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丰收 15

和电台有关的日子
□ 韩浩月

风和角粽香 □ 魏 新辣笔小新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微语绸缪

编辑手记

读史札记

“六一”去看运动会
□ 卢海娟

想念你的味道 □ 白瑞雪

残疾人也能做状元
□ 王离京

在媒体不发达的年代，报纸、电
台、电视是绝对的主流媒体。而在我的
青春时期，接触最多的主流媒体是电
台。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纸的私人
订户并不多，人们看报纸，通常是要
从办公室或传达室那里拿，一份报
纸，真的是十几个人翻。如果有人私
心重，把报纸拿回家垫桌面或者包东
西被发现了，一准会遭到大家的谴
责。

至于电视，那会儿并不是家家有
的，就算是有，也就是晚上能看一会
儿，为了省电，一些家长还不愿意
开。如此，最方便的获取信息的工具
就是电台了。想收听电台，就需要有
一台收音机。当年如果在生日或新年
的时候获赠一台收音机，那绝对是很
棒的礼物。

我家的收音机，长时间被我霸占
着，只要我回了家，那台表面破旧但
声音清晰宏亮的机器，就会一直伴随
我身边。印象最深刻的是，夏天的晚
上冲完凉之后，爬上平房的屋顶，躺
在席子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斗，在星
光与月光下，听收音机里的节目。收
音机为一个少年带来了一个遥远、陌
生、新鲜、开阔的世界，北京，上
海，香港……这些如雷贯耳的城市名
字，仿佛远在天边，而通过收音机，
它们又近在眼前，常跟随收音机里的
新闻，还有其他的一些节目，以神游
的方式，到那些城市走一番。

我的文学启蒙也来自电台。在街
道工厂上班的时候，每天中午回家午
饭，恰好那个时间段，有一个文学栏
目，还记得那个文学栏目的名字叫
《青青芳草地》，主持人的名字叫陈
辰。许多年以后电视台也有位主持人
叫陈辰，一段时间我总误认为是电台
里的那个陈辰去了电视台，事实上不
是这样。

那个电台节目陪伴了我一两年的
时间。开始的时候只是听，后来便是给
节目投稿。开始时是一两周投稿一次，
后来几乎每天都能在节目中听到自己
的名字。那是段快乐的时光。那些青春
故事，以及属于一个少年漫无边际的
想象文字，在音乐和朗读的包装下，焕
发了另外的神采，为困顿的生活涂抹
了一层亮色，给时常陷入无望中的人，
创造着一丝丝闪光的希望。

许多年后，一位朋友的爱人讲述

了与这个电台有关的故事。她说那时
她在一个草编厂工作，同样也是每天
午饭的时候，宿舍的女孩们也会收听
那个文学节目，她说，你知道吗，我
们把电台里三个经常播出稿子的作者
比喻成“三大金刚”，你是其中之
一。她还说，那会儿你的名字在我们
工厂女孩那里，真算得上大名鼎鼎，
有人还打算给你写信呐。

对的，我收到过许多信。电台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公布一次作者的通
讯地址，随后几天，信件就会雪片一
样飞来。忘记了当年的邮票是8分钱
一张还是两毛钱一张，每次去邮局寄
信，都会买几大版的整版邮票，来给
听友们回信，如此，拥有了天南地北
众多的笔友。每天大约有两三个小
时，是用来写信的。日子过得贫穷、
简单，却充实、美好。

17年前，我来到了以前名字经常
出现在电台里的北京。人生地不熟，
赤手空拳。一个远房亲戚来看我，请
我吃了一顿饭，然后在租住的空房间
里给我留下了一台收音机走了。那真
是一件很棒的礼物，那台收音机陪伴
着我度过了刚来北京时的紧张、惶
恐、孤独。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困
顿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
听北京的电台里的声音，漫无边际地
想着未来的日子。

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收音机被

淘汰了，一连多少年，都没有再拧开
过收音机，没有再体会到那种转移天
线方向以寻找到清晰音质的微微焦灼
感和幸福感。有一年，被电台请去当
嘉宾，固定的时间段，去一档情感节
目聊天，那也是段美好的记忆：大约
十点多到达电台楼下，在咖啡馆要杯
喝的，慢慢地等到11点钟，等候主持
人打电话过来带进门去，穿过士兵把
守的廊门，坐进直播间，开始一个小
时的聊天。知道了电台主持人的工作
方式，也了解了神秘的直播间是什么
样子。每次结束直播都会打开车里的
电台，继续收听节目，那个时刻，心
里特别安静。

