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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画山绣水，山河壮丽。我们常用“三
山五岳”指代祖国众多巍峨的山岳。
“ 三山”指的是安
徽黄山、江西庐山、浙江雁荡山；
“ 五岳”指的是东岳
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位
于安徽南部的黄山，有“天下第一奇山”的美誉，它的
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又被人们称为“黄山五
绝”，其中最有名的一棵黄山松，树形优美，又称“迎
客松”，几乎成为黄山松的代名词，可谓天下
皆知……甚至还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
归来不看岳”的美谈。
现代诗人、散文家徐迟先生写过一篇美
文《黄山记》，多年来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里
的保留篇目。
《黄山记》就写道：
“大自然是崇
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
创造世界。它
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境。”这处胜境
就是黄山。
“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三十六大峰
和三十六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
柱。这些朱砂的、丹红的、紫霭色的群峰，前
簇后拥，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风峻骨，鼎
足而立，撑起青天。”
正因为黄山有这样的壮丽、丰富和神奇，所以也
吸引着一代代山水画家，以黄山为师、为友、为心灵
的故乡。画家们“搜尽奇峰打草稿”，不断地从黄山
的山水云岚中吸取艺术养分，丰富各自的创作，甚至
慢慢地形成了一个“黄山画派”。黄山哺育了画家们
的艺术生命，画家们也用绘画尽情地展示了黄山无
与伦比的魅力。
刘海粟先生是山水画艺术大师，也是现代著名美
术教育家。他一生最爱黄山，许多传世的作品大都以
黄山为题材。他在创作生涯中“十上黄山”的故事，已
经成为中国绘画界的一桩美谈。
1918 年，22 岁的青年画家刘海粟，第一次攀登到
黄山上写生创作。到 1988 年他 92 岁时，又第十次登

上了黄山，前后跨度有 70 年。人们赞誉说，刘海粟 70
六 上 黄 山 之 后 ，刘 海 粟 给 自 己 刻 了 一 方 画 印 ：
年间“十上黄山”的壮举，打破了中国历代画家登临黄 “ 昔 日 黄 山 是 我 师 ，今 日 我 是 黄 山 友 。”他 解 释 说 ，
山的
“纪录”。
从 师 到 友 ，反 映 了 一 个 飞 跃 。
“这不但说明我画黄
他以黄山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包括速写、素描、 山 的 过 程 ，而 且 也 说 明 黄 山 在 我 艺 术 道 路 中 的 重
册页、油画、国画，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是十分惊人 要 。 我 和 黄 山 从 师 生 关 系 变 成 了 密 友 关 系 ，我 对
的。以大自然为师，
“ 搜尽奇峰打草稿”，不断攀登 黄山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艺术创作的高峰，也成了这位艺术家心中永不止步
1980年和1981年，
已经八十多岁的刘海粟，
又拄杖
完成了
“七上黄山”
和
“八上黄山”
的壮举。这时
候，
他在绘画艺术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探索着，
用
泼墨、
泼彩风格，
画出了黄山瑰丽的雄姿和气象。
1982 年，
刘海粟九上黄山，
又创作了不少
国画和油画新作。虽然已是耄耋之年，
但他艺
心不老，画笔雄健，常常在画中戏题“年方八
七”
，
表达了自己从不服老、
永不止步的艺术心态。
1988 年 7 月，92 岁的刘海粟第十次登上
徐鲁
黄山，实现了“十上黄山”的夙愿。这一次上
黄山，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四处写生，不辍画
笔。
“我爱黄山，画天都峰画了好多年，
它变之
又变，一天变几十次，
无穷的变化……我每次
来，每次都有新的认识，
有画不完的画。
”
他这
样记下了美丽的黄山给他创作带来的启迪和影响。他还
的追求和信念。
“我十上黄山最得意的佳趣是：
黄山之奇，
奇
1954 年，刘海粟第六次登临黄山时，在山上巧遇 这样总结过：
了另一位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当时，李可染正在进 在云崖里；
黄山之险，险在松壑间；
黄山之妙，妙在有无
行自己绘画生涯中的一场“革新”，就是以大自然为 间；
黄山之趣，
趣在微雨里；
黄山之瀑，
瀑在飞溅处。
”
这位老艺术家一生中十上黄山，所攀登的不仅仅
师，通过身临其境的真实写生，来改造和提升中国画
的形式、内容以及笔墨运用技巧。
是一座大自然的奇山，也是攀登到了他毕生所追求的
李可染曾经还是刘海粟的学生。对李可染在中国 绘画艺术的
“天都峰”
。天都峰是三十六座大峰之一，
西
东连钵盂峰，
海拔 1810 米。古时候传说这里
画创作上的探索精神和取得的成就，刘海粟十分欣 对莲花峰，
赏。两个人常常结伴写生，互相切磋绘画技艺。后来， 是“群仙所都”，即“天上的都会”，所以取名“天都峰”。
刘海粟在自己的黄山题材名画《黑虎松》上题写了这样 天都峰高耸云天，气象巍峨，
在黄山群峰中最为雄伟壮
一段话：
“……1954 年夏与可染同画黑虎松及西海，朝 丽。天都峰似乎也象征着刘海粟先生在中国画艺术上
夕讨论，乐不可忘。今可染已自成风格，蔚然大家，松 达到的高峰。而他十上黄山的壮举，也为后来的艺术
家们树立了向着艺术高峰和胜境不断攀登的风范。
下忆之，匆匆三十四年矣。”

