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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宇

“京味”生活的浓郁画卷
———读刘一达《人五人六》

被称为 “京味文学” 第四代
传承者的刘一达， 在其新作 《人
五人六》 里， 以其浓浓的京腔京
韵， 在有情有趣中， 充分展现出
北京人的做派和德行 。 34篇散
文， 娓娓说道着胡同里的凡俗小
事， 悉心勾勒着市井细民的生活
原貌， 在追溯历史缅怀风物中，
幽幽散发出馥郁芬芳的京味儿。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
人， 刘一达对京城始终深怀着浓
烈的感情 。 老北京的故事和语
言， 时时都在浸润着他的心， 让
他魂牵梦萦难以释怀。 本书中，
刘一达聚焦京城平民生活， 用京
味儿十足的语言， 说道着草野民
间的人生百态、 生活岁月的琐细
庸常。 于是， 在他灵动的笔下，
社会各阶层人物纷纷从幕后走向
前台， 以各自不同的生活境遇、
人生走向、 命运沉浮， 丰富着我
们的视野。 打拳的金二爷、 酒虫
儿老胡、 胡同里扫街的老人、 蹬
三轮车的板儿爷、 面临退休的老
主任……这些形形色色的子民，
人生追求不同， 理想信念各异，
他们当中有拾金不昧的、 有地道
仗义的、 有江湖侠义的； 也有失
了初心的、 虚荣逞能的。

刘一达通过对静寂岁月的
细 心 描 摹 ， 高度还原了皇城根
下， 老北京人丰富多彩的京式生
活， 朴实生动的叙描里， 真挚热

切的铺陈中， 尽展时代的风云与
变迁。

刘一 达 善 于 从 一 墙 一 垛 、
一草一木里汲取人文素材 ， 然
后展开他轻车熟路的京式言说。
他把笔触深入到北京的胡同， 在
这人文荟萃的地方 ， 每一垛基
石， 每一处小巷， 都深蕴着历史
的久远， 展现着风物的璀璨。 而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是平凡的歌
者， 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
传承着京味文化， 书写了隽永的
诗章。

透过他们情趣盎然的小资生
活， 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京城人的
品格、 气质和精神。 忘不了性格
豪爽的福大爷， 一生无忧无虑，
整日笑笑呵呵。 然而， 却在胡同
改造拆迁时， 为了一棵六十多年
树龄的槐树而抱树痛哭， 护树爱
树的背后， 是对人间草木的深沉
挚爱， 更是对胡同文化的执著坚
守 。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靳
爷， 这位老实厚道、 乐于助人的
北京爷们 ， 以做人 “地道 ” 为
荣。 帮了左邻右舍后， 只要有人

说句 “靳爷真地道”， 他便 “比
喝 了 二 锅 头 还 痛 快 ” 。 后 来 ，
“地道” 的大爷因为做好事突发
疾病猝然长逝， 但却以灼热的济
世情怀， 把 “地道” 的形象长留
在大家的心里， 也让那份温暖珍
存于世间， 散发出夺目的光采。
那些树、 胡同、 人， 也曾在无数
次的相依相伴中， 共同绘就出京
城生活的浓郁画卷。 而作品中所
洋溢出的独特生活趣味、 文化性
格、 处世哲学， 则力透纸背地镌
刻出几代北京人的精神图谱。

“人五人六” 本是个贬义词，
多指人装模作样假正经， 用北京
话来说， 就是 “装大个的”。 但
用在这本书上却恰到好处， 将老
北京的市井模样巧妙地概括了出
来。 追随着历史大漠里的吉光片
羽， 让心沉绽在波澜不惊的岁月
深处， 捡拾起那些朴实而真切的
文字 ， 从刘一达原生态的叙写
中， 去感受到他在时代变迁下的
感悟与反思。 在深沉的感怀中，
《人五人六》 无疑为我们留下了
众多可贵的历史存照。

□□马马亚亚伟伟

我和我的祖国

□□王王会会敏敏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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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变奏曲”

