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2020年4月22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贾俊康 责任编辑：徐沭明 组版：张 芸 视觉：张 芸 校对：沈 艳 电话：（0510）81729653 Email:yxzy625@163.com

纪录

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老行当

老祁说，“水龙”——它相当
于现在的消防车，哪里发生火灾
了，人们就集体出动，把水龙抬到
火灾点，用水龙灭火！能被选为

“水龙工”的都是从各个单位挑选
的精壮骨干，而且其中大多数人
都是有一技之长的。

在以前的宜兴乃至全国活跃
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职责是救
火——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
全，人们往往称他们为“水龙工”。

祁坤芳，当这个精神矍铄的
老人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的时
候，老宜兴“水龙工”的神秘面纱，
才轻轻地拉开了一角。老祁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阳羡饭店的学厨，
那时候还很年轻的老祁被选作消
防安全员——“水龙工”的时候是
非常自豪的。

老祁说，“水龙”——它相当
于现在的消防车，哪里发生火灾
了，人们就集体出动，把水龙抬到
火灾点，用水龙灭火！“水龙”是中
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灭火工
具，是一个依靠人力压水的水泵，
由一个巨大的木桶（通常为红
色）、若干副水桶，配以水带、喷枪
头等设施组成。大木桶下面装有
四个铁轱辘，可以装一百公斤左
右的水，桶两边有时会刻有“太平
水龙”和“仓口前保”字样。在大
木桶中并立放上两个用铜铸造的
唧筒，唧筒中有一只活塞可以上
下抽动，内设进水和出水阀门，活
塞与上面的杠杆连接，按压杠杆，
水即可喷射而出，原理就跟我们
在生活中见到的压水井差不多，
喷水高度大约能达到二十米，相
当于现在的高喷消防车。在古代
没有电动抽水机和高压水枪的年
代，这种人工消防水龙在发生火
灾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水
龙可以高处救火，跟会喷水的龙
相似，老百姓就形象地叫为水龙，
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宜兴才
有了第一台机械水龙，人们称之
为“洋龙”，而到上个世纪七十年
代才有了正式的消防队和更专业
的消防设备。

而“水龙工”其实是由公安局
消防科主管属于街道的民间消防
组织的成员，能被选为“水龙工”
的都是从各个单位挑选的精壮骨
干，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有一

技之长的。比如五金站的张家
祥，虽然有腿疾，但是三轮车车技
却是一流。

“水龙工”在那个时候会有很
明确的分工，有专门拿龙头（喷枪
头）的，是属于会机动应变观察火
势的；推抬水龙的和压杠杆的，是
属于力气大耐力好的。还有专门
拉水带的、挑水的、维修的，甚至
还有专门敲锣的。每次救火结
束，都会有专人负责水龙的维修
和水带的清洗晒干，一点都马虎
不得。所有的“水龙工”以及参与
救火的其他人都是义务的自发
的，不领取报酬。

老祁经历过多次救火，在老
祁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
白果巷的火灾，那是一个年初三
的晚上，天气非常寒冷，当时老祁
已经上床休息了。突然隐约从远
处传来呼喊声“着火啦！”老祁立
即从床上一蹿而起，披上衣服就
冲了出去，冲到门外便听到远处
传来的敲锣敲脸盆的声音。老祁
边跑边穿衣服，循着声音就往着
火处奔去，寒风中女人哭天抢地
的哭喊声和小孩的啼哭声不断地
灌入老祁耳中，老祁也是心急如
焚，恨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很
快老祁便跑到火警处，这是白果
巷的一处民宅，事主是谁如今老
祁已记不起来。

白果巷是宜兴一条古老的巷
子，当时的这巷子刚刚能容纳两
到三个人并排通过，在这样的小
巷子里发生火灾是非常棘手的事
情，而水龙的灵活机动恰好能发
挥它的作用。老祁到火警处的时
候，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窗户和屋
角不断有浓烟冒出来，并且夹杂
着木头燃烧噼啪的爆裂声。这个
时候周围的群众也都爬起来帮忙
了，用桶提水和脸盆脚盆打水的
都有。可因找不到着火点，火势
在屋顶蔓延。老祁知道这样下去
肯定不行，得赶紧把水龙弄过来，
于是赶紧往水龙存放处跑去。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可
在老祁眼里这段路好漫长，幸好
才到半路便遇上几个年轻的“水
龙工”推着水龙往这边赶，老祁便
上去一起帮忙。水龙一到，便有
人欢呼起来。只几分钟时间，水
龙便安装架设完毕，这几个年轻
的“水龙工”不愧是精挑细选出来

