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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乡愁叫呼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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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过日子 ， 开门七件
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同样的
七件事， 今时已不同昨日， 昨
日是在苦熬， 是在奔波， 今时
是在衡量， 是在选择。

母亲说， 这苦日子， 过着
过着就甜了。 我下意识吧唧一
下嘴， 心想， 还真是。 开怀大
笑中， 我和母亲的思绪一同飞
入了昨日的时光。

柴。 打草砍柴搂树叶， 我
小时候常干的这三件事， 都与
“柴” 字有关。 夏日炎炎， 我
弱小的身影隐在庄稼地里， 稚
嫩的小手伸向那些野草， 一把
薅下去 ， 手就疼了 ， 我咬着
牙 ， 任凭豆大的汗珠噼啪下
落， 胳膊被棒子叶剌得渗出了
血印， 嘴里却不哼唧一声； 秋
风瑟瑟， 树叶飘落， 我擎耙架
筐， 想象着火舌舔锅的样子，
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寒风
料峭， 捡拾的干枝搭在我的肩
头， 如鸟窝一般起伏颤动。 娘
说起这些， 抚着我的头， 泪就
下来了。 现在， 午间做饭时，
娘一拧开关， 砰地一声， 灶上
的火苗壮壮的。 娘说， 村里通
上了天然气， 方便多了。

米。 白米是啥样， 我长到
七八岁都没见过。 那天， 下乡
的干部到我家吃派饭， 娘不知
道从哪儿淘来了一碗米， 那米
的白和香馋得我直咽口水。 娘
说， 若能剩下， 就让我尝尝。
当最后一粒米被那人送到嘴里
时， 门缝后眼巴巴的我哇地一
声就哭了。 为这， 我还挨了娘
几巴掌， 数落我没出息。

油 。 那时候吃的油是猪
油， 老家叫腥油， 是过年时用
猪肉膘熬的， 全家人一年的香
气 ， 全都隐在那两个小瓦罐
里。 娘每次掀起那个盖子时，
都战战兢兢， 生怕出了什么意
外 。 听说村里的李伯每次出
门， 都在嘴唇上浅浅地抹上些
腥油，亮亮的，以示自家的日子
好过。其实，那不过是自欺欺人
的把戏， 他家日子穷的， 老鼠
都不做窝。 我做梦也没想到，
日思夜想的食油， 会成为眼下
的一块心病 ， 哭着喊着要吃
素。 日子的变迁， 是温饱后，
让健康生活方式多出了选择。

盐。 打我记事起， 眼里看
到的就是那种黑乎乎的大粒
盐。 倒是也没啥好挑的， 能有
个咸味 ， 不寡淡就好 。 我发
现 ， 村里有不少人长了粗脖

子。 娘说， 那是缺碘闹的。 我
不知道碘是啥东西， 但那粗脖
子的确很吓人。 后来粗脖子慢
慢少了 ， 听说是往盐里加了
碘。 眼下， 盐早已不再是稀罕
物， 各种盐精致到无法想象。
但人们对盐似乎又多了几分警
觉， 说它是高血压的元凶。 可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盐还是那
个盐， 化学成分没变， 可人们
的眼光里已然失了眷恋。

酱。 那时村里的孩子是没
听说过酱油的 ， 偶尔有人提
及， 孩子用疑惑的眼神问： 那
东西是把酱和油掺和在一块
吗？ 引得大人一通哄笑。 我见
得最多吃得最多的， 是娘亲手
晒制的大酱， 味道说不上有多
美， 但那是彼时炒菜、 调馅最
好的作料了， 陪伴了我几乎整
个童年。

醋。 醋是山西的好。 这话
不是我说的， 是餐桌上几个人
的共识 。 不过 ， 我对醋的记
忆， 是妗子在房顶上晒得那些
坛坛罐罐， 老家管那叫淋醋。
那醋， 酸倒是酸， 但少了香甜
的味道。 妗子拿手点一下我的
鼻子 ： 白吃醋还嫌酸 ， 外甥
狗， 吃了走。 那年， 已在城里
上班的我， 买了几瓶上好的山
西陈醋送给妗子， 妗子尝了后
一个劲儿点头。 我调皮地问她
比当年她淋的醋咋样， 妗子睨
我一眼， 一巴掌烙在了我的背
上。 引得我一通狂笑。

