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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达菲魔箱
□陈 九

写这件事是想登一条寻人启事：潘兴，男，
中等身材，前纽约长岛苏福克大学博士候选人，
有要事相告。请知情者尽快通知我，酬金从厚，
细节如下。

最初认识潘兴是那次把钥匙锁屋里了，不
光门钥匙，连车钥匙一块儿，通通锁屋里了，而
且是刚关门就想起来，咣！哎哟喂，钥匙锁屋里
了，我钥匙！别提多窝囊了。没辙呀，气得我这通
死踹，把门震得哐哐响，满楼道地震赛的。边踹
我还边琢磨，珍妮佛休假明天才回，要她在就好
了！珍妮佛是我们系实验室辅导老师，永远一身
牛仔裤运动鞋，正儿八经的美国白妞儿女汉子，
天下没她不会的事儿，特别是开锁，甭管门锁还
是车锁，只要珍妮佛到场，嘁里咔嚓，稳拿。你说
这不倒霉催的嘛，偏赶她不在我把钥匙锁屋里，
看来非得翻晾台了，客厅的玻璃拉门应该没锁
死。我正磨叽呢，只见一男同胞横空出世呈现在
我眼前，他中等个儿，不胖不瘦，关键是身着中
山装上衣，注意，不是西装不是夹克，是中山装，
四个贴口袋儿外加直立翻领儿，洗得还有点儿
褪色，像个上世纪60年代小知识分子，恍若隔
世戳在我面前。心说这可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地
面儿，长岛苏福克大学，20世纪80年代末，怎么
中山装都出来了？我正一头雾水没缓过闷儿来，

“中山装”开了口：
钥匙锁里了？
啊。
踹门管蛋用啊？
依着您呢？
开呀，依着谁也得开门哪！
多新鲜哪，能开我还……
起开，你起开。
说着他把我拨拉开，赶巧有个女生打此路

过，他找人家借了个头发卡子，就最原始那种，
铁丝打个弯儿，像篆体的人字，哎，对对，就这
个。他背对着我，也不知怎么鼓捣的，就十几秒，
不对，10秒，5秒，反正刚一碰门就开了。我嗷一
声叫起来，哎哟，简直太神奇了你，比珍妮佛都
牛！珍妮佛？哦，是我们系一助教，也会开锁。说
着赶紧将“中山装”让进屋，我叫胖子，您进来坐
会儿？他却摆摆手说，不价了，门开了就得，回见
您哪。就在他转身欲行之际，我阴错阳差冒出一
句，哎，我有龙虾，请您吃龙虾吧？他听罢一顿，
您，真有龙虾？您看，这能有假，个个儿活！您有
几只？什么叫几只啊，想吃几只有几只，这么跟
您说吧，瞧见那个大冰箱了吗？啊。您自己打开
瞅瞅。“中山装”二话不说一把将冰箱门拉开，龙
虾因塞得过满哗啦撒一地，到处爬。这回轮到我
让他开眼了，他兴奋得直叫，哇，是真龙虾哎。废
话，可不真龙虾吗，说螃蟹我得干哪。

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勤工俭学，跟个叫老史的
老外船长天天出海捕龙虾。凡缺胳膊少腿或卖剩
下的，老史就让我带回家。我哪吃得了这么些啊，
久而久之早腻了，你扫听扫听苏福克大学中国留
学生尤其女的，谁没吃过我的龙虾，谁不知道我胖
子的大名！“中山装”听罢点头一笑，竟坐下跟我聊
起来。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潘兴。“潘兴”？潘兴式导
弹的潘兴？没错，就这俩字。嘿，那我还叫“飞毛腿”
呢，当年冷战时期美国潘兴式导弹不正对苏联的
飞毛腿吗，咱俩不搭不配正好一对儿。

谁想到不聊则已，一聊真投缘。潘兴不仅跟
我一样是北京人不说，愣还住在中关村11楼，
跟我住的人民大学一街之隔，正经街坊。他在苏
福克大学读机械学博士学位，我读环境工程，同

属工程学院，不缘分吗？可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啊，潘兴？他说他刚从法国转学过来没几天。嚯，
还法兰西，我说呢，以后想吃龙虾奔我这儿，管
你够，不过你打哪学的这手绝活，太牛了，跟我
们系珍妮佛好有一拼。这么说还是个女的？没
错，一美国大妞儿，金发碧眼人高马大，哪儿都
大，整个一浑不吝的主儿。她也会开锁？对，能开
很多锁，那天我把车钥匙锁车里，珍妮佛用个铁
片哗就打开了，一秒钟。铁片，长条那种？没错，
长条铁片，你行啊潘兴，行家呀，你说你有这两
下子还读个屁博士呀，咱俩直奔花旗银行金库
不齐了？潘兴呵呵笑起来，他身上的中山装让我
有挥之不去的疑惑。