一直想要再买台收音机，却没有
行动。前几天看到一条广告，说的是
十几年前有一批美国进口的收音机被
从仓库发现了，虽然蒙了尘，但却还
是全新的，于是心动了一下，便下单
买了一台。收到后坐在阳台上，把玩
那台款式古旧的双喇叭收音机，仔细
搜寻着一个个电台，连听到卖药的广
告都觉得不厌烦。

这台收音机被我放在了电脑边。
有时候写字的时候，会打开听一会
儿。一台远泊而来且被雪藏十多年的
收音机，仿佛打通贯穿了已经逝去的
岁月。真希望有些东西，一直不会
变，哪怕变了，还能找回来也是好
的。

据统计，在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出
现过三位残疾人状元，而宋代就占了两
位，北宋、南宋各一位。

北宋的这位，名叫王世则，乃桂林永
福（今广西永福）人士，太平兴国八年
（公元983年）癸未科状元得主。

王世则出身草根，家境贫寒。少年时
代有次上山砍柴，摔折了一条腿，留下了
终身残疾。志向远大的王世则，没有因此而
气馁。他拖着一条残腿，边操劳谋生，边刻
苦读书。经过多年拼搏，终于一举夺魁。

在殿试时，宋太宗赵光义和一干
考官，原本并不想让王世则做状元，
觉得堂堂大宋状元，却是个残疾人，
有些不太雅观。但是王世则的表现，
实在是太出色了，从而彻底征服了赵
光义等。

王世则是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的 好官。他在担 任 门下省谏官（司
谏）时，敢于讲真话，正直无私，在
同僚中赢得了“铁面王”之美称。受命
主持科举考试时，他杜绝一切请托，唯
才是举。所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具有真
才实学的寒门之士，颇受朝野好评。
“清声雅望，与吕文穆（吕蒙正）诸公
同时并美”，同时代人如此评价王世
则。

南宋的这位，名叫方逢辰，乃严州
淳安（今浙江淳安）人氏，淳祐十年
（公元1250年）庚戌科状元得主。

方逢辰的残疾程度，比王世则更严重
一些。史籍称他“右足跛、左目眇”，也
就是说，他瘸了一条腿、一只眼睛失
明。他曾在有名的石峡书院求学。据
传，他有个名叫黄蜕的同学，比他早三
年考中进士，并且取得了榜眼的好名
次。在黄蜕金榜题名之后，方逢辰撰写
了一副对联送给他：“状元留后举，榜
眼探先锋。”

那个黄蜕，也是个有才又有幽默感的
人。他回赠了方逢辰这样一副对联：“吾
与状元留地位，先将榜眼破天荒。”

在官场上，方逢辰际遇坎坷，屡遭贬
斥，但却并不以为意。无官可做的时候，
他就去教书育人。江南的和靖书堂、婺州
书堂、东阳义学、鄱江书堂、东湖书院、
宗濂书院等知名教育机构，都留下了方逢
辰的足迹。

南宋灭亡之后，元朝统治者曾数次对
他许以高官厚禄，但都被他坚决拒绝。在
方逢辰看来，那是一种汉奸行为，是要被
人戳脊梁骨的。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
里，方逢辰淡泊名利，隐居乡野，潜心著
述治学。

作为村小的孩子，能去公社
看一场运动会，无疑，这是人生的
一大盛事。

那时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
任制，农民成了自己的主人，放假
还是工作，自己说了算。“六一”前
后，大田刚刚种完，农民们很愿意
给自己放上一天假，带上老婆孩
子，赶上马车去公社所在地碱厂
沟看小学生运动会——— 在乡村，

