上就要到了，雷

声是爆竹，雨水是随从。

更多的热开始止步，它们非常清

楚自己的“疆域”。个别盲从秋老虎的

“热分子”，将很快被立秋的凉爽击溃。

空中的云气异常活跃，它们是“大

雨时行”的急先锋，手中的旗轻轻一

挥，便会招来一片甘霖，降下一阵骤

雨，给稼禾以浇灌、滋养，与无准备的

路人开个“落汤鸡”的玩笑。

但无论“夏雨隔田埂”，还是“夏雨

隔牛背”，其实最真切的况味，也还是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说的：“东边晴天西

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何况茂密的青纱帐早就准备好了

蓑衣，四野的蟋蟀、蝈蝈儿都在日夜加

油呢！夏末了，雨此刻不下，尚待何时？

乡村的屋檐下，挂满了寂寞和眺

望；季节的船，满载着夏的湿和热，一

天天朝立秋靠近。

大雨不时行，收成赶不上趟儿；大

雨不时行，口舌生烟，国无恩泽。

修车汉的口哨
李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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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车的是一位中年汉子，腿有些

残疾，走起路来很不方便。他把我的自

行车搬过去，又一使劲，把它倒过来立

在地上，然后开始扒胎。我坐在他方才

递过来的凳子上，百无聊赖地看街头

零乱的风景。

忽然，我听见了口哨声，吹的是

《祝你平安》，先是很小的声音，渐渐地

响了起来。我一转头，听出是从那位修

车汉子的口里发出来的。只见他一边

扒着车胎，一边嘟着两片嘴唇，悠闲、

轻松地吹着口哨。

音吹得并不准，甚至吹着吹着竟

从《祝你平安》跑到《忘情水》上去了。

我刚想笑，听到的已是《牵手》。再看那

汉子，正给扒下来的胎打气，放到水里

找破口处。他的口哨似乎和他的修车

动作很协调，他是那样投入。黄昏时分

的阳光斜斜地投射过来，在他满是皱

纹的脸上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金黄，既

沧桑，又柔和。

我突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想说些什么，却终于没有说，我只是静

静地看着汉子修车，听他吹口哨。那略

带忧伤的旋律从他的口里出来，竟有

了几分欢快、热烈。或许，此刻他已经

忘了自己生活的困顿，忘了自己那条

有残疾的脚，甚至，忘了这个尘世，他

不是在修车，而是在做着一件与音乐

有关的充满光荣与梦想色彩的事情。

车胎终于补好了，修车汉子又把

自行车搬正，然后用毛巾把车把和车

座擦干净，并打上气，说，修好了。我问

道，多少钱？一元。汉子回答道。我递

过一张两元的纸币，说：“不用找了。谢

谢你的口哨，你吹得真好听。”汉子憨

厚地笑了起来，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吹得不好，让你见笑了。

日月山前念“倒淌”
江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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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倒公路”，———如此别样路名

映入眼帘，是难以忘却的。这条连接青

海西宁市与倒淌河镇的公路，把我带

到了
$&""

多年前的大唐年代。

通常今人是把这倒淌河和日月山

连在一起的。平均海拔
*"""

米的日月

山是我国自然地理上一条重要分界

线
,

季风区与非季风区、黄土高原与青

藏高原，都以此为界。出西宁我们沿西

倒公路往西，来到日月山。其东沃野千

里，阡陌良田，一派塞上江南风光；而

其西则是草原辽阔，牧篷处处，牛羊成

群，好一幅塞外景色。山两侧有如此大

反差，令人称奇。

真正让日月山和倒淌河闻名于世的，

其实是个纤弱女子，她就是当年只有
#'

岁的文成公主。她率领一支庞大的和亲使

团，远嫁吐蕃，背负起沉重的国家使命。

那时的日月山是唐朝与吐蕃的分

界，因其顶部呈红色也被称为“赤岭”。

公元
-

世纪，彪悍的松赞干布在逻些

（今拉萨）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政

权———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倾慕唐王

朝的繁荣与文明，遣使备厚礼到长安

请婚。几经周折后，唐太宗允以宗室女

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并于公元
'*#

年，指派江夏王李道宗一路护送文成

公主去逻些。

从长安出发正值隆冬，文成公主

的车马顶风冒雪，一路西行。第二年春

天，到达了大唐与吐蕃交界的赤岭。翻

过赤岭，就是异域他乡了。此刻的文成

公主五味杂陈，思绪万千，拿出临行前

唐皇后送她的一面日月宝镜，想起皇

后说的话：你什么时候想家了，会在宝

镜中看到长安，看到亲人面容。等打开

宝镜，文成公主大吃一惊，宝镜中只看

到自己长途跋涉后憔悴面容。悲伤失

望之余，宝镜失手掉在了地上摔成两

瓣，公主不由潸然泪下，眼泪竟流出了

一条小河……

翻阅历史，看到了文成公主和亲

的意义，而人们更喜欢有关文成公主

的传奇。传说当年镜子摔成两半变成

了两座山峰，形似日月遥相守望，后人

便把摔碎日月宝镜的赤岭改为日月

山，而把那条水流由东往西的小河称

为倒淌河。“天下河水皆向东，唯有此

溪向西流”，其实是由于地壳变动，日

月山隆起，此河才折头向西注入青海

湖，成为一条倒淌河。然而人们则愿相

信这是文成公主的眼泪，因为透过这

眼泪，是文成公主英雄般的坚持和执

着。试想假如她因思念故土而行程“倒

淌”，那么史上就少了揭开唐蕃古道第

一页的伟大公主。

文成公主毅然继续前行。她带着

与亲人、故土离别的忧伤而去，为了大

唐社稷安定和民族团结大义。她翻过

赤岭，走上了赴逻些千余公里的悠悠

唐蕃古道。所幸的是，一位异域他乡不

远万里远嫁而来的弱女子，以她一路

艰辛和聪慧博学、慈爱善举，赢得了藏

民的认可和尊崇。她在吐蕃生活的近

*+

年里，带去了汉族诗文、农书、佛

经、医典等典籍，带去了纺织、陶器、造

纸、酿酒等工艺，促进了吐蕃地域发

展，密切了汉藏人民的友谊。

如今，根据文成公主那些动人的历

史传说而建的日月山景区已颇具规模。

穿过日月山坊，正是当年文成公主经日

月山赴吐蕃和亲走的唐蕃古道，古道旁

有文成公主纪念馆。沿古道上行，高达
!

米的文成公主雕像映入眼帘。公主着披

风，抱宝镜，坚定地注视前方，她的背后，

是再现公主进藏故事的一组青铜浮雕。

两个山顶上，分别建有日亭和月亭，遥遥

相望。这两个八角砖木结构亭
,

彩绘飞檐
,

金碧辉煌
,

具有浓厚藏族建筑风格。走进

日月亭，品读文成公主进藏和亲事迹画

卷，让人顿生敬意，是她使神秘的唐蕃古

道平添温馨，使两种不同地缘的文化开

始交汇；走进日月山，仿佛在诵读一首民

族历史文化长诗，是那样的坚韧和谐，又

是这般水乳交融。

时间所限，离开日月山就直接往青海

湖了，我们没有去“西倒公路”的终点倒淌

河镇。遗憾之余更添对倒淌河的向往，忽

然想起东坡的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

流水尚能西。”也许，这就是别样或者叫另

类的魅力吧。难忘“西倒公路”，更难忘缓

缓在我心中“倒淌”千余年的岁月。

下图'(遥望日月山#%

江天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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