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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明珠

在墓园里散步
□梅莉

抵达莫斯科的第三天，
我们仨去
参观了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一开始我
并不想去看什么墓地，
阴森森的，
但女
儿说她很想去，我们只好同意了。去
了才知道，不虚此行，原来欧洲墓园
就是雕塑艺术家们集大成的地方。
在俄罗斯，雕塑之美无所不在，地铁
里、屋顶上、湖边河边、街头巷尾……
新圣女公墓位于莫斯科的西南
部，建于 16 世纪，因一旁的新圣女修
道院而得名。这里安息着对国家有杰
出贡献的人，
都是俄罗斯著名的文化
精英和各界名流。你再有钱，
死后想
葬在这里还不行呢。该公墓是欧洲三
大公墓之一，
占地7.5公顷，
埋葬着2.6
万多位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
墓园像公园一样美丽宁静，
树木
浓密，鲜花盛开，每一座墓碑都设计
得充满艺术气质，没有半点阴森的感
觉，像进入一座庞大的艺术馆，形成
了独特的俄罗斯墓园文化。一座座
名人雕塑形态各异，哪怕不懂俄文，
你也会看得出此人生前是做什么的，
比如，作曲家的墓碑定有音符标识，
著名产科医生的手里托举着一个婴
儿，飞机制造师会有飞机图案等等。
俄罗斯人信东正教，它是基督教
的分支，
所以，在俄国人的心目中，死
亡不是终点，也不可怕，公墓不是告
别生命的地方，而是重新读解生命、
净化心灵的天堂。每天都会有一些
市民来这里散步、静坐，他们把这里
当成公园一样。有年轻的母亲带着
孩子坐在长椅上玩耍，有美得让人炫
目的俄罗斯姑娘捧着一本书在阅读，
亦有长者对着某名人的墓碑在沉思。
这里安放着赫鲁晓夫、叶利钦
等，但我对政治家并无兴趣。印象深
刻的是几座艺术家的陵墓。
契诃夫之墓。读过契诃夫短篇
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
《小公务员
之死》和《变色龙》的人，会被大师的
犀利与幽默所折服，
也是我喜爱的一
个作家。他的墓碑是一个尖顶的小
房子，顶上竖立着三支毛笔，直刺天
空。在一小片围栏围起的草地上，立
着两块不大的石碑，
左方黑色的石碑
是奥尔加的，
右方白色的石碑是契诃
夫的，夫妇二人合葬于此。契诃夫年
轻时颜值高，性格又温和，颇具女人
缘，据说私生活很混乱，但这并不妨
碍他是个伟大的作家。42 岁才结
婚，44 岁去世。这座小小的白房子

包子
□朱朝霞

拐了几个弯儿才找到翠园，
其实
离住的酒店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百米，
香港就是这样，你百度任何一个地方
除去告诉你地铁和公交坐几路如何
转车以外，还会直白地写明需要步行
的里程。那天起得早，发现香港的茶
餐厅是老年人休闲聚会的主要场所，
看报纸、聊天打招呼，一般不急着翻
菜单，先要一壶茶，然后慢慢看。
那天点的不是包子就是饺子。
这两样东西各地都有，但是风味却完
全不一样。上海和无锡的小汤包早
就品味过，天津的狗不理感觉也是一
般般，那天点了网上风评好的几个点
心，果然非同凡响。先说说奶皇包，
面皮白滑紧致，像姑娘的脸，因为丫
头平日里常用超市里购回的奶黄包
当早饭，
所以很不以为然。但咬开之
后感觉完全不一样，
馅儿是咸蛋黄沙
沙的口感，却又是甜的，
而且很嫩，是
流动的。店里的服务员推荐了小汤
包，丫头直摇头说不想吃肉。架不住
人家热情还是点了，娇小玲珑，往日
里的汤包都注重汤汁的口味，
而这里
的汤包，吃得出肉是手工剁的，有嚼
头，里面夹杂着细细的姜丝，一点儿
都不腻，
丫头一人迅速吃完两笼。
相传有一个笑话，说是两个不相
识的人据一张桌子吃包子，其中一个
人咬下去，包子里的汤汁直接飙到对
面客人脸上，肇事的这位并未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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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
天下
虽不壮观，却特别小而美，在一圈黑
色铁花围栏衬托下，
令行人不由得驻
足回眸、过目不忘，一如他的作品。
契诃夫如果看见了他的石碑，
一定会
摸摸胡子笑了。俄罗斯人真是懂得
大师的风格，所以找对了设计者，因
为陵墓的风格与作家作品的风格高
度一致——小巧、精简而不华丽。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也是必看
的。想当年，他的著作《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风靡校园，作者钢铁般的意
志打动着一代代人的心。谁不会背
诵他那句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
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
碌碌无为而羞愧。”作家的一生堪称
战斗的一生，15 岁上战场，16 岁在战
斗中身受重伤，23 岁失明，25 岁瘫痪
在床，1936 年去世，年仅 32 岁。写
这本书历时三年，第一章节是他自己
独立完成，后面都是夫人帮助完成
的。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创作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了
不起的杰作。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他
被雕塑家永远地定格在了这块石板
上，雕像只有上半身（那时没有照相
技术，只能靠画家、雕塑家记录他们
的模样。据说普希金去世前，
有十几
位画家围着他画了三天三夜）。奥斯
特洛夫斯基的一只手放在书稿上，身
体微微抬起，
眼睛凝视着远方。墓碑
下面雕刻着伴随他大半生的军帽和
战刀，还有虔诚朝拜者的鲜花。
我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碑照
片发在朋友圈后，有个 80 后名校毕
业的姑娘在下面评论：
“ 你竟然跑到
我男神的墓地去参观了！”当时甚感
欣慰，本以为他只鼓舞了我们 70 年
代（或 70 年代以前的人），没想到还
有 80 后也有视他为男神的。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曾影响过
无数中国青年人。而小说中的原型
卓娅、舒拉，
以及这本书的作者，
即两
位小英雄的母亲，都安葬在这里。卓
娅的雕像露出了一只乳房，她 18 岁
牺牲时，德国人曾割下了她的左乳，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
所以我们才如
此热爱和平。
只是普希金与列夫·托尔斯泰的
墓地不在此，
他们都在故乡长眠。
我也愿意在这样的墓园散步，使
人灵魂既安宁又清醒。

