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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大脑里有一部分是跟记忆有关系的，这个记忆
与物质的关联很少，大部分都是情感。所说的老年痴呆症，
记不起来的多是情感。岁数越大，留存在记忆里边的情感
就削弱得越快，能留下的都是最珍贵的那部分。一个朋友
在弥留之际曾经对我说，我记得你因为我做了心脏支架，陪
了我两天。我很吃惊，这件事他要是不提，我已经忘了。那
天，与几个年轻朋友聊天，突然议论起一个话题，情感是不
是需要激活，不能总是被搁置在柜子里边。说着说着，有人
提出如今情感太多太烂了，接收得最多，遗忘得也最快，能
激活什么情感呢。我就说把最美好的情感收藏起来，总拿
出来欣赏一下，就像是收藏艺术品那样。朋友们说，这是一
个奢侈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嗜好，怎么能收藏情感呢。
这次疫情发展得很快，我一直关注着武汉的疫情发
展，坚持着问候武汉的几个文友。我和武汉的一个
文友用微信的方式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他的书
法特别好，我就不断展示着他给我写的好几幅书法
作品和照片。其中有一幅字我们俩拿着，脸上的笑
容很灿烂。他惊讶地对我说，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已
经很久了。我说，我记得我那年去武汉，在长江边上
你请我吃的武昌鱼，给我讲武昌鱼的故事。他那边
沉默了，后来他跟我说，
很多文友在武汉这段特殊的
时期，总是跟他聊天讲过去，讲的是故事，但充满了
感情。我就说，随着疫情在武汉的发展变化，大家与
那里文友的感情也越发浓厚起来。
有人还把情感简单地归纳为男女之间那点儿
事，无非是情人恋人爱人。 其实情感是一个内涵广
泛的词汇，那是人与人交往最真诚和最圣洁的象征。我的
一个战友在贵州成为一个地区的专员，
我去贵州出差，他在
他宽敞的办公室接待了我。我们下意识地聊了几句官场上
的话，他就连忙摆手说停止吧，
没意思。我们就转移话题说
起过去的事，他越说竟然越兴奋，清晰地想起许多往日在
部队的细节。我们去爬香山，怎么摘的红叶，在山顶上我说
的什么，他说的什么。他说，你把一枚红叶夹在我的笔记
本里，你说，我们战友间的情感要像红叶那样永不褪色。
说到此时，他从抽屉里取出那个已经发黄的笔记本，我惊
讶地看到，那枚红叶依然在闪烁着生命。我说，你还有心思
留这个？他没说话，让我看笔记本里的那张页码，上面工
工整整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天津的战友李治邦叮嘱我，战
友间的情感要像红叶那样永不褪色。我感触地说，难得
呀。他情不自禁地说，我常常回忆起咱们的往事，想我们
说过的每一句激励对方的话，因为这些话我都记在笔记本
上，觉得特别珍贵。我在告别他时，
曾经嘱咐他看看我另一
个战友，姓黄，在他管辖的一个深山区。 姓黄的战友曾经
在很多个夜晚替我站岗，而且是在冬天。 我这个“城市少
爷羔子”
总是在温暖的被窝里睡不醒，
而黄姓战友就总是替

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作为当代高
等美术教育和社会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孙其峰
先生融会百家，自成一格，创造出独树一帜的中国花
鸟画体系和范式，广为业界、学界尊崇称颂。先生胸
怀宽厚，人格博大，有教无类，倾囊以授，是真正德高
望重的美术教育家。
孙先生 1920 年生于山东招远县石对头村，先生
2006 年接受采访时讲，出身农家，见了泥土格外亲
切，从 1996 年起，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一直生活在老
家。老家有楼房也有平房，院落也挺大，院里植有兰
花、丁香、海棠等数十种花卉树木。每天，当晨曦初