的骨干。这下周围的人们也不再
慌乱，变得很有秩序地往水龙的
消防桶里装水。也有专门的挑水
工，担着水不断在河埠和水龙之
间飞奔。只见四个“水龙工”喊着
号子，不断地压着杠杆，才几下，
水便从龙头喷涌而出，越上房
顶。看到这神奇的情形，边上的
小孩不由欢呼惊叹起来。龙头不
断变换角度和落点，像一只灵活
的手把火点一点一点抹去。很快
第二条水龙也赶过来了，在众人
的努力下，火势很快就被控制住
了。经过大家两个多小时的努
力，火终于被扑灭了。再看看大
家，头上冒着热气，脸上滚着汗
珠，有的裤子和棉鞋全湿了，有的
手上、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印子。

另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救火
经历要数原铜峰新华大队的那次
救火经历，在那时已经有了宜兴
唯一一台柴油机的水龙——“洋
龙”。老祁说，那次他也是撞上
的，当时他碰到张家祥骑着三轮
摩托带着“洋龙”和汪汉军，问也
没问就跳上了车，上车后才知道
是新华大队的草堆着火了。三轮
摩托一路在田埂上飞驰，一不小
心连人带车都栽田里了，当时根
本顾不上有没有受伤，迅速爬起
来推起车继续往前赶。正是因为
他们的及时赶到，村里的草堆才
得以保住，“洋龙”的出现极大地
提高了效率，非常有效地降低了
损失。那个时候没有煤气缺少
电，这草堆的草是全村人的主要
能源。虽然经过几个小时的战
斗，每个人都精疲力竭。村里为
了感谢他们，又是杀鸡又是烧鳜
鱼，让他们难得地美美饱餐了一
顿，也让大家见识到了“洋龙”的
威力。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家
都拥有着简单的快乐，助人为乐
互相帮助，只要有益于别人都会
觉得快乐，一顿好吃的能够几十
年都念念不忘。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
前的平房和青石板巷已难寻，取
而代之的是一栋栋高楼大厦，一
条条宽阔的柏油马路。经历了水
龙、洋龙，到现代化的消防车，人
们的防火意识也越来越强，“水龙
工”也被现代的消防官兵所取
代。可是“水龙工”的故事却将永
远的流传。 （吴军霞）

有多少行业曾经辉煌一时？有多少行业曾陪伴我们成长？有多少行业已经淡出我们
的视线？老行当，尘封在记忆深处，是远去的故事，也是曾经的岁月和历史，像是封存的佳
酿，越陈越有味。

两个刷过桐油的提桶，一副
磨得光滑的扁担，是他们谋生的
工具；一双一年四季着脚的草鞋，
一身满是补丁的旧衣裳，是他们
的行头……

前两年，我初见鲁志川、阚小
妹这对钻石婚夫妻时，便被他们脸
上那种满足与安详打动。

时年年近九旬的鲁志川做了
一辈子的挑水工；妻子阚小妹，八
十出头，年轻时跟着丈夫吃了不少
苦。他们晚年生活平静而安逸。
阚小妹的话语透露出无比的满足
感，“现在我们过的日子是以前想
也不敢想的，和以前相比，那简直
是天堂日子啊！”

回忆起曾经的挑水工生涯，鲁
志川老人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俗
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鲁
志川16岁就到茶馆店里帮忙，烧
烧老虎灶，为客人泡泡茶、倒倒水，
偶尔也挑挑水，干的都是些苦力
活。老板包吃住，还给他每月3斗
米的报酬，这对于穷苦人家的孩子
来说，至少也可以贴补些许家用
了。20岁时，他干脆做起了专门
的挑水工，这是一份很苦的工作，
可是收入可以提高一倍。

挑水工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
时候没有自来水，人们喝水都靠两
肩挑，而且那时的人们还有茶余饭
后上茶馆喝茶的习俗，可能现代的
年轻人无法理解那时茶馆的那种
热闹。人们几乎是怀着一种“仪式
感”上茶馆喝茶的。每天早上天不
亮就会有人去喝早茶，据说乡下的
茶馆更早，凌晨三点半就要开门迎
接第一批茶客。老茶客们喝了一
壶早茶，相互聊了近期的一些趣闻
逸事，就着这一壶茶吃些烧饼或馒
头，然后精神抖擞地下地干活。干