一棵杨树
■家庭相册

老家门口有棵硕大的白杨
树， 春天它吐着杨絮， 娘牵着牛
从地里犁地回来， 将牛拴在白杨
树上， 习惯性地将鞋扣在地上，
靠着白杨树咕咚咕咚喝碗水。

爹搬着铡刀从里面颤颤巍巍
走出来， 新的劳动又开始了， 那
些堆在白杨树旁的玉米秸秆， 让
爹和娘俩人搭手忙起来， 爹负责
压， 娘负责往铡刀里放， 随着咯
吱咯吱的声响， 那些秸秆瞬时被
碾碎。 我们这些孩子帮不上忙，
喜欢躲在秸秆里藏猫猫， 或者学
老母鸡咯咯哒地叫……

流火似的夏天， 停电是常有
的事， 尤其到了三伏， 到哪儿都
跟蒸桑拿一般。 树上的知了热得
受不了 ， “知了知了 ” 不停地
叫， 而我学着娘的样子往身上冲
一盆冷水 ， 搬着马扎出去凑热
闹。 娘跟邻里聊天， 还时不时发

出一阵阵笑声。 我躺在凉席上打
滚儿， 玩累了， 不知不觉地就睡
着了。 当我醒来， 看到娘挥动着
手里的芭蕉扇， 一快一慢， 将蚊
子和蝇子全部扇走。

正值午后 ， 过来个算命先
生， 他拄着一根竹竿， 捶着手里
的棒槌过来讨碗水喝。 娘见不得
可怜之人， 又给他让座， 又给他
盛水。

算命先生看不见 ， 但很健
谈 ， 说我娘心地善良 ， 必有厚
福。 禁不住赞美的娘露出一口黄
牙 ， 回着 ： “庄稼人有啥好命
……” 算命先生笃定地说： “你
为人厚道 ， 善良 ， 怎会不好 ！”
娘听了这么几句， 笑吟吟的。

到了忙碌的秋天， 地里的农
活儿纷纷上场， 赶在做农活儿的
时候， 爹不小心把腿磕碰了。 娘
跟个汉子似的， 赶着牛车， 一车

一车将地里的花生和玉米收回
来 ， 那时候谁家的门也不必落
锁， 谁家的粮食也都堆在门外，
我们家这棵白杨树下就是最好的
晾场， 等收完秋， 我们姊妹的活
儿就来了。 隔着月亮地儿， 娘让
我们姊妹几个摘花生、 掰玉米。
干农活儿本是件苦差事， 娘不知
从哪儿听来的故事， 为了吊我们
的胃口， 让我们铆足干劲儿， 听
她慢慢讲。

我考上中师那年 ， 因为凑
498块钱的学费， 愁得娘将村子
借了个遍 ， 为了借到最后50块
钱， 她去山沟的姑姥姥家， 因为
下雨滑坡， 娘摔得满身是泥， 身
上留下一条长长的伤疤。

每提起那段往事， 娘总说 ：
“苦尽甘来 ， 当年受贫不算贫 ，

老来受贫穷死人。” 若不是那如
白杨树好强的娘， 也不会有今天
的我。

冬天农村显得 格 外 安 静 ，
娘和大娘吃过午饭 ， 纳着鞋底
儿坐在树下晒暖暖， 穿一针走一
线， 都能听得真切， 为了省一块
儿蜂窝煤， 娘靠着白杨树跟大娘
谈笑风生， 为我们一家老小做了
无数双鞋。

我天生体质寒， 脚每到冬天
都很冰凉， 娘怕我生冻疮 ， 不
知道她从哪儿得知 的 偏 方 ,说
白 杨 叶 儿 晾 干 ， 铺 在鞋里保
暖。 那个下雪的晚上， 娘笑容满
面地举着个塑料袋子， 在教室门
口喊我， 刹那间， 我颜面扫地，
从座位上跑出来， 吼她： “这是
学校， 又不是家！” 面对我的责
备 ， 娘一脸微笑 ， 摆手让我回
去， 她却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积雪
渐行渐远。