有教无类 仰望其峰
马凤华

展、麻雀啼早的时候，老人总是准时起床，拎只小板
凳到庭院里画画写生。
更让先生不寂寞的是，登门求学的业余书画爱好
者络绎不绝，先生戏称他们为“野学生”。这一支庞
大的“野学生”队伍中，既有工人、教师，也有军人、农
民，甚至包括寺院僧人。军人学生中，将军、士兵、后
勤服务人员不等。与“将军学生”相比，孙先生幽默
地称自己为“瞎将”。
先生回乡安居后，因年事已高，加之当时身边己
有北京、天津等地的几十个学生，所以不打算再带
新人了。一天，与招远邻县的一位农民自带作品上
门拜师，家人一口回绝了他。没想到，这位名叫吴
学军的小伙子有股韧劲，与其爱人愣坐在门口不走
了。一个下雨天，孙老过意不去了，看了看他的画，
感觉不错，就收下了。
没过两年，吴学军便不种地了，完全靠画画为业。
一次，吴学军带了许多老家的土特产来天津看望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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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部十唱”

当时的“生活干事”都干些什么
事呢？我后来从于是之的一个旧笔
记本中发现了几张发黄的“学习纸”
（当时统一发的较粗糙的供学习用的
纸）上，记录着他的“一周汇报”——
看来，
他要操心的事还真不算少：安
排各组的学习和排练秧歌、腰鼓以
及学声乐、练体操的时间；请协理员
对新同志进行政治测验以便政治学
习分组；请各组组长了解每人读书情
况；利用星期日开组长会总结工作；
注意发掘每人的特长，以“组织其力
量 ”；此 外，还 要 安 排 报纸 传 阅 的 办
法、如何保证睡眠时间及病号伙食，
等等。他并不“脱产”，和我们一样学
习、排练，还要挤时间读书、找同志们
聊天；
他不是什么
“干部”
，可领导开会
有时临时就把他找去
“列席”
……从早
忙到晚，不知疲倦，分内分外，全都招
呼，
一心扑在
“家”
上。
那时，晚上还要和几位“老”同志
一起去总工会教工人打腰鼓。当然，
他们也是坐着那辆毛驴拉的胶皮大车
去的。
戏剧部刚成立那会儿，他心血来
潮，模仿当时唱的“边区小唱”那首陇
东民歌的调子，填了一个“戏剧部十
唱”。我们集会的时候，大家一唱，还
挺来精神儿。现在看那“歌词”，十分
幼稚可笑，可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当
时的生活和人们那股子心气儿。
“戏剧部（那么嗬嗨），好光景（那
么嗬嗨），各组的男男女女、哥哥嫂嫂、
弟弟妹妹、和和气气，哈，
咱们的家（那

我，在寒风凛冽中排遣着孤独。 我回到天津没多久，姓黄
的战友给我寄来一封信，信里字数寥寥，但让我掉泪。他
写道，我做梦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
农民，老婆有病，孩子上学，家里连电视都没有。我写信绝
对不是向你说怎么穷，只是感谢你，需要我替你站岗，我天
天站都乐意。我对当专员的这个战友说起了姓黄的战友，
说，你应该温暖他。没想到，我说完没过多久，姓黄的战友
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告诉了他，他特意跑来看我，给我
解决了不少困难。去年的春天，我贵州的这位当专员的战
友因病去世了，我给他爱人打电话，她对我说，他去世前还
说起你，说你们在北京当兵时候那份的情感。我听后泪流
满面，他在那种时候可能记着的都是别人的情感。