你这身儿，怎么意思？
什么怎么意思？
当他意识到我在说他的衣服，反问道，你不

觉得这是最有范儿的服装吗？觉得，我当年也这
么穿，可现在我敢说，不讲全美国全纽约，就咱
苏福克大学，你这身肯定蝎子屎——独一份儿。
那又怎样，我感觉好就行了，衣服又不是穿给别
人的。这倒也对，你这款配上三接头儿皮鞋，知
道我想起谁了？谁啊？陈景润，那个“一加一不等
于二”的数学家。你说他呀，就住我家对门儿，你
认识他？好嘛，说着说着都对门儿了，世界真是
不大。我连忙跟潘兴解释，我哪认识他呀，他又
打不开我的锁，我认识你不比认识他强，咱别光
聊天了，你就兹当再帮我一忙，这些龙虾你敞开
吃。那，我可就不客气啦？绝对！我们哥儿俩是龙
虾加小二，二两装的小瓶二锅头，吃得是落花流
水浑然天成。

酒过八巡，潘兴的话已经很多了。他生在天
津，不到一岁随父母搬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从
此在这儿长大。我连忙打断他，缘分哪，我也生在
天津，三个月跟我妈到北京再没离开，不过我姥
姥还在天津，每年暑假都回去看老太太。什么，我
姥姥也在天津，长沙道27号，就民园体育场对过
儿。真的呀，可你这开锁的本事怎么学的？咳，潘
兴一声轻叹，6岁那年有一天在外面疯玩弄丢了
大门钥匙，怕我爸揍我，被逼无奈凭记忆用竹子
做了把钥匙，嘎嘣一下愣把门打开了。什么，用竹
子，那时大门钥匙不都铜制罗马式，一根圆柱前
边有个棱子，上面带豁口？没错就这种，你们人大
宿舍也那样？没错，后来呢？后来就刹不住车了，
见锁就开，如履平地，甭管是拨簧的弹子的，对数
的双开的，还有一种鸳鸯锁，两把钥匙同时开，只
要落我手里，两秒钟一准拿下。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什么，忙打断他，你这
么一说我倒想起件事，当年科学院“丢档案”事
件听说是个中学生跟同学打赌干的，连英式保
险柜都给打开了，有这事吗？潘兴眼睛一亮，这
事儿你都知道？多新鲜哪，我们人大附中还传达
了呢，莫非是你小子？哈哈哈哈，朝这看，英国毕
索式，朝这看胖子！潘兴笑得前仰后合。不对吧，
不说那小子后来进去了吗，好像什么盗窃罪？话
音没落我就后悔了，瞧你丫这张臭嘴，纯属找抽
型，哪壶不开提哪壶。没想到此言一出，潘兴脸
色骤变，他激动得颤抖起来，厉声对我嚷道，我
潘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除了开锁我从不行窃！
言罢唰地起身而去头也不回。只剩下半截儿龙
虾半杯小二在桌上发呆，折射着他刚才的畅笑。
我靠，牛人就是任性耶。

人们都说北京爷们儿局气敞亮，但也有致
命弱点，胡吹乱侃，到处抖机灵。第二天一到学
校，正好上珍妮佛的实验课。我发现大都市出来

的都特能忽悠，天下没他们不知道的事儿，这个
珍妮佛也大大咧咧口无遮拦。刚见面我就迫不
及待把昨天遇到潘兴显摆给珍妮佛听：正当紧
要关节之际，突见旁边闪出一人。谁呀？只见他
赤眉红发，脚蹬一双风火轮呼呼作响，对我问
道，你的，什么的干活？我？我的，钥匙锁屋里的
干活。听到这儿珍妮佛不屑一顾，少来了胖子同
志，你在演脱口秀吗，哪有赤眉红发的人？没有
吗，你太孤陋寡闻了珍妮佛同志，古代的神仙可
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不知道吗？那你这个
潘什么兴也下过五洋捉鳖呀，吹吧你！嘿，还别
抬杠珍妮佛，人家潘兴可是号子里出来的。什么
是号子？不懂了吧，号子就是监狱！你说他进过
监狱？珍妮佛惊讶得睁大眼睛。进过监狱怎么
了，这还不算下五洋捉鳖吗，监狱就是地狱，有
几个能活着出来的？珍妮佛一听愣住了。我接着
刚才的往下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赤眉红发轻
轻将我拨至一侧，大吼一声“疾！”你猜怎么着珍
妮佛同志？怎么着？门，它开了。