“六一”实在是个很隆重的节日。
我家的日子紧巴，父母觉得看

运动会太过奢侈，况且我和弟弟天
生就不是当运动员的料，上学时我
们的体育成绩拿到及格都很难，因
此“六一”一直是别人的节日。

好在三婶答应带我去，三婶
的娘家就在碱厂沟。

那天早晨，我早早起床，穿上
刷洗得干干净净的黄胶鞋，毛蓝
裤子花布衫还是过年时候做的衣
裳。我胡乱吃了点饭，就跑出去乖
乖守在三婶家门前——— 我生怕三
婶说话不算数，丢下我。

三婶早就和邻居打好了招
呼，说好带着我坐他家的马车。包
产到户的时候我家分到的是慢腾
腾的老黄牛，因此我还是第一次
坐马车，三婶拉着我上车的时候，
马车上已经坐满了妇女儿童，大
家腾挪一下，三婶挤到了车前边，
坐在车辕板上，我坐到车后边，坐
在人群之间。身边都是人，我不知
道手脚该放到何处，何处又是抓
手，只能老实坐下，局促不安，心
慌得厉害。

车老板扬鞭催马，喊一声
“驾”，四匹马便扬开四蹄，马脖子
上的铃铛叮当作响，马蹄子踩在
路面上哒哒有声……车上的乘客
随着马儿的步伐颠簸起伏，我觉
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都在胸腹间
跳荡起来，身体也是摇摇欲坠。

过了大壕，过了北大营，路上
的行人越来越多，热闹的碱厂沟到
了，马车在公社门口停了下来，大
家纷纷跳下车，窄窄的村路挤满了
看热闹的人，到处是惊讶的叫声，
惊慌的喊声，里三层外三层墙一样
的人群里偶尔有鼓乐响起，身边的
人说，运动员检阅开始了。

各村的代表队走过来了，小
学生们全都穿着白衬衫蓝裤子，
脚穿小白鞋，这些衣服来之不易，
一些人是哭了几场才逼着父母给
买来的，一些人是七讨八讨借来
的。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抬脚，踢
腿，手臂甩得高高，嘴角抿得严
严，真是羡煞人也。

检阅的队伍从公社门口出
发，敲敲打打热热闹闹经过主席
台绕运动场一周后整齐地站在操
场上，主席台上校长讲话运动员
表决心——— 轮番讲话后运动员下
场，比赛开始了。

首先是低年组，发令员向自

己的右上方高举纸炮枪，之后声
嘶力竭发出口令“各就各位，预
备——— ”发令枪一响，一股白烟冲
天而起，发令员“跑”字也脱口而
出，运动员冲出跑道。远在终点的
计时员凭借枪声及时按下秒表，
终点扯线员则拉起一条麻绳，几
个服务人员也各就各位，他们手
中拿着“第一名”“第二名”……的
小旗，要凭借自己的眼光抓住各
自名次内的运动员。

纸炮枪是个坏脾气的家伙，
不是每一枪都能如期打响，有时
发令员声嘶力竭发出口令，运动
员也如箭在弦上，可是，发令员扣
动扳机，发出的却是哑巴炮。冲出
起跑线的运动员被大家喊回来，
发令员重新发令，叵耐，发令枪耍
起了脾气，还是不响，如是三番几
次，孩子的家长便开始骂骂咧咧，
用不了多久，爱打架的人便凑到
了一处，大家不找学校的麻烦，一
般都是家长之间武力解决。

果然，还没到中午，就听得人
群里有吵闹声叫骂声一路向北，
人群也被裹挟着向那边涌去，有
人沉声喊：“打架了！打架了！快去
看打架呀！”

在运动场东北角里三层外三
层围满了人，人群一忽儿收紧，一
忽儿疾速散开，来自两个不同村
庄的家长因为纸炮枪的问题争执
起来，继而叫来自家的哥们大打
出手，我不敢靠前，只听到噼里啪
啦的打斗声不断传来，女人尖声
叫着自家男人，看热闹的人不出
声却拼命往里挤。

比赛仍在进行，最有趣的接
力比赛开始了，看热闹的人喊声
震天，尤其是社会人员参加的接
力赛，人群几乎疯狂了。我看到运
动员在运动场上嗷嗷叫着飞跑，
红色的接力棒极速跃动，有一种
不真实的感觉，有点害怕，还有点
害羞，我知道今生今世安静的我
都不会达到那种境界。