搜尽奇峰打草稿

父亲的抽屉里有一把老式珠算盘，木 到无比的荣耀——四年级时，全乡举行数
框和细杆是浅褐色的，算盘珠是白色的。 学竞赛，我竟然取得第一名；接着代表乡
有事儿没事儿，他喜欢戴着老花镜，
熟练地 里去县里参赛；后来又代表县里，去省里
拨弄那些算盘珠。偶尔，我会调侃他，
口算 参赛……当学校举行表彰大会时，我听到
就能完成，干吗非像账房先生似的？偶尔， 最多的话是——
“虎父无犬女，这丫头将
我会督促他，与时俱进使用计算器。父亲 来是清华的苗子”！10 岁的我，从此种下
并不气恼：
“珠坚梁正角分明，加减乘除账 “清华梦”
，尽管后来没有实现，
但至今仍在
目清。这珠来珠往的妙处，你还不懂吗？” 心底闪亮着。从此，我更加崇拜父亲，
常常
七十多岁的父亲并不显老态，多年的 学着他的样子，
“三下五除二”地拨弄算盘
会计生涯，令他的头脑始终睿智敏捷。因 珠；也效仿他的样子，帮助需要帮助的同
此，我拒绝把他当成古稀老人；换句话说， 学，偶尔还帮助老师批改卷子。当然，
也跟
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年轻时的模样，只不过 父亲一样，从来没出现过差错。
头发花白了一些，皱纹增多了一点儿而已。
再长大些，脑袋里的想法逐渐多了起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拥有一套神奇装 来，这把长方形的“神器”是谁发明的呢？
备——算盘、账簿、钢笔。每当春耕秋收， 父亲回答：是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我追
问：古代谁啊？父亲被难住了，摇了摇头，
常年拨弄算盘，
竟然不知其来处，
总是有些
遗憾。后来，
他去县里参加会计培训，
第一
时间跑到新华书店查阅资料，回来后第一
时间讲给我听：
“珠算盘起源于北宋时代，
运算方便、快速。中国是算盘的故乡，
人们
往往把算盘的发明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
提并论，
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
赵太丞
家药铺柜就画有一架算盘。关于算盘的来
李子燕
历，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末三分时期，据说
是关羽所发明，当时叫算板……”
历史究竟怎样，
虽暂时无法考证，但关
羽的名字已经令我激动不已。谁都知道，
村里有账目需要统计，他就会起早贪黑坐 他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的武
在桌旁，左手翻阅厚厚的账簿，
右手快速地 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
那么算盘与他产生
拨动着算盘珠，指法娴熟。时而左手翻得 关联，立刻从单纯的运算工具被提升到一
累了，便轻轻向指尖吐些唾沫，当作润滑 种精神高度，仿佛每一粒算盘珠都镌刻着
油；时而右手略停下来，拿起笔快速记录 “忠义”
二字。父亲用手拨动着算盘珠神情
着；再反复对比，确认准确无误后，才继续 比我更加庄严凝重：
“丫头你看，这算盘珠
拨动算盘珠……全村年终大结算，也是父 不拨不动，一拨就动，要想最后不出错，我
亲最忙碌的时候，天寒地冻，
他顶风冒雪去 们的心里必须有颗定盘珠，这才能把握整
跟珠算一个道理……”
附近各个小队作统计，为了让家家户户
“仓 体方向。做人啊，
中有粮、账上有钱、心中有数”。几个小队
彼时年纪小，只道这句话是简单的珠
的会计都是新手，对父亲的业务非常佩服， 算法则；
如今人到中年，
慢慢悟出其中的人
亲切地喊他
“李叔”
，或者尊敬地称他为
“李 生奥妙。如果某天回娘家，父亲再问我珠
会计”
。几乎所有认识的人，
都夸父亲算账 来珠往的妙处，我想我的答案会很清晰
快、账目明晰、井然有序，无论是统筹还是 了。其实，
“ 珠坚梁正角分明”，正是父亲
预算，无论是村里的大账还是各家的小账， 品格的写照，他一生勤奋严谨、思路清晰，
从未出现过丝毫差错。于是，慢慢地，
十里 以大隐隐于世的态度，过与世无争的生
八村都知道了“李会计”业务精湛，每每他 活。春去秋来数十载，岁月的风，染白的
们村里遇到难题，就特意过来邀请父亲去 只是他的头发，却无法拨乱他心中那颗定
帮忙，父亲也都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
以最 盘珠。无论何年何月，身在何处，父亲都
快的速度保质保量完成。
能唯实是求，珠起还落间，
“加减乘除账目
上小学后，父亲的
“会计”
身份，
令我感 清”，清清爽爽面对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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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紧三观“总开关”