胡扯，你肯定胡扯。
信不信由你。
你说他把锁打开了？
而且不用钥匙。
不信，我绝对不信。
正赶上下课。实验课辅导老师不算教师，也

无须高学历，跟学生关系比较随便。珍妮佛虽说
是未婚女性，我俩聊天儿完全像哥们儿一样，甭
管说什么都无所顾忌。有件事我都不好意思提，
那天聊起来来美经历，我小声嘟囔了一句，来美
两年什么都见过，就没见过脱衣舞。其实我是开
个玩笑，随便一说。嘿，万没想到，当晚珍妮佛把
电话打到我宿舍，胖子你出来。出来，这大半夜
的？废话，别想歪了，我在你门口车里等着呢。她
也不说这是奔哪儿，干吗去，左摇右转拐进一家
小门脸儿。好嘛，一进门我就蒙了：白花花闪动
的可都是大胸脯子！我靠，长这么大咱顶多见过
个把，这么多凑一块儿还真头一回。我刚要捂
眼，珍妮佛揶揄道，装什么呀你，合理合法怕个
屁啊？哦，合着这事不违法？废话，违法能开店
吗，只要不摸不碰，当然，她让你摸除外，就这么
干看违什么法？不用另打钱吗？不用，叫杯啤酒，
想给小费凑近点儿，不想给坐远点儿，你一坐人
家就懂了，不会为难你。瞧把你吓的，你不说法
国女人都睡过吗？就这句把我噎住了，脸臊得通
红，我那是瞎吹，一个穷学生又是捕龙虾的，哪
儿睡法国女人去呀，我倒想呢。

（摘自《卡达菲魔箱》，陈九著，作家出版社
2019年11月出版）

海伦纳的长篇小说《青色蒙古》用草原上“潮
尔沁”的叙事思绪，为我们讲述了科尔沁草原上

“潮尔沁”世家孟克巴图一家人的故事，草原近百
年的历史沧桑、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金戈铁马的
时代背景、蒙古民族心灵世界图景徐徐呈现，在
深沉浪漫的诗画描述中，展现了草原上的人性之
美、人情之美、情感之美与残酷历史条件下的悲
剧命运。作为“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过程”之
一，《青色蒙古》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特征，浓郁
的草原叙事风格，史诗性故事建构的诗性美学意
蕴深厚，是草原文学园地里一部很有代表意义的
作品。

景外之致，晕染了《青色蒙古》的时序之变、
时代更迭、人物情绪情感活动。静态景色描写，
是《青色蒙古》环境氛围描写的重要方式，作者用
诗歌化的优美语言描写草原，有夏季草原百花芬
香、牛羊驼马悠然觅食、河流蜿蜒的美丽，有卷起
黄沙、吹过广袤的旷野的春风，有静默雪原各种
顽强生存的生灵，有秋季雄鹰搏击蓝天白云的金
黄草原，还有日落月升、星月当空、清晨静谧、黄
昏牧归、炊烟缭绕、琴声回旋等。作为小说的因
素，这些自然景色描写是有叙事功能的，发挥着
推进情节起承转合，铺叙事件发展、渲染人物心
境的作用，通过景物之“静”，烘托时世变迁和人
物命运的动荡，季节变化、景致变化都是人情绪
情感活动的镜像，是人性的外化，使小说的叙述
有了绘画的直觉和诗歌的韵致，化动为静，“一切
景语皆情语”，铺设出一道人物命运的风景，是有
深度的风景。这道风景与人物之间并非修辞意
义上的比拟或象征，而是一种“异质同构”，即阿
恩海姆文艺心理讲到的，事物外在形式与人的情
感通过审美活动建立起来的内在对应。海伦纳
在小说中的这一艺术表现方式，来自他早年草原
生活的内心体验，深潜在草原人与大自然旷世生
死相依的生命密码中。