我和三婶被狂热的人群一点点
挤出来，耳畔的呐喊声似乎也远了，
人群之外有卖冰棍的，卖麻花的，还
有卖酸浆的，我嗅着各种诱人的香
味，双手插在空空的口袋里，假装毫
不地意地走过去，在没人的地方，我
深深地吸着鼻子，不停地舔自己的
嘴唇——— 麻花的香味在空气里游
荡，简直让人无法自持。

麻花和冰棍的味道，酸浆粉
嫩的胖胖的茎，肥胖的碧绿的叶
子，以及小贩们悦耳的吆喝声漂
浮在运动场的呐喊声之上，它们
就像一首童年的歌谣，刻写在生
命的来路上。

午后，还没到约定的时间，大
家都回到了车上。车老板扬鞭催
马，夕阳西下，马蹄得得地响起，
我们又回到属于我的小小的、安
静的村庄。

有时候，记忆的按钮，就是
几个字或一句话，当你听到生日
快乐，会想起某年的生日，在早
熟的麦地里，与麦子有关的诗
句，余音袅袅；而我看到《与电
台有关的日子》，便瞬间穿越，
过往的时光扑面而来，鲜活如
昨，一幕幕清晰可辨。

曾经做了九年电台节目主持
人，现在还能收到以往听众的
信，唤我青青——— 那是黄昏时
分，或者夜幕降临，封闭的直播
间，我的小小的神秘王国，声音
里有一条通道，可以直抵心灵，
稍作停留。当然，想忘又忘不掉
的还有接通情感热线后，因为不
知如何作答而满头大汗，拼命冲
导播挥手救场。二十几岁的年
纪，能有多少阅力“指导”别人
的人生。听到谁谁因梦到考试而
吓醒，而我的恶梦，不是直播过
程中放错了卡带，就是忘了关话
筒，一身冷汗。

一个人记忆的生命力到底有
多强？看看世界各地的唐人街，
多少人服装变了，口语变了，观
念也变了，但是到了吃饭的时
候，仍念念不舍家乡的馒头面
条。奶酪和牛排，终归是不惯
的。年纪越大越强烈，少年肠胃
的记忆何其强大，可以贯穿一
生。

对于写作而言，更可谓没有
记忆，文学根本无从谈起。虽然
创作需要想象力，可想象力也是
要依托记忆来展开的。米兰·昆
德拉，写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轻》的，说过一句话：文学就是
要抗争遗忘。

那么，那些唤醒记忆的按
钮,它们都躲藏在哪里？

当父母的有这样的体会：孩
子在成家和就业之前，你说什么
他都不听，都听不进去。但当孩
子走向社会了，也当上爸爸妈妈

了，两代人之间就比较好沟通
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显然，是孩子与父母的生存经验
开始接轨，激发出孩子的记忆需
求，于是妈妈当年说过什么，爸
爸当年说过什么，朋友、邻居、
老师当年说过什么，都慢慢地苏
醒过来。

写作常常也是这样，受到生
存际遇的推动，回应心灵的呼
唤，实现一次次记忆的复活与再
生。这种复活与再生，常常会使
我们在某一天，某一刻，发现自
己焕然一新。

有一点复杂的是，不同的人
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记忆，有
点像罗生门，难辨真伪，甚至影
响我们的判断和选择。

有杂志主编说，现在的作者
来稿80%都离不开私情。不是
说，这个不是重要的生活内容，
也不是说这个不可能产生伟大的
作品。问题只在于：还有那么多
的生存问题，吃饭问题，看病问
题，孩子上学问题，与这80%有
什么关系？读多了这个80%会出
现什么情况？

所以，每一个编辑，都像是
站在了“冥想盆”前。看过哈利
波特的人都知道，冥想盆是邓布
利多用来保存记忆的不可思议的
工具。这是一个浅浅的石盆，盆
的边缘雕刻着如尼文和符号，记
忆变成一种明亮的银色物质保存
在里面。

一旦碰触到冥想盆里的银色
物质时，就会进入那个记忆当
中，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事情。