激活情感
李治邦

我的好文友何申是天津人，后来去了河北省承德插队，
就留在那里，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说起来很巧，我小
时候住在长沙道 26 号，后来搬走了。一天跟何申吃饭，他
说他住在长沙道 26 号，我俩一对证，结果是我搬走后他家
搬去了。后来，我到承德出差，那天他对我说，知道我的书
法好吗？我说，知道，
求你的一幅字很难。他很生气，
说，谁
说的，谁找我都写。说着就给我写了几幅字，然后卷了一个
卷给我。我挺感激，他对我说，我这个人最忠实的就是情
感，情感没有了，
人就成了行尸走肉。这句话虽然是喝酒时
说的，但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可惜，不久前何申因病去
世，我再打开他给我写的字，泪眼模糊了，因为他的字写的
都是情感上的话。可能我也上了些岁数，觉得这几年去世
的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个的突然去世让我好孤单。我想
了想，我们活着除了工作，
其余就是情感了吧。即便是在工
作上也是跟情感息息相关。记得我在单位的时候，每逢到
大年除夕，我就告诉大家都回家过年，我在单位守岁。可每
次到了除夕，都有人跑过来撵我走，他们守岁。对我说，你
忙碌了一年也该回家团聚了，我们不能让你再给单位守
岁。我那么想，他们没有家吗，他们就不想回家过除夕吗?

孙先生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下次来只带作品就行了，画
作进步了，不就等于地里大丰收了嘛。
孙先生不吝赐教的故事，画家朋友张锡龙也曾多
次深情提及。张锡龙就读天津美术学院时，孙先生是
他的直接任课老师。当时的孙先生，年轻潇洒，精力充
沛，平易近人，责任心强，对学生要求严格。先生上花
鸟画创作课，边演示边讲解，深入浅出，举一反三。直
至今日，先生那种严谨负责的教学态度、生动活泼的课
堂画面，已定格为学子们对昔日时光的美好回忆。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孙先生带领他们全班同学到
山东菏泽写生，住在一个弃用的学校里，可以说是天当
被地当床，铺上薄薄的一层稻草，
一住就是一
星期。当地人久仰先生的名气，特意为先生
安排了宾馆，却被先生婉言谢绝了，就这样，
白天去牡丹园写生，晚上给学生上课，
睡前还
给大家讲故事。
毕业后，张锡龙经常去家里看望先生，有
一次带了两幅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请先生看
看。没说几句话，先生就坐到画案前认真地
观看起来，微笑着说：
“作品先放在我这儿，过
两天你再过来。”几天后再到先生家，一进门，便惊喜
地看到了先生早已摆放在画案上修改好的作品。先生
精心修改过的地方，笔法苍劲，
结构严谨，
虚实相应，还
用行书题写了“锡龙画花鸟画，苍劲可喜，其勉乎哉。
甲戌秋，其峰观题于津门”等文字予以鼓励，并盖了两
方印章。另一幅花鸟画虽只添加了寥寥数笔，画了几
笔兰草，便使整个画面十分完整且一下子生动起来。
这时，老师站在他身旁问：
“满意吗？”
张锡龙激动、喜悦
的心情难以言表，一边说
“太满意了”
，
一边向老师深深
地鞠了一躬。
源头汲水，造化中来，饱受先生传统经典艺术熏
陶和厚德载物人格濡染，先生撒播的艺术种子正在
各自广阔的艺术天地里不断进行着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青蓝并美，枝繁叶茂，生长出一派生机勃
勃的新气象。
仁者寿，智者康，
谨以此小文表达对这位百岁人瑞
的祝福和敬重。