虚实之韵，使小说《青色蒙古》宛若一曲悠长
婉转的科尔沁叙事长歌，舒缓的叙事情境中回旋
着忧伤的情致，对人物多舛命运的述说与浪漫情

调的抒发共鸣，一部长篇的叙事结构就是一位
“潮尔沁”老人用说唱方式在演绎自己族群的故
事。

《青色蒙古》的情节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写实
性的明线，即孟克巴图和他儿子纳钦两代人的故
事，“人们传说，孟克巴图的祖先创造了蒙古草原
上的第一把潮尔琴，随之也就诞生了他们这个潮
尔沁世家”；另一条是若隐若现的辅线，即作为孟
克巴图家族精神符码的民族史诗《呼和蒙古》，孟
克巴图的父亲嘎拉僧“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智者，
敬重地称这位潮尔大师为‘达尔罕·潮尔沁’”，在
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展现过程中《呼和蒙古》
不是事件的焦点，对人物行为和处境似乎没有发
挥实质作用。

《青色蒙古》与诸多草原小说一样，对于马的
形象描写、人与马须臾不可分离关系的表现占了
很大比重，这应该是草原文学的文化“图腾”。对
于马形象的处理，海伦纳也设计了两种情境中的
白马，一种是现实生活中孟克巴图家的白马群和
纳钦心仪的小白马，是具象的马，与主人生死相
依，纳钦生命危机时小白马救出了他，实写的小
白马是纳钦生活的忠实伴侣和生命的守护者，它
与纳钦的关系是草原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生活
方式；另一种白马是传说的“神驹”，《呼和蒙古》
中圣主的白骏马，是意象的马，它以神魔之力吸
引着孟克巴图，让孟克巴图魂牵梦绕，生活在白
马的幻象世界里，每在事件的关键时刻或人的命
运发生转折之时，这匹神马如烟如雾飘然出现，
带给人希望和力量。这匹虚拟状态的白马与孟
克巴图之间形成了神秘的隐喻关系，孟克巴图

“蒸发”般失踪很耐人寻味。
实写的故事事件和事物形象，是作者描摹的

草原生活图景，虚设的隐线和意象，则是草原人
的精神图像，象外之象的意蕴空间更丰厚广阔，
需要用读者的想象和理解去充盈。如果用文学
原型理论解读认识《青色蒙古》虚拟化叙事背后
的内容，也许能走进一步。加拿大著名原型批评
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指出：原型就是“典型的即
反复出现”的意象。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
夫·荣格认为，原型意象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
普遍存在的各种确立性的形式，文学艺术之所以
产生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表现了集体无意
识的原型，“原型的影响激动着我们（无论它采用
直接经验的形式，还是通过所说的那个词得到表
现），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
声音。一个用原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
万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
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
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这种原
型意象大量存在于我们的草原文学中，以表现英
雄主义、自然崇拜、骏马精神、母亲情怀等母题
时，衍生了许许多多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神化的
意象。我想，《青色蒙古》细腻逼真的情境背后的
意味更耐人寻味，海伦纳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潮
尔沁”代言人，深情地回溯自己民族先人，他以寻
觅者的姿态讲述，并以讴歌者浪漫的低吟把读者
带进一个诗意迷蒙的王国，一种难以用感官捕
捉、用语言表述的精神气息萦绕在字里行间。

哲思之境，将《青色蒙古》叙事的景外之致、
虚实之韵推向了较高的美学层面。小说通过普
通草原人的悲苦遭际折射出丰富的历史内涵，在
个体爱情悲剧与民族命运兴衰之间建立起深层
关系，从而建构出意味深长、哲思深沉的意境空
间。《青色蒙古》不以故事情节的奇特和人物性格

的独特而取胜，引发读者阅读期待的是故事深处
隐约闪现的思想火花，是融解在情感话语中的哲
理思辨。海伦纳说：蒙古族是英雄的民族，也是
忧伤的民族，民族精神的底色在老百姓身上。选
择普通人，通过底层人物形象表现民族的苦难命
运，是海伦纳创作的初衷，他认为这样的文学形
象更贴近民族性格本质特征。《青色蒙古》所构筑
的意境空间是他反思自己民族历史的一种表
达。蒙古族在铁血战争的磨砺中成熟壮大，英雄
主义是蒙古族的精神品格，但不意味着蒙古族的
精神世界里只有英雄主义，更不意味着穷兵黩
武。热爱和平、敬畏生命、慈爱悲悯、包容豁达、
隐忍顽强等都是蒙古族固有的心理素质，《青色
蒙古》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这种民族品性的典型形
象，特别是一组女性人物：曼德日娃、朵兰、索伦