完活，只要得空又会去茶馆喝茶，
这已经演变成当时人们的一种生
活习惯，一种消遣的方式。那个时
代物资匮乏，没有电视，没有电话，
更没有手机，于是茶馆成了人们打
发消磨闲暇时光的好去处，茶馆也
成了人们交换信息的集散地。

正是因为茶馆在当时人们的
生活中，几乎是处于“刚需”的地
位，所以街上随处可见茶馆店，老
鲁说当时仅宜兴城里就有大大小
小十几家茶馆。

老宜兴城里的十几家茶馆，老
鲁年轻时就职过的就有四五家，他
16岁进顺和楼茶馆，之后先后又
去了民园茶馆、畅和茶馆、南泉茶
馆、阳羡茶馆。其中畅和茶馆规模
比较大，位置就在现如今劝业广场
的对面，里面的娱乐项目也更齐全
一些，包括如今已经接近失传的说
大书项目。鲁志川每每遇到当天
茶馆生意不那么好，水缸的水已经
挑满的时候，也会听那么一两场老
先生的说书，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少
有的奢侈享受了！

鲁志川身材并不高大，可是却
有一副好力气，做挑水工没有力大
这个本事可不行，两只提桶装满
水，一挑起来就是130斤，而且这
一天里少说也要挑上个十几二十
担。天气越热茶馆生意越好，最多
的时候一天要挑五六十担水，这从
早到晚，挑水工连喝口水的工夫都
没有。两个刷过桐油的提桶，一副
磨得光滑的扁担，是他们谋生的工
具；一双一年四季着脚的草鞋，一
身满是补丁的旧衣裳，是他们的行
头；饱经风霜的脸庞，黝黑的皮肤，
略弯的背脊，粗壮的手足，是艰苦
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

做挑水工这一行是没有休息
日的，不管风霜雨雪，无论酷暑寒

冬，也不管是大年夜还是年初一，
人们都能看到他们来回穿梭的身
影。老鲁回忆说，那时的河水是极
清澈的，挑到水缸用明矾稍微沉淀
一下就可以饮用。人们还可以看
清水面下的小鱼。

那时候的地都是泥地，一路走
过去，背后一身泥；如果是寒冷的
冬天，裤管放下来，里面都是冰。

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经常
会有冰冻天，河里的水结成厚厚的
冰，于是挑水工就要把河面的冰敲
出一个洞，费了一番力气提了一桶
水上来，刚放下，想歇一口气都不
行，因为一转身，刚刚敲出来的洞又
结成薄冰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宜兴成
立了宜兴县商业公司，当时的理发
店、茶水店、照相馆、寄售商店，都归
属了商业公司，挑水工作为茶水店
的员工，一下子就成了有组织、有单
位、有保障的人了，收入也提高了。
进公司的时候，鲁志川31岁。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来水
开始慢慢普及，于是挑水工的身影
开始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老鲁是
1988年在宜兴的一家茶馆退休的，
退休前的最后几年，他终于卸下了
肩上那副重重的担子，改烧老虎灶。

那些过去的剪影，那些曾经的
岁月，如今已经尘封在记忆中，但
是它们就像是封存的佳酿，越陈越
有味。 （小 君）

更夫矮小瘦弱的背影渐行渐
远，只剩下嘹亮的号子，不论多远，
顺着湿漉漉的青石板就能一路回
到耳边。

我们在听老人讲成淦生的故
事时，好像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景
象：烟雾缭绕的老街上，更夫矮小
瘦弱的背影渐行渐远，只剩下嘹亮
的号子，不论多远，顺着湿漉漉的
青石板就能一路回到耳边。

“笃！笃笃！”薄暮时分，这是
打更人敲的第一声开道更。清脆，
又带着空气在竹筒中回旋撞击的
闷响。仿佛一种默契的暗号，不用
亲自去门口瞧，大家就都知道是成
淦生来了。老宜兴小城里，成淦生
他是独一个的更夫。

一手纸灯笼，一手铁皮话筒，
竹筒鼓和篾片拿粗棉线串了，挂在
裤腰间。走起路来，能听见肚皮里
稀粥摇晃的水响。成淦生慢慢踱，
橙黄的光将他矮小的身材拉得老
长。词儿还是老词儿，但如戏角上
台前一般，嗓子需要酝酿。不时会
有老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停下来
和人寒暄。