我和于是之
这一生
李曼宜

作家出版社

么嗬嗨）。
“早七点，
铃铛响，
被窝里出来，
漱口洗
脸，哗啦淅沥、淅沥哗啦，啪！一盆水。
（那
时没有洗漱间，
脸盆放在走廊上，
洗完随手
就把水泼到院里。
）
“石一夫，
当部长，
每天作报告，
偷看一
眼，
偷看两眼，
偷看三眼，
嘘，
小纸条。
（每早召
开的群众例会上，
石一夫总要讲讲形势，
布置
一下任务，
怕说话啰唆，
把要点写在一张小纸
条上，
扣在手心儿里，
瞄上一眼以备忘。
）
“唱新歌，
打腰鼓，
成天价 Do、Re、Mi、
Fa，
咚巴咚巴咚，
脑袋大。
（说打腰鼓吵得脑
袋大，
这在后来某一时期，
恐怕不太敢说，
那
是对
‘革命文艺’
的态度问题呀！可那时说
的是实情，
整天在小院打腰鼓就是吵嘛。然
而，
大家从心里喜欢它，
南京、
上海解放的时
候，
我们背着腰鼓，
边打边走边唱，
绕着北京
的四城游行了一整天，在沸腾欢乐的人群
中，
唯恐自己的鼓声不够响亮。
）
“排新戏，
迎五一，
两个剧本里，
关公大
婶儿，
女工周仓，
说说唱唱，
啧，
啥都有。
（这
是把两个小戏的人物说在一起了。当时一
个是《关公整周仓》，另一个是《老王的胜
利》，
都是小话剧，
后者是他导演的。
）”
……
我们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个“家”里
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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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感情我记着，即便我退休了，也跟这些替我守岁的人说，
谢谢你们，你们的感情我不会忘。经常跟大学打交道，发现在
大学男女搭伴儿的不少，搭伴儿的时候彼此都说些动情动魄
的话，但彼此都知道，一旦毕业多会各奔东西，就泥牛入海无
消息了。我对学生们说，
有没有以后还联系的？他们说，不能
说没有，但还能沟通那份情感的很少了。我又追问，
不联系可
以理解，但能不能把对方还深藏在心底呢？他们很为难，
就解
释说像是一颗流星，
划过夜空就没有了。由此可见，感情也可
以消失的，
甚至很快。当所有的感情都消失了，还能记得什么
呢。我相信，2020 年的春节所有人都不会忘，它可能会成为
全体国人的感情收藏。因为这场疫情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
记得我家门口有个穿红马甲的小姑娘，哪次我回来给我量体
温，
都很认真，
不看见数字是不松手的。那天因为冷，
总
也见不到我手腕上的体温读数，
她就耐心地对我说，您
再等等。等了好一会儿，
才出来体温读数。她朝我微微
笑了一下，给我鞠了一躬，说，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当
时我的心被触动了一下，
这个小姑娘不仅是对工作负责
任，
她还有对每一个进进出出的人的那份感情。我听到
有这么一句话，
随着你岁数的增长，感情的积累也越来
越多，
大脑记忆那部分就不断筛选和淘汰，
留着的就是
距离你最近的那个。我不敢苟同，你在年轻时遇到的
真正情感，到你老的时候也不会筛选和淘汰掉，那是刻
骨铭心的，筛选和淘汰掉的不是真正的情感。
我一个去美国的朋友曾经给我打过一次时间很长
的电话，他嘬着牙花子说，怪了，在美国这么忙，有时
候去一个地方旅游，看着美丽的风光，就想起你来，
你要在这儿多好呀，也能和我一起享受一起陶醉。我说，谢
谢你了，你纯粹是拿话搪塞人。他委屈地对我说，真不是这
样，我真的那么想。无独有偶，我去年到杭州西湖，黄昏时
在一处风景游览。西湖水波潋滟，山水成一色，水鸟在湖面
掠过后在我头顶盘旋，恍惚时我突然想起他在美国打来的
电话，我猛然间涌起和他一样的感觉，他要是在这儿和我一
起享受该多好，说着友谊，咀嚼着往日的生活，是令人惬意
的。由此可见，收藏那份情感的同时也需要你支付情感，因
为你不支付情感就不能收藏。有的收藏家经常把自己收藏
的古画古玩拿出来，细致地欣赏，或者邀上几个知音共同把
玩，然后再收藏起来。因为收藏者和被收藏的物品有一种
默契，有一种欣赏和被欣赏的纽结。感情也是这样的，你收
藏它，不是把它束之高阁，而是要常常把收藏的情感拿出
来，让这份情感充实你陶冶你，弥补你的那份孤独。好几年
前，我们曾经到意大利进行文化交流，应中国驻意大利大使
馆的邀请去作客。在进入大使馆的一刹那，我看见五星红
旗在飘扬，瞬间对祖国的那份情感就迸发了。因为收藏得
太久，所以释放出来是那么得幸福。
题图摄影：乔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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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真是一个好东
西，不管天南海北的人，
只要趣味相投皆可聚在
一起。像我这样的“70
后”一代大多是最早接
触网络的，混过论坛、玩
过博客，继而豆瓣，再玩微博，凡此
等等，不亦说乎。也正是得这种便
利，如果玩得久了，也许多多少少
就是一位“名人”。株洲的舒凡老
师即是其中之一。
2011 年，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
东莞进行，我因事未去，
却知道舒凡
去了，第二年在上海的年会上我才
第一次见。我还记得那时候她在主
持株洲新闻网，在网站的论坛里开