好吧，像哈利波特那样 ,深
入这个叫丰收的冥想盆中 ,这
次，会从中看到什么？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
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没在KTV撕心裂肺唱过这歌的，都
不好意思说自己也当过文艺女青年。这
个以过度抒情、数学极差、不懂科学为
基本特征的群体，偶尔还真能创造出那
么几句符合科学原理的修辞，比如“想
念你的味道”——— 因为味道确实是能够
有理有据地拿来想念的。

前些日子新浪微博疯转一则新闻：
“33岁男子胡奎全家饮食一直很清淡，
吃过一次麻辣烤鱼后，味觉被唤醒，被
麻辣征服！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从四川
拐卖到福建的？之后胡奎走上了寻亲之
路。通过DNA匹配，最后在重庆找到亲
生父母，原名叫富贵。”

你看，同样是“记忆里的味道”，我们
最多写文章赚个稿费，人家那位烤鱼寻亲
的胡奎却一举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
来、我要到哪里去”三大终极之问中的两
项难题！科学吃喝，诚不我欺。

味道真的有记忆？在两个独立的大

脑区域——— 储存味觉记忆的味觉皮质与
储存时间地点记忆的海马体之间，一盘
麻辣烤鱼就能操纵二者严丝合缝地调用
记忆、同步信息？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授罗
永章确认了我的问题：“味觉、嗅觉、
听觉都有记忆，比如你很容易记住最亲
近的人的体味和走路的声音，在TA走近
之前就能知其存在，因为这些感觉都储
存在大脑里了。”

我 的发小、 神经生 物 学 研究者
Sh e r r y进一步科普说，所有感觉记忆
中，气味感觉最不容易忘记，但气味记
忆与感情关系更大，因此不如视觉记忆
准确，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说不出的味
道”。

人体机理是复杂的，科学研究是无
尽的，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生
走过许多路，经过许多桥，看过许多
云，多少“说不出的味道”，都是它们
留下的隐约线索，即便封存经年，一旦
激活，澎湃如昨。

对此，长期占据“实在读不下去的
书”榜单前三强的普鲁斯特《追忆逝水
年华》早已进行了文学化的总结：“即
使物毁人亡，即使往日岁月了无痕迹，
气息和味道却在，它们更柔弱，却更有
生气，更形而上，更恒久，更忠诚，它
们就像那些灵魂，有待我们在残存的废
墟上去想念、去等候、去盼望，以它们
那不可触之的氤氲，不折不挠支撑起记
忆的巨厦。”

电影里的史法兰中校闻香识女人，
现实中的品酒师、厨师辨味为当家本
领，我身边也有以探寻真理的精神对待
味道的，比如前同事徐大壮。进我们办
公室，则用其因数十年鼻炎困扰而不太好
使的鼻子逡巡一阵，幽幽问道：“你们洒
的香水，属于浓香型还是酱香型？”———
我只记得，在拉萨把酒共舞锅庄的那一
回，喝的是酱香型。

无处不在的味道，无处不在的记忆。
我们身处的世界——— 可视的物理存在与更
多不可视的多形态存在之中，藏了与味道

有关无数秘密。欢欣，窃喜，挣扎，依
赖，悲伤，恐惧，味蕾阵地上每一次提刀
相见都分外眼红：原来你曾经是那样的自
己。

久居京城，四川老家人以为我吃成了
北方胃，其实仍是一顿也离不得麻辣。味
道与记忆相互固化而形成的惯性，甚至严
重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比如上个月去鲁西
南出差，在连着吃了两天大饼卷葱之后，
我心中油然而生一个严肃的问题：山东人
民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从故乡到栖息地，铭记与遗忘相爱相
杀，记忆里的味道与味道中的记忆交织缠
绵，不断迁徙的我们有时寻味解馋，有时
靠回忆润心。

也有碰不得的。
读研期间的班长来自新疆。胰腺癌晚

期，眼看着从一个一米八几的大汉蜷成了
病床上瘦瘦小小的一隅。最后一面，约定
出院即一起去新疆馆子。

一晃十多年了，今天的我还是不想吃
大盘鸡。

事实上，五月端午并不是粽子的生
日。粽子不是双子，也不是巨蟹，它出
生时还没历法，先民们刚学会生火做
饭，把食物包上树叶，放火中煨熟。再
后来挖坑注水，把石头烧烫了往里扔，
水滚了，就扔树叶包着的食物，这叫
“包烹”，算是粽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关于粽
子最早的记载，“粽”字本作“糉”，
意思为芦叶裹米，也没说要在端午吃。
端午在汉代有时令食品，叫“枭羹”，
就是一种鸟汤，而且是一种恶鸟，逮了
炖，可能是枭不好逮，喝了容易变成枭
雄，所以习俗没传下来。