茶。 第一次吃茶是娘用铁
锅煮的 。 那东西看上去像块
砖，硬邦邦的。娘说，那是砖茶，
就得煮着喝。茶色很浓，酱汤似
的，一口下去，齁了嗓子， 我没
把控住， 喷了个天女散花。 那
之后很多年我没敢碰过茶。 后
来到了都市， 也附庸风雅， 学
着喝起茶来， 绿茶、 红茶、 白
茶、 黑茶， 应时品茗， 伴着书
香， 竟成就了我的写作梦想。

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在
柴米油盐酱醋茶里， 我感受到
的， 不光是琳琅满目， 更是精
神的富有。

宗文， 是北京地铁15号线乘
务中心信号主控， 爱人宋佳是相
邻地铁站的综控员。 12年前两人
在学校相识， 虽属同一个专业，
但在毕业时被分别派到不同车辆
段进行培训， 长达三个多月的培
训让刚刚走出校园的小情侣聚少
离多， 只有周末才能抽出一天时
间跨越大半个北京城见上一面，
但长期的分别不仅没有拉开两人
的距离， 每天饭后那一通电话让
这对小情侣更加情深意长。 “今
天学了什么？ 有什么困难？ 多注
意休息！” 每一声问候， 不仅是
对爱人的关心与呵护， 更是对美
好未来的期盼。 每次临近考试，
两个人还会互相提问 ， 你问我
答， 一点一点地 “勾画” 着北京
地铁路网。

北京奥运会后的几年， 可以
说是北京地铁跨越发展的巅峰时
期。 2010年， 宗文和宋佳同时来
到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 一个
在车辆段， 一个在地铁站， 相隔
只有短短一公里长的隧道， 却由
于倒班制让两个人依然保持着
“异地恋” 的状态。 宋佳怀孕期
间， 正赶上宗文晋升信号主控，
为了保证地铁列车的畅通运营，
一刻都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甚至
每一次爱人产检都只能麻烦父母
帮忙。 宗文每次提起， 既无奈又
愧疚， 同时更感谢爱人宋佳的支
持和理解 。 两个人用对爱的执
着， 守望着一座城市的畅通。

如今两人同为北京地铁15号
线的 “神经中枢”， 共同保障每
一列地铁列车的安全 、 准点运
行。 宗文在车辆段根据运行计划
确认车号， 同时指挥列车从车辆
段按计划时间发出， 并将车次、
车号 、 发车时间用电话通知临
站。 每天在电话另一端守候的就
是爱人宋佳， 通过监控系统， 将
列车顺利接入车站， 将到站时间
等信息回传， 以此来保证每一列
地铁列车安全、 准点到达。 这样
的工作每天都要重复60多次， 最

短间隔30秒就有列车投入运营，
两个人坚守在隧道的两端， 一丝
不苟筑畅通、 燃烧青春铸忠诚、
齐头并进助发展。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夫妻
二人早已形成默契， 总会在固定
的时间在电话旁守候， 短短三句
规范用语， 却不难看出他们在维
护城市运行上做出的无私的贡
献 ， 不光经营好自己的 “小家
庭 ” ， 更努力建设好北京交通
“大家庭”， 在平凡的岗位上， 守
望着北京交通高质量的发展。

守望隧道里的

有人说湘西属于沈从文， 西
藏属于阿来， 新疆属于周涛， 而
呼兰河是属于萧红的。

之前 ， 对于 《呼兰河传 》，
我是只知其名， 未读其书。 对于
萧红的认识 ， 仅限于知道她是
民 国 有 名 的 女 作 家 ， 也 曾 一
目十行地看过一些描写她情史
的文字。 说真的， 受此影响， 我
或多或少不喜欢萧红， 心想萧红
或者就是民国时代的 “网红 ”
吧， 一个作家的绯闻被如此地广
为流传， 使我对她的作品的可读
性有了怀疑。