高娃、乌云珊丹、乌尤黛……都是美丽善良、宽容
仁爱、勤劳坚韧优秀品质的化身，她们在不同的
境遇中显现出蒙古族女性共同的性格特征。小
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个性特征比较突出，如孟
克巴图执著、纳钦机敏、朝伦巴根忠厚、苏和乐
观、小喇嘛扎木苏聪颖……但他们都有着包容豁
达、坚韧不拔、关爱生命、守望幸福的品格和情
操。小说中各种人物共同诠释了蒙古族的共
性。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作者把他们一次次推入
命运的深渊，结尾时纳钦经历九死一生就要看到
希望的曙光时，又以不可挽救的悲剧告终。草原
上的人们在一次次的天灾面前经过顽强的抗争，
经受住了雪灾春旱的考验，但在无休止的战争
中，却无法摆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命运，善良
悲悯抗拒不了战争的残酷。战争与和平、勇敢与
仁爱、苦难与幸福，是人类历史的循环往复的悖
论组合，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用各种方式探索
着世界的奥秘。海伦纳的小说《青色蒙古》虽然
没有直接切入这样的哲学之问，但留给了读者这
方面的遐想空间。

仅就《青色蒙古》中的情爱描写而言，所体现
的深意就很值得读者玩味和思考。作品中这方
面的文字占有不小的篇幅，有夫妻之爱，也有情
人之爱，都是十分纯洁真挚的情感。令人惊叹的
是作者唯美的描述，像一首首赞美诗讴歌来自生
命本能的欢愉，赞颂艰苦生活中人最基本的幸福
与快乐，表现与自然相契合的蓬勃生命力。与唯
美浪漫相对应的残酷的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死
亡和残缺成了这美好情境的结果。除了战争的
苦难，还有宗教对人性的扭曲，仁钦喇嘛和乌云
珊丹真情相爱，多少年“他们在快乐中送走了黑
夜”，但仁钦必须屈服教义束缚，带给了乌云珊丹
慰藉也不断地增加了她内心的苦痛。从小当了
喇嘛的扎木苏，面对爱恋他的姑娘莎茹拉时，他
丧失的不止是爱的权利，似乎也丧失了爱的能
力。人美好的爱情被毁灭，纯情的爱欲被摧残，
人性被扭曲，这是小说最忧伤的悲剧旨意，它潜
藏在诗意化的叙事情境深处。

诗意氤氲的《青色蒙古》
□高明霞

天刚麻花亮，阿根伙的叫喊声便在龙巷上
空响起：

各家各户起床啰——起床烧早饭噢——
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用在阿根伙身

上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喊”。细个子的阿根
伙，嗓音甚是洪亮，极易让人想起夏日枝头的鸣
蝉。说来奇怪，蝉儿那短小的身体，发出的声音
真是响亮。眼下，刚开春，离听蝉鸣尚早。

香河，地处里下河苏北平原，四季分明，每个
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不一样。这早春时节，柳吐
嫩绿，桃发新蕊，香河水流泛亮，村舍裹在薄纱般
的春色里，淡成一幅江南水墨。此时，行走在苏北
平原上，可谓一麦碧千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碧
绿的麦田，在春风里高低起伏着，碧波荡漾着，让
人有如置身于浪涛翻滚的大海。

香河一带则稍有不同。此时的田野上，除了
大片的绿，还有大片的黄。大片的绿，是碧绿的
麦田；大片的黄，则是黄灿灿的油菜花，摇曳在
春风里，甚是妖娆。不是说，这是一个万物复苏
的季节吗？复苏的岂止是“物”，还有“人”。被春
色包裹着的香河的男男女女，亦随着春天的脚
步，从隆冬里苏醒过来。

各家各户起床啰——起床烧早饭噢——
随着阿根伙的叫喊，男人们这才窸窸窣窣

地离开自己婆娘的热被头。这一夜中，搂在怀里
的，果真都是自己的婆娘吗？未必。

香河的一天，从喊工开始。
各家各户起床啰——起床烧早饭噢——
不用怀疑自己的耳朵，更不用对喊人起床、

喊人起床烧早饭这样的事情感到奇怪。的确是
有人在喊村民们起床，的确是有人在喊村民们
起床烧早饭。这，应属“大集体”年代之独创。

过不了多会子，各家各户的门，鸣着鸟语，
吱吱呀呀地打开。阿根伙便忙着与“烂熟藕”一
般熟识的村民们点头，打招呼，派工。他这时段
的工作不再是“喊”，区别不同情形，有的需“登
堂入室”，跟一家之主交代几句。也有的“登堂入
室”之后，没了下文。