书人闲话（五）

湘江边的女书人
朱晓剑

一个读书板块，吸引了各地爱书人
的进驻，大伙在这里谈书论艺，
好不
热闹。除了做网站外，她还张罗着
每周二晚上在湘江边摆上一排旧书
摊，每个书摊带 60 至 100 本书，至
此株洲的爱书人有了交流平台。这
些做法皆可看出她对阅读的热爱。
其实像舒凡这样的“忙人”，读
书时间虽少，却也见缝插针式地进
行阅读。我见过她在上海、天津、
长沙等地淘旧书的“狠劲儿”，别人
逛过一圈就已住手，她却在乱书丛
中翻翻找找，居然从中发现不少宝
贝。舒凡在株洲摆旧书摊还不过
瘾，还张罗着举办全国民间读书年
会，这届活动创造多个第一，比如
会前编文集、会后有成果都是从这
次年会开始的。
我还记得在株洲参加年会时，
旧书摊一字排开，摆在湘江边，
江风
吹来，各地的爱书人在这里扎堆儿、
淘书，这道醉人的风景让人羡慕。
要知道在一些省会大城市也是难以
看到这等规模的旧书摊。
舒凡不只是做了这些，她先是
成立“株洲书友会”，继而在湖南首
个成立全民阅读协会，还开了间山
塘书屋，面对市民定期开放。她在

燕子衔来春天的请柬，暖暖的阳光穿过新 将来能飞向远方。
绿的树梢，给花儿抹上姹紫嫣红，乍泄无限春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
光。迎着拂面不寒的杨柳风，随着绿丛中散发 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代诗人高鼎
出的点点花香寻去，我的心豁然开朗，
万物都在 的《村居》无疑是描述春早春二月放风筝的名
复苏，万物都在生长，
广阔的天地呈现一派生机 篇。诗中的“纸鸢”也就是风筝，在中国有着悠
勃勃的景象，正是踏青游春的大好时光。
久历史，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
走在这融融春光里，草长莺飞，桃花满枝， 期。
《韩非·外储说》中载：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
田野一片灿烂芬芳。深呼吸，别样清新甘甜，沁 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
‘先生之巧，
至能使木
心润肺，格外舒畅。举首眺望，
但见不远处
河边草坪上有大人带着小孩子在放各式各
样的风筝：
腾云驾雾的孙悟空、眼神犀利的
猫头鹰、翩翩欲飞的蝴蝶、张牙舞爪的螃
蟹，还有手提花篮的天女散花、形态各异的
京剧脸谱……它们翩翩起舞于蓝天白云之
钟芳
间，随风飘动，
忽上忽下，时左时右，
把天空
装扮得五彩斑斓、亮丽壮观。孩子们则奔
跑着，欢呼着，
唱着童谣，恣意来回放线，勾
勒出一幅欢乐祥和的画卷。
鸢飞。’”墨子花费了三年时间研制出可以飞翔
望着空中飘来飘去的风筝，我不禁回想起 的木。据传，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了材质，使之
小时候在老家乡村
“放风筝”
的情景来。每当杨 更加体轻便于飞翔，据说一下子能飞上三天不
柳垂青时节，村里的孩子们总喜欢到花红草绿 落地，此时的风筝名曰“木鸢”。直至东汉蔡伦
的田野里放风筝，那时我还太小，
就常跟在二哥 造纸术发明以后，坊间才有了纸质风筝，其名为
后面跑，看着一只只风筝在春风的吹拂下慢慢 “纸鸢”。到了五代时期，李邺在纸鸢上安装竹
地扶摇直上，没有任何羁绊，
自由自在地翱翔在 哨，腾空之后，迎风作响，声如筝鸣，故称“风
。早期的风筝，
曾被用作军事器械和通讯工
蓝天，别提有多开心了。
“风筝，
风筝，快飞呀，飞 筝”
到天上去”，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嬉笑声响彻田 具。
《独异志》中记载，梁武帝大清三年，
“ 侯景
园上空，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风筝越飞越高，我 反，围台城，
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
。唐宋
们的快乐也就越飞越多。我们放飞的不仅是风 时，风筝逐渐从军事用途转变为一种娱乐工具，
筝，也是快乐，更是春的希望和梦想，梦想自己 并且随着造纸业的发展，纸糊的风筝逐渐增