直到大同街走过一半了，他才
举起铁皮话筒放在嘴边，闭眼昂头，
似只骄傲的老鹅：“前门撑撑后门关
关，水缸挑挑满，澡堂挖挖断——！”
这段话，宜兴人念来十分顺溜又有
趣，兼提醒左邻右舍家里要照顾
好。街头至巷尾，都听见了他高亢
的嗓音，自此，夜晚才算揭开了序
幕。大人们抬出凉席，在家门口搭
起了竹床。孩子们调皮淘气，看见
成淦生来了，总要追一路，好奇他

那有一个豁口的竹筒鼓，学他的瘪
嘴，更怪模怪样地跟着他念。在天
真的孩子们眼里，所有打更的家伙
什都是新颖的玩具。殊不知这些
都是成淦生自己做的。

面对孩子们的顽皮，成淦生是
不介意的，大人们则体谅他工钱拿
得少，家里还有女儿要照顾，都希
望他能早点回家。往往孩子们才
追出去一两步，大人们就要把他们
叫回去。清一色的桐油钉鞋就放
在竹床下，旁边盛着驱蚊的艾草，
燃起来有股苦苦的香味，整条街一
刹那似云蒸霞蔚。

绕着宜兴城走一圈需要两个
钟头，敲二更时，就正好走到艺和
街了，成淦生脚心已发了汗。哪怕
晒过叠过两三层，有着厚厚底衬的
桐油钉鞋也经不住成淦生每天这
么磨，于是，趁着点蜡烛的空隙，他
就会把鞋脱了，塞在怀里。石子和
泥土吸收了落日前的余热，踩在脚
底下又暖又软。他就这么一路快
活走到三更的老城墙那儿。

原本十丈高的老城墙已经残
破不堪，砖头间长满了狗尾杂草。
夜里黑黢黢地站在月光下，如同过
去绿林小说里劫道的大汉，吓人极
了。成淦生待它却像老友，无论风
雨晴霁，看到老城墙，就说明离到
家只剩一半路程了。打更最初是
有两个人的，一个负责喊更，另一
个负责敲镗锣，也可以说会儿话，
缓和这漫漫长夜。后来，就剩成淦
生一人提着灯笼吹着夜风，还有路
边齐头并进、断断续续的老城墙。

一人一墙，心情却是好的，成
淦生有时会唱唱《珍珠塔》，张嘴就

来：“娘说我头儿圆圆生得好，一定
要戴乌纱帽；戴了纱帽还嫌小，脱
落纱帽换相雕！”夜里没人鼓掌，然
而韵味悠长，一人细细地品，犹如
老蚌磨它的珠。前头就是西大街
了，四更天，正是鸡鸣狗盗之辈出
来活动的时刻。照例循旧，成淦生
是要喊一喊的，但后面加上了两句
词，“屋上瓦响，覅当猫狗畜生”。
这两句词意味明显，就是我看见你
了，不要小偷小摸，回家去吧！那
时，警察局仅有几个人，夜间治安
主要就靠他这打更的。老宜兴城，
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成淦生
打更，每家门口都走过一趟，任他
捉住谁了，见面都是乡亲。贼也警
醒，通常听他这么一喊，自然心虚，
就放下偷摸的主意了。

最后一更天，就到家了，长桥
河边。长桥这里有一座电灯厂，
白天机器轰鸣，生产出圆秃秃的
灯泡送到大城市。夜里，长桥就
安静了，成淦生也不喊更。电灯
厂的工人都住在附近，白天疲惫
不堪，夜晚着实需要一顿安稳
觉。终于见到了白墙黑瓦的小房
子，成淦生吹灭灯笼里的蜡烛，将
晒在外头竹篙上的蓑衣抖搂抖
搂，推门进了家。

屋外，皎洁的月亮悬挂在半
空。十几年的时间弹指一挥，上
世纪五十年代初，政府正式取消
了打更这一工作。宜兴城的夜
晚，再也没有人听见过竹筒鼓的
声响。成淦生后来怎样，无人知
晓，当初追着他跑的孩子们，现在
也年逾古稀。

（陈 玥 陈晓斌）

民间消防安全员“水龙工”

更夫成淦生

挑水工鲁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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