汉末枭雄林立，不知是不是和五月五
喝“枭羹”有关，倒是三国一归晋，端午才
开始吃粽子，西晋周处，就是那个以除三
害事迹被树为道德模范的著名“官二代”，
他著有一本《风土记》，专门提到五月五，
吃“角黍”。粽子的这个名字好，黍米带角，
形象生动，一听就恨不得张大口，先咬下
一只角再说。

再后来才有人把粽子和屈原联系起

来，说是喂龙，让龙吃饱了，不咬屈原，为
了能让龙吃到，鱼吃不着，才把米包成粽
子，龙大口直接吞，鱼嘴小咬不下。传说虽
是编造，但充满善意，也是好的。

另外，把端午节附会到屈原身上，也
是历代文人的功劳。文人多坎坷，一生如
大盘捉摸不定，春风得意马蹄疾时，顾
不上看落花流水；不如意了，就会想起
屈原，感慨沧浪之水的清与浊，每逢端
午表节操，表了这么多年，屈原就被表
进了端午节。

后来文人对粽子的赞美，多和屈原
有瓜葛，裹进了许多情感色彩，才有了
“可口非因香味 美 ， 身有正气誉乾
坤”。

其实，粽子在南北方还是有很多差
异的，北方人对粽子，远没有对水饺，
甚至对月饼的情结那么深。我儿时就很
少吃到粽子，不管是端午节还是平常时
候。卖粽子的很少，往往在夏天才会偶
尔出现。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放
一个筐，里面都是煮好的粽子，只有一
种馅，红枣加白糖，味道倒是不错，却

不能当主食充饥，在我记忆中，只是点
心的一种而已。

但在南方，粽子就花样百出了，各
种馅，咸的甜的俱全，个头也不一样，
像汪曾祺，就写过他家乡的小粽子，用
丝线缠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
串起来，挂在帐钩上。”吃粽子也未必
要等到端午节，随时可吃，对粽子的感
情也非常之深。

金庸是嘉兴人，小说里就常写到粽
子。《侠客行》第九章，题目就叫“大
粽子”。

关于粽子，金庸最精彩的描写在
《神雕侠侣》里，杨过受伤，由深爱他
的程英姑娘来照顾，程英问杨过想吃什
么，杨过说想吃粽子。当晚，程英给杨
过亲手裹了几个粽子，“甜的是豆沙，
咸的是火腿，端的美味无比。”就在杨
过吃得喝采不迭时，程英叹了口气，说
道：“你真聪明，终于猜出了我的身
世。”杨过心下奇怪，程英道：“我家
乡江南的粽子天下驰名，你不说旁的，
偏偏要吃粽子。”此番对话，道出少女

心中那份美好情愫，让人读了，不由为
之心动。

《笑傲江湖》里，岳灵珊也给令狐
冲送过粽子，“虽是素馅，但草菇、香
菌、腐衣、莲子、豆瓣等物混在一起，
滋味鲜美。”但令狐冲却吃得心酸，因
为他喜欢的小师妹岳灵珊说：“这草
菇 ， 小 林 子 和 我 前 日 一 起 去 采 来
的……”

粽子中，裹着爱情的酸甜苦辣，金
庸真是这个时代的大师。

同样是南方人，周作人自然也爱吃粽
子，并且，绍兴有过年包粽子的习俗。1961
年，周作人在北京过年，想包粽子，却无处
寻得粽叶，只得做罢。彼时，周作人生活困
窘，再加上妻子卧病在床，只得经常写信
求助友人，这一年12月28日，他给香港的
鲍耀明写信，提到此事，还求鲍寄上一两
公斤白糖过来。

太苦的生活，需要甜。就像被叶子
紧束的糯米，经历冷热之后，其实一直
迫不及待被打开，哪怕一旦打开，就会
被人吞进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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