不知娘什么时候长成了白杨
树， 累了就靠她会儿， 烦了就朝
她唠叨会儿 ， 面对我的百般折
腾， 她却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翻看老相册 ， 忽然发现
不同年代的照片 ， 在穿衣上
有巨大变化， 可谓一曲 “变奏
曲”。 穿衣 “变奏曲” 中有个
人成长的记忆， 也有时代变迁
的痕迹。

小时候， 一件衣服必定要
我们姐妹三人都穿过。 我是大
姐， 有机会穿新衣服。 我穿小
了二妹穿 。 轮到三妹穿的时
候， 衣服已经旧得不成样子，
她每次都撅着嘴很不情愿。 那
次我穿上一件的确良碎花薄衬
衣 ， 两个妹妹羡慕得两眼放
光。 不过她们的眼神即刻就黯
淡下去———轮到她们穿时衣服
就旧了。

那件衬衣， 渐渐被洗得褪
了色， 而且袖口都磨破了。 三
妹穿时， 母亲只好补袖口。 三
妹气鼓鼓地说： “我不穿补丁
衣服！” 母亲补着衣服， 头也
不抬 ， 说 ： “新三年 ， 旧三
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谁家不
是这样？”

三妹爱美 ， 穿上了旧衬
衣， 怕被人看到补丁， 总喜欢
把袖子高高挽起来。 可她这种
“掩耳盗铃” 的做法， 更惹来
同伴们的嘲笑。 她回到家哭着
把衣服一摔说： “我不穿旧衣
服了！” 母亲不吭声。 第二天，
三妹又穿着旧衣服出门了。

我上初中后， 经常会穿城
里表姐淘汰的旧衣服。 那时候
城乡差别巨大， 表姐的旧裙子
到了乡下就像公主的华服一
样， 惹来大家的艳羡。 那次我
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 立
即成了焦点， 伙伴们围着我，
众星捧月一般， 我享受着无限
荣耀， 幸福极了。 农村人的衣
服缺乏色彩， 一点美丽的色彩
就像是严冬后的一点春色一
样， 给人惊喜。

每次母亲带回一包旧衣
服 ， 我们姐妹三人立即扑上
去， 一件件试穿。 有的衣服二
妹和三妹能穿， 她们就兴奋得
蹦高。 三妹穿上一件合适的短
裙， 开怀大笑， 忍不住拉着裙
角转起圈圈 。 晚上睡觉的时
候， 三妹还要抱着裙子睡。 睡

梦中， 她的嘴角都有满足的
微笑 。

转眼间到了上世纪 90年
代， 母亲从城里带回的旧衣服
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的兴趣却
越来越淡。 那时我们的生活水
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大
家都有条件经常买新衣服穿。
而且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 农
村人也看到了缤纷的世界， 穿
上了多彩的衣服， 从城里带回
来的旧衣服便没了吸引力。

直到有一天， 三妹对母亲
说： “妈， 以后你别往家带旧
衣服了， 现在没人穿了， 新衣
服都穿不过来呢！” 母亲愣了
一下， 点点头。

去年， 母亲收拾了一大包
小孩穿的衣服， 说： “这些衣
服有的就穿过一次， 很新， 你
表弟的孩子还小， 咱们把这些
衣服送给他们吧！” 三妹赶紧
拦着母亲： “妈， 你以为现在
还是我们小时候吗？ 时代不同
了， 谁家不是一堆穿不完的衣
服！” 母亲只好作罢。

如今我们穿的衣服更新换
代之快， 实在是到了极致。 人
们穿衣服， 更加讲究款式和质
量， 二妹三妹说起各种服饰品
牌如数家珍。 她们隔三差五买
新衣服， 理由很充分： “一件
新衣服能带给人好心情， 花多
少钱都值！”

人们穿衣服不再仅仅是为
蔽体、 美观， 而上升到了更高
的精神层面。

穿衣 “变奏曲”， 演绎的
是时代发展的历程 。 社会发
展了 ， 人们的生活愈发缤纷
多彩。 我们的衣服， 也以更加
缤纷多彩的形式展现着时代的
特色。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
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