此时的巷子上，便有虚掩着怀，蓬松着发
髻，挟着淘米箩，捏着牙刷、毛巾的大姑娘、小媳
妇，三三两两往水桩码头去。

阿根伙见着，眼馋，手痒。眼馋，便肆无忌惮
往女人脖颈子里钻。手痒，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在这个胸脯上抓一把，在那个脸蛋上捏一下。

被追打，被唾骂，是他极乐意得到的回报。
垂柳掩映着的水桩码头上，那些女人，淘了

米，漱了嘴，洗了脸，说了一会子家长里短的闲
话，之后鸟雀一般叽叽喳喳地散开。

很快，各家各户的烟囱里，炊烟袅袅；家前
屋后，鸡鸣犬吠。沉寂了一夜的村庄，愈发热闹
起来。

叫人家起床，叫人家起床烧早饭，有个正正
规规的名称：喊工。

喊工颇辛苦，得早起。一年四季，春秋天，气
候宜人，早起就早起，尚不费难。寒冬腊月，炎炎
夏日，气候不如春秋季温驯，鹅毛大雪说来就
来，刮风下雨，亦无定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
喊工，显然是要吃点辛苦的。

间或，也会有费口舌的事情发生。一般寻常
人家，起床，烧早饭，吃早饭，按时上工，没问题。
家中若有没断奶的婴儿，喂奶，则是年轻母亲上
工前必须做的，自然会耽搁工夫。家中有新人
的，那新婚的小两口，正是恋床的阶段，不被催
得“屎急扒塘”，舍不得起床。想要小两口按时出
门，难。

喊人起床，喊人起床烧早饭，只是喊工之前
奏。隔不了多会子，阿根伙的喊叫声便会再次在
村头巷口响起来，只是喊的内容变了。听——

上工啰——各家各户快上工啰——
从喊人起床到催人上工，中间隔多长时间？

一顿早饭的工夫。
喊村民们“上工”，才是喊工目的之所在。这

样的工作是有专人负责的，不是哪个想喊就能
喊的。喊工，是村级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一
环，是乡村基层权力运行的一种象征。与派工、
计工，共同构成一个完备的整体。

生产队长便是这一权力运行链条中的执行
官。称生产队长为“执行官”，似有“五八”语风。
照中国吏制，“七品”才有“芝麻官”之称谓。这农
村大队中的生产队长，似只能称“芝麻粉”。然，
县官不如现管。“芝麻粉”阿根伙们，还真是一朝
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这看似辛苦的喊工上，
慢慢生出些甜头来，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甜头。

细个子阿根伙，脚头快，在村里是出了名
的。

他的管辖区为龙巷东头的一队，即：第一生
产队。香河大队，共七个生产队，自然有七个生
产队长。每个生产队长，只管自己生产队的几十
户百十口子人。

阿根伙获得“芝麻粉”称谓时间不长，之前
一队被称之为“芝麻粉”的，叫祥大少。那时的阿
根伙，只是个“助喊”。真正行使“喊工”责权的，
是一队之长祥大少。

祥大少喊工的做派，与阿根伙完全两样。
身高马大的祥大少，有一副大脚板，早更头走
在空荡荡的龙巷上，啪哒啪哒，空声响，不知
情的，还以为村子里进了怪兽，有点儿吓人。
好在，紧跟着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祥大少的喊
声便响起来了——

各家各户起床啰——起床烧早饭噢——
虽然祥大少喊的，与阿根伙喊的，字面上并

无差异。但听起来相差就大了。前面介绍了，阿
根伙的嗓子洪亮，准确点儿讲，“洪亮”一词用在
阿根伙身上，不是并联，是偏正，主要是“亮”。这
跟他能唱一口好听的小淮调不无关系。

不止于此，他能在那帮女人面前肆无忌惮
地“眼馋”“手痒”，跟他能唱一口好听的小淮调
亦不无关系。阿根伙的小淮调从哪儿学会的？没
人去细究过。好在阿根伙不拿大，对妇女们可谓
是有求必应。每回，他几乎都是从具有红色基因
的“贫农、下中农”开唱，引出“带彩”的小僧尼之
后，让自己的小淮调达到高潮。

（摘自《香河纪事》，刘仁前著，作家出版社
2019年10月出版）

喊 工
□刘仁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