和蔼无私的好老师

在刘继卣身上，在他几十年的
连环画创作生涯中，也体现出老一
代艺术家“砚田耕牛”般务实和谦虚
的精神，勤恳劳作、不尚喧嚣、不羡
虚荣。有人说，刘先生是不去关心
政治的，所以除了“文革”，此前虽然
政治运动频繁，但刘继卣似乎置身
事外，保其无虞；而艺术是他生活中
的唯一追求，他可以为了作画，去僻
远 的 山 野 荒 村 观 察 写 生 ，并 不 以 为
苦，他可以一张画画一个多月，废寝
忘食，力求尽美。后一点是自然的，
那是真正的艺术家的生命，精神的寄
托；而前者的看法，却失之绝对，没有
政治热情的画家怎能画出那么多的
作品，展现那么多的人物，如王秀鸾、
海娃、王国藩等，还有虽是古典人物，
身上映照出足令今人警醒并受到启
示的无论是历史人物抑或是神话人
物？没有清醒的政治意识和激情，这
决然是不行的。
刘继卣为人低调宽厚、与人无争、
待人以诚、不善心计，
只以创作为生命
的全部。据他的学生回忆，刘先生不
以艺术为己物，在课堂上下永远是一
个和蔼无私、严格认真的好老师。他
虽然是旧时代画坛上的过来者，但他
没有沾染任何旧画师“保守”
“ 绝技”
“窍门儿”
“ 秘 不 示 人 ”的 习
气。有学生问及刘继卣的画
艺绝技，如享有盛誉的动物画
制作中的用墨如何“黑极而
绒”，虎的皮毛如何“薄中见
厚，有珠光宝色”
等，他总是和