然而， 还是与呼兰河撞了个
满怀。 暑假的清晨， 我习惯一边
打扫庭院， 一边听书。 所听的播
放列表， 只听到———“下面为你
播放的是 “萧红的长篇历史小
说” ———《呼兰河传》”。

“ 等老头子挣扎起来， 连馒
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 ， 一
数， 不对数。 他明白了。 他向着
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 地皮冻裂了， 吞了
我的馒头了。’” 我笑出了声， 便
一路跟着听了下去。

作品中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和
浓郁的地方色彩， 吸引了我， 让
我生出感动， 生出同情， 也生出
沉重。

没想到， 我有意无意绕开的
书居然以这种方式与我邂逅。 萧
红这种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诗意
淡然的文字风格让我很是喜欢，
我迫不及待去书店把 《呼兰河
传》 买下来， 一行一行地看， 一
页一页地翻， 一点一点地细细回
味。 因为这部作品， 我对萧红的
先入为主的偏见变成了喜爱。 这

个情路坎坷的柔弱女子， 写下了
这些气韵生动 、 丰沛盎然的文
字。 这些文字透明澄澈， 以一个
小女孩的口吻咿咿呀呀地讲述了
她的故乡， 她的童年。

整部作品似乎就是以一个孩
子单纯天真的视角， 描绘了一个
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世态人情
以及自己的童年生活。 但在孩子
的视角背后， 也藏着一个成人的
视角， 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扭
曲人性， 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
否定， 以及对 “孤寂与苦闷” 的
情怀的反思。 于是， 在没心没肺
地笑过之后， 我的心情一点一点
沉重起来。

《呼兰河传》 的最后写道：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
的故事， 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
记忆， 忘却不了， 难以忘却， 就
记在这里了。”

此书于1940年12月20日在香
港完稿。 一年之后， 颠沛流离的
萧红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茅盾早年在 《〈呼兰河传 〉
序》 中指出： “该作品是寂寞的
萧红的寂寞之作。” 萧红的寂寞
是因为什么？ 纵观整部 《呼兰河
传》， 其实贯穿始终的就是两个
字———“乡愁”。 如果说萧红的寂
寞是果， 那么乡愁就是因。

当年萧红为了反抗父亲安排
的婚姻从家里逃了出来， 一路从

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东
京-香港不停地走， 离家越来越
远， 从此踏上永不回归的漂泊之
路。 但家和故乡对于萧红来说何
曾是说不要就能不要的东西， 它
是漂泊者心中永久的痛和永远的
牵挂 。 所 以 在 萧 红 的 灵 魂 深
处 ， 蕴涵着浓郁的乡愁。 这乡
愁弥漫在她的字里行间， 变成流
动的风情。

因有乡愁的湮染， 萧红笔下
那些稀松平常的人与物， 一个个
都被赋予了生命， 活了起来。 三
月的柳絮、 六月的倭瓜、 夏天的
火烧云、 寒冬的飞雪， 冻裂的大
地， 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 祖父
的后园、 后园里的大蜻蜓、 樱桃
树、 偷偷插在祖父帽子上的玫瑰
花， 还有冯歪嘴子、 有二伯、 小
团圆媳妇、 王寡妇……均在萧红
笔下活灵活现地出场了。

我没有远离故土的 经 历 ，
却 在 萧 红 的 《呼兰河传 》 里 ，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乡
愁。 无论呼兰河是荒凉的、 无知
的 、 愚昧的 、 麻木的还是消极
的， 在萧红的眼里， 都是美的，
我仿佛看到了， 高楼林立、 灯红
酒绿、 车水马龙的香港， 一个孤
寂的身影伏案疾书 ， 在文字里
“还乡” ……

于是知道———有一种乡愁 ，
叫呼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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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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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