王辅成在时光中行走，上下五
千年，从中寻找真谛和灵感；他在经
典中徜徉，旁征博引，从中发现教训
和答案。他沉淀下来的深邃思想就
像决堤之水喷涌而出，带着一股光
明正义的力量，向前，向前，向前。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求索，王辅成
寻找的答案已经无比清晰，那就是：
每
一位共产党员都要以
“取法乎上”
的准
则，努力争做
“六大楷模”
。
第一是争做信仰的楷模，这是根
本。对于广义的“理想信念”，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
次集体学习时，
已经做了最新概括和表
述：
“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
就是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
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的信念，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立根固本，
就是要坚定这份信仰、
坚定这份信念、
坚
定这份忠诚，
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
功夫，
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
王辅成欣喜地看到，这个最新概
括和最新表述，是对以往理想信念教
育
“四信”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
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的发
展与升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有
俱有，一无俱无。信仰的缺失，
是最致
命的缺失；
信念的滑坡，
是最危险的滑
坡；
忠诚的动摇，
是最可怕的动摇。杜
绝这一切的根本，就是要“拧紧‘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
‘总开关’”。
第二是争做学习的楷模，这是前
提。学习既是修身立德之本，又是增
智创新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

大道辅成
谢沁立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只有将坚持勤奋学
习当作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树
立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才能在学
习中加强修养、提升境界，在学习中开阔
视野、丰富知识，在学习中掌握规律、探求
真理，在学习中提高本领、做好工作。
王辅成的摘抄本里，写着法国启蒙思
想家爱尔维修的一句话：
“ 无知会使智慧
因为缺乏食粮而萎缩。”学习是必然的，但
是学什么、怎么学，这里面大有文章。王
辅成说，共产党人加强学习，首先是要努
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领会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现代化建设
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和
国际等多方面知识。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的学科多达两千多门，要想成为一个
合格的当代知识分子，就要粗通包括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 12 大学
科（即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
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
在很多宣讲现场，王辅成都会深有感
触地说：
“学习有三大途径：一是向书本学
习，
这是读有字之书。另外还有两大途径，
那就是向实践学习和向群众学习，这两本
无字之书更需要一生的投入与付出。”

“五月五，
是端午。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
糖，龙舟下水喜洋洋。”在我的家乡，每到端午节，人们
除了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外，还要去采几束艾草，
插在自家的门楣上。我对插艾草这一习俗一直情有独
钟，那一缕袅袅清香的温馨味道，好像母亲的手，把我
轻轻牵进思念的故乡。
儿时家乡的端午节，是氤氲在艾草香里的节日，家

艾香悠悠溢端午
钟芳
家户户门窗上都插满了艾草。听长辈们讲，艾草能祛
病免灾，驱邪避晦，
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民谚云：
“清
明插柳，端午插艾。”意思是说艾草可以招纳百福。端
午那天，将它插于门楣，可使人身体康健。可这一插，
竟有了上千年的岁月。那一束束斜插在门楣上的艾
草，卷起暗绿的叶子，露出银白的叶背，散发出淡雅似
草药味的清香。那清香，丝丝缕缕，弥漫在屋子里，弥
漫在童趣融融的村庄里，轻轻地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上
一口气，顿感心旷神怡、神清气爽，格外舒畅。这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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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嫌尽释