万家
灯火
对面那位很沉得住气，
店里堂倌儿看
不下去了，拧了把热毛巾递过去，那
位不慌不忙，
“ 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
完呢。”可见一件好的食物对于人的
吸引力有多大了。好多年前去过一
家知名的早茶店，有一味秧草包尤其
美味，碧绿的馅带有一丝丝甜，皮薄
而嫩，吃了还想再吃。加上这家的服
务员尤其能说，
把每道点心的食材用
料手工程序以及发生过的故事说得
头头是道。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个
头很大、里面汪着很多汤汁的大汤
包，那天吃得实在饱，最后一个大汤
包里的油水看着就心生畏惧，
这种汤
包要先咬破喝汤再吃面皮，稍一犹豫
就会吃得很难看，会被耻笑不会吃。
那天实在吃不下，咬一口尝了味道之
后任由皮破汤流一塌糊涂了一盘子。
隔天吃晚餐的时候看到有点心，
又点了几味。同样是做得很精致的
包子，小得不忍下口，
小口咬破，
里面
是细碎的芝麻和流动的白糖。还有
那些用混合了菜汁的面皮包的各式
包子，放了胡椒的肉，
一整只虾仁，就
连生煎包也是年轻的模样，表皮松
软，上下油煎得恰到好处，不会让面
皮吃太多油，又保留了入口的脆，不
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回来之后，
丫头对吃过的几味点
心念念不忘，我开始担忧，以后该如
何给她备早餐。

梅子熟了

紫琅
诗会

河流
□张健

时而平静，
时而汹涌
从高山峡谷一路唱着走来
在大地上
写下一路风情

能容纳无数的追随者
才有更为博大的胸怀
不知疲倦，
永不停息
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秧苗一栽下去，老龚就忙起
来了。
老龚是一座小灌溉站的管水
员，任务是在灌溉站打出水再送
到农户稻田。老龚的灌溉站真的
很 小 ，总 共 只 灌 溉 40 多 亩 水 稻
田。管水员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
工作，在乡下常常听到人们对管
水员的议论，什么水放得不及时，
水没放到边、水放好后没给收水
口又倒了等等。一人说众人和、
管水员往往就成了“臭人”。老龚
所管的 40 多亩稻田，涉及 20 多户
人家，一年忙到头，千吧块钱的收
入，还要一家一户上门收费，情绪
好点的，按价给你钱，遇上个正在
闹情绪的，就不给你好脸色，回你
一声，现在没钱，过几天！过几天
去了，他不在家，几十块钱可能要
跑上好几趟。最后，一亩地七十
三块钱，他甩给你七十：
“ 给你个
整数，零头就算了！”那口气，倒好
像你欠他的。你如果再要，他送
给你一个“闭眼”，骂一声：
“ 就这
3 块，你也好意思要！”所以，谁也
不愿意干。
那 天 ，村 主 任 小 王 来 找 老
龚 。 老 龚 说 ，我 去 年 就 说 了 ，不
干，
你们另找别人吧。
王主任不走，坐在他家里吸
烟。小王的烟瘾大，一支接着一
支地吸，眼看吃掉了老龚半包烟，
还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
王主任说，我们知道管水的
活苦，可管水的事，说小了关乎这
头二十户人家，说大了关系到社
会的稳定。我们不是没考虑别
人，先前已经物色了好几个，但大
家一致认为还是你老龚最合适。
老龚听了笑道：
“ 主任你别给
我戴高帽子，我说了，不干！”王主
任说：
“ 我这不是给你戴高帽儿，
是实情。你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这大伙儿都看得到，再者，你是个
老党员，大伙儿信得过你。”接着，
他还在为老龚设身处地地想：
“你
虽说 60 多了，但身体好。孩子又
已经成家立业了，家里除了几亩
地也没别的什么事，所以还是想