春风拂面放纸鸢

丹青妙手刘奎龄
齐珏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盘托出，与学生和同志共享。他很少写文
章，很少大谈他的创作经验，他似乎仅以
身教为本分，因而，要想找到他写的这类
文章，很难，也没有人在刘先生生前好好
总结他的创作经验，这时常让我们慨叹不
已。现存仅有的两篇介绍连环画创作技
法的文章也没有涉及什么理论问题，只谈
创作技法和创作过程，谈得具体翔实，朴
实无华，却使人深受启发。
刘继卣的艺术特色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分析。
首先是善于塑造北方农村人物形
象。在刘继卣大量的连环画作品中，他以
华北农村为主要的生活基地，塑造了众多
不同阶级、年龄、性别、身份的北方典型人
物形象，如《鸡毛信》中的海娃、
《穷棒子扭
转乾坤》中的农村干部、
《东郭先生》中的
东郭先生，都具有北方人民质朴、憨厚、单
纯、执著的性格特征，正是对于这些北方
人物的成功塑造使刘继卣的连环画作品
充满了真实生动的感染力。
其 次 ，干 涩 遒 劲 的 线 形 特
征。刘继卣在连环画具体绘制
技法上主要运用的是传统线描
画 法（主 要 是 铁 线 描 和 兰 叶
描），他常常用简练的线条来勾
画出复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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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里是负责人，
既管日
常工作，也负责经营，总
是忙碌着这样那样的工
作，
却还是有闲暇时间坚
持淘书、读书。这种精神
真是可贵。
聂鑫森先生曾说：
“株洲的读书
氛围好，能在全省闻名，
全在舒凡一
个人热心张罗。”可不就是这样，举
凡株洲的种种阅读活动，比如乡邦
文化讲座、阅读推广活动，等等，还
真是少不了她的努力。比如说湘江
边的旧书摊，日晒雨淋，
没有个遮风
挡雨的地方，她推动政府部门为旧
书摊安装了遮阳雨棚，为了方便摊
主和淘书者休息、看书，
旧书摊的木

沽上
丛话

都说忍冬长得像勋

栈 道 由 原 来 的 15 厘 米 抬 高 到 36
厘米，沿线还设置了长凳。这让旧
书摊多了些温暖。
舒凡对旧书店的好，是希望株
洲这个
“火车拉来的城市”
从工业城
市转型，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底蕴，
故
愿做一些与此相关的工作。有时，
舒凡利用假期或周末外出去各地
走访新旧书店，她也会带上株洲本
土旧书店的负责人，
“ 了解外面的
行情，可以让大家对这个市场多一
些信心”。她为旧书店着想，让他
们看得见未来。
不只是这些，舒凡还联系孔夫
子旧书网和全国一些知名的旧书
店，在株洲和醴陵连续举办旧书交
易会。引来长沙、岳阳、南昌、深圳
等地的爱书人来此淘书，这样的以
书会友，在全国也是首开先河的大
事。像这样的大手笔，即便是身处
旧书业的一些知名旧书店，也难以
承担下来，而舒凡却做得得心应手。
我去株洲时曾参观过舒凡的书
房，密密麻麻的图书，书架上放不
下，书桌上也是图书，让人大开眼
界。这些书多是她一册册从不同
地方淘来的。从这些书里亦可看
出她对阅读的深情。

多。明清时，风筝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放风筝
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
风筝有着自由的天性，千百年来，人们一
直向往着能像风筝一样自由自在地在蓝天飞
翔。而放好风筝是需要技巧的，我看到有人摆
弄了半天风筝才飞起来；有的则是试了好一阵
子也没成功，急得捶胸顿足。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两位须髯飘飘的长者，他们正娴熟地把一个
二 十 多 米 长 的“ 双 龙 戏 珠 ”风 筝 放 飞 天
空。远远看去，颇像两条蛟龙在空中围着
一个巨大的
“红宝石”
上下追逐，摇头摆尾，
威风凛凛，时而呼啸而来，时而又倏忽远
去；
时而蜿蜒盘旋，
时而又直上云霄……风
筝在空中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姿态，发出噗
噗啦啦的响声，引得路过此地的游人无不
驻足围观，鼓掌欢呼。和大型风筝相比，
天女散花风筝也很精彩，你瞧：美丽动人
的仙女正慢慢地把一个个小花篮带上天空，等
升到最高的位置，花篮里的花就一片片飘落下
来，悠闲地飞舞，那潇洒的摇曳，曼妙轻灵，煞
是好看。这时的我仿佛也跟着风筝飞翔了，俯
瞰尘寰，怡然自得。
“鸢飞蝶舞喜翩翩，
远近随心一线牵。如此
时光如此地，春风送你上青天。”在这充满希望
的季节，让我们沐浴着暖暖的春光，
感受着柔柔
的春风，将最美好的希冀放飞，
当心儿随着风筝
在湛蓝天空驰骋翱翔的时候，一切烦恼琐事便
都随之飘散于九霄云外，你会发现，
原来美很朴
素，幸福也很简单。