一路向前，
绝不回头
不论是否能够奔腾到海
哪怕前方越来越窄
信念永远不改

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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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龚管水
□孙同林

曹艾芝

请 你 发 点 余 热 ，为 社 会 做 点 奉
献。”
老龚说：
“不干！”
王主任不再说话，继续抽烟。
老龚不吸烟，所以，也不喜欢
人家吸烟，更不喜欢人在他家里
吸。但今天吸烟的是村主任，而
且烟还是自己特地为他买的。老
龚看着小王主任坐在他面前吞云
吐雾，他估计自己不答应这份差
事，
王主任恐怕是不会走了。
老龚想，这吸烟也许就是王
主任工作的一套
“方法”
。
老龚终于败下阵来，他无可
奈何地说：
“那我给我老伴打个电
话，听听她的态度。”其实，老龚是
想找借口，以退为进，婉言相拒。
不料，王主任却接口说：
“ 这你就
不用打了，我已经打过了，婶婶那
边没问题。”王主任说的婶婶，就
是老龚的老伴，这下老龚真的没
辙了，他知道自己非应承不可了。
老龚把管水的担子接下来一
管就是十年。
老龚就是这么一个人，要么
不答应，他答应下来的事情就不
含糊。为了管好水，他还专门跑
去找“老管水”拜师，又在日常管
水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掌握了
不少管水技术。
秧苗刚栽下去那几天的水最
难管，水大、水小都不行，水大了，
风儿稍大些，水浪冲得秧苗在水
里摇来晃去，几摇几晃，秧苗漂浮
起来，满田都是。水小了，黄黄的
秧苗趴在泥上，连秧根都裸露了
出来，太阳一晒就焉了。为了保
护秧苗，老龚这些天将灌溉时间
提前了，以前是天亮后才开车，这
几天凌晨两三点钟就开，保证太
阳上来的时候，秧苗就已经浸泡
在浅水层里。
盛夏时节，老龚天天肩扛铁
锹，
奔走在田埂上，
这段渠道看看，
那段水沟瞧瞧，顺带做些零碎小
事：发现渠道上有漏洞，卷了裤脚
下水堵上；发现哪段码头低了漫
水，就用铁锹挖些土垫上；渠道里
新长出杂草，
用铁锹顺手铲去……

这时的老龚也成了大伙儿的
农事参谋。这个问，老龚，你看我
家这秧苗该下肥了吧？嗯，发棵
肥一定要下足。那个问，老龚，你
看我家的水稻发黄，是不是生了
什么病，该用什么药？老龚蹲下
来，拔根秧苗看看，不是虫，补施
点追肥吧。
邻居们素知老龚的耳根软，
就总拣好听的说。徐嫂想出趟
门，嘴上叫得那个甜：
“龚叔，今天
我上趟街，请你帮我照应一下水
口子。”丛嫂在一边听了，开玩笑
说：
“ 放心走你的吧，家里有‘ 老
公’在，还担心什么？”徐嫂啐她一
口，扭着腰走了，回来的时候，稻
田里的水放得好好的，从此，徐嫂
家稻田放水的事就放手交给了老
龚。一家看一家，结果，大伙儿秧
田里的水全变成老龚一个人放
了。妻子跟他说：
“当初不是讲好
了，各人的地自己开口子关口子，
你怎么全包下来了，你这不是自
讨苦吃？”老龚听了笑笑，对媳妇
说：
“其实，一家一户地放，你争我
夺的，还不如我一个人管，这样，
大家不争水，可以控制水位，心里
反倒清静。”老龚就是这样，人们
一句好话，他就高兴，一高兴就不
以为苦，觉得自己有能力为大伙
儿做点事值。
灌溉结束了，别人或者外出
打工，或者几个人坐下来摸牌，老
龚却有他的事。他去灌溉站把电
动机拆卸下来，抬回去收管保养
好；他去给水泵加上油；水泵的铁
皮管子容易锈蚀，老龚把它们一
一拆缷下来，涂上一层防锈油，架
在通风的地方……老龚从不找集
体的麻烦，努力把农灌成本降到
最低。
年底，
王主任在村民大会上表
扬老龚，王主任说，好的管水员比
村干部都管用。老龚又被感动了。
老龚跟人谈起自己管水的经
历，说：管水苦是苦，但管水让人
增加阅历，品读身边的人，百人百
性，形形色色。同时，也是对自己
一种修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