岁月风尘

关于齐仲澍的那些传言乍听觉
得耳生，往细里一想就明白了。英
娘当然没有说过隐形飞机，但英娘
说过台湾，说过齐仲澍盖的那条桃
红缎被，说齐仲澍每天就睡在被子
里，把晚生吓了一跳。后来英娘才
百花文艺出版社
解释说那是张照片。晚生曾经嘱咐
英娘，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千万别到 羞答答地应了一声，把双手故意放在隆
外面说去，会惹大事。晚生当时还在 起的肚子上。勋又是一番惊喜，走近了
想，就英娘那张嘴，让她对什么事守口 去打量英娘：
“你怀孕了？”英娘幸福地点
如瓶，不如要了她的命。晚生忽然变 了点头。勋高兴地说：
“ 几天不见，英娘
“怀孕的女
得怒气冲冲，大步往家赶，看见英娘挺 长大了。”晚生没头没脑地说：
着圆滚滚的肚子在井台上站着，晚生 人最好看。”勋和英娘都开心地笑了。邻
不禁有些发呆，心底的一点柔情悄悄 居 二 婶 忽 然 走 了 进 来 ，一 脸 张 皇 的 神
萌动了。晚生朝英娘招了招手，说跟 情。她过去就抱住了勋的一只手臂，不
我出去一趟，咱们串个门儿。
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外间拖。勋恼了，说：
勋早早地打发忍冬躺下了。人家都 “二婶这是干什么呀！”二婶仓促地说：
说忍冬长得像勋。有时勋会端着镜子端 “我有要紧的事对你说，你快跟我到外边
详自己，
思忖捡来的孩子原来竟是自己 走一趟。
”
勋看了眼晚生，
坚决地用一只手搬住了
的。这个想法让勋很受鼓舞。勋经常去
想将来的事。忍冬长大了，
是一个美丽 门框。勋说：
“二婶，
我哪里也不去，
你就别费
”
二婶说：
“河套里降了一架飞机……”
文静的少女，
勋会放手让忍冬自己选择 心了。
“飞机？
”
勋说：
“飞机和我有啥
对象。勋要把自己的想法统统埋在心 英娘惊喜地说：
关系！
”
二婶不说话，
只是用蛮力拉勋。勋搬
里，
一丝一毫都不去影响忍冬。
“二
院子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晚生 住门框的一只手毫不松动。英娘赶紧说：
一挑门帘进来了。小声却是节奏很快地 婶，
我跟你去看。
”
二婶无奈地看了看英娘，
被
“英娘会不会有危险？
”
说：
“一会儿有人想让你去村北的河套地， 英娘拖走了。勋说：
你千万别去，
去了就说不清楚了。
”
又大声
晚生摇了摇头,说他们奈何不了英娘。
英娘一路问这问那，
二婶却支支吾吾
喊：
“英娘，
英娘！
”
英娘磨磨蹭蹭地走了进
来，
眉眼也不抬，
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地前言不搭后语。英娘觉得有趣，
拖着二婶
二
她不知道晚生是到勋这里来串门，
在门外 的一只胳膊越走越快。不一会儿的工夫，
“我走不动了，
你
英娘还不想进来呢。晚生搀扶了英娘一 婶就气喘吁吁了。二婶说：
把，
就让英娘一下子改变了主意。
自己去吧。
”
说了这话，
二婶撇下英娘回去
勋惊喜地喊了一声：
“英娘！”英娘 了。英娘独自先跑上了河堤。

尹学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