晚年的弘一法师，书法圆
“叔同过目”之篆文闲章，并于光
沽上
浑淳朴，绝无锋芒圭角，
一以自
绪二十二年（1896）舍资石印出
然清朗为归，堪为一代大家。
版，以表对老师的钦敬，
同时也为
丛话
但言及大师早期书法取径与师
同好提供一学习书法之范本。这
承，不能不为晚清津门书印名
一年，李叔同年方十七岁。
家唐育垕先生书上一笔。
唐先生对李叔同亦为赞赏且
唐育垕，亦作毓厚，字静岩，号载庭， 寄予厚望。年逾七旬的唐育垕在《唐静岩司
又号湖陵山樵、在山居士、老蘧、蘧叟。生 马真迹后记》中称：
“李子叔同，好古主也，尤
于清道光三年（1823）。浙江人，宦天津。 偏爱拙书。因出素册念四帧。嘱书钟鼎篆隶
此人精于岐黄之术，后以行医为业，乘坐 八分书，以作规模。情意殷殷，坚不容辞。余
大轿，诊金甚昂，有“唐八吊”之称。据说 年来老病频增，精神渐减，加以酬应无暇，以
唐育垕早年书学唐隶，后改习秦汉，取径 至笔墨久荒。重以台命，遂偷闲为临一二帧，
虽高，然先入为主，终有唐隶气息，后来则 积日既久，始获蒇事。涂鸦之诮，不免贻笑方
以博涉之功，始能一洗唐隶之习。其篆刻 家耳。时丙申（即 1896 年）夏月，湖陵山樵唐
浑稳古雅，有秦汉风度，尤以转折处颇有 育垕抚于颐寿堂。
”
《天发神谶碑》之意，辑有《颐寿堂印谱》一
先师的正确引导和早年临摹碑帖的功
卷。亦工山水画，然不多作。刊行于光绪 底，为李叔同一生的书法创作积蓄了足够的
二十四年（1898）的《天津纪略》，
在卷八《书画门》中载有唐育垕之
李叔同艺话（一)
大名，说他以
“山水、篆隶”
见长。
唐育垕教授弟子书法，力主
从北碑入手，取法秦汉六朝。据
津门先贤所言，天津人曾从唐育
垕学习书法、篆刻者，仅知三人。
——师从唐育垕
一位是华靖，字文宰。此人是画
论名著《南宗抉秘》的作者华琳之
侄元孙。一位叫王雨南，为华靖
章用秀
之表亲。另一位就是李叔同。三
人所学，纯属秦汉六朝，
毫无唐人
之气。李叔同的俗侄李晋章在《致林子青 营养。自此，李的书风无论怎样变化，以至在
书》中记曰：
“先叔刻石，就学于唐敬严师， 晚年的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他对传
官讳玺记不清楚。学篆亦是唐师领导，此 统的领会和把握及其师承的痕迹。
近偶得《李息翁临古法书》影印本，更可
在十六七岁的事。籍知于金石之学，不足
二十岁，即已深入，非凡人所及。”从李叔 见李叔同早年书法的雄厚根基及其师承关
同早年习作来看，由《石鼓文》
《峄山刻石》 系。此书的刊刻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
1928 年 10 月，李叔同的好友夏丏尊以
《天发神谶碑》到众多的汉碑、魏碑造像均
有临摹，且大都写得凝重厚实、结构舒展 所藏李叔同——弘一大师在俗时所临碑帖，
开张、点画方折劲健、用笔多侧锋翻转，这 出版《李息翁临古法书》一部，由上海开明书
店发行。此书有夏丏尊跋 ，马一浮题耑，收
些均得益于唐师的指导与教诲。
传世的唐育垕书法有多件为书写汉 入李叔同——弘一法师前期墨迹，有金文、石
“临
张迁碑、曹全碑及“大开通”摩崖刻石等作 鼓文、小篆、隶书，八分、楷、行等各体书，
品。笔者藏有其节录孔和碑（即乙瑛碑） 摹周秦两汉金石文字，无不精似”。夏丏尊
“所窥涉者甚广，尤致力于天发神谶、张猛
之作（为双挖，下为溥伒画兰），与李叔同 说：
“虽片纸人亦视如瑰宝。”
少年时所写隶书两相对照，愈见其金石书 龙及魏齐诸造像。”
“居俗之日，尝好临写碑
法之师承与渊源。唐的这一书法作品虽 弘一法师书前有云：
字数不多，然体势多姿，骨肉匀适，秀丽清 帖，积久盈尺，藏于丏尊居士小梅花屋十数年
劲，法度整严，波磔分明。我们再来看看 矣。仁者居士选辑一轶，将以锓版，示诸学
1899 年李叔同隶书节录的曹全碑、隶书节 者，请余为文，冠之卷首……冀后之览者，咸
录淮源庙碑四条屏，结体严谨，上下贯通， 会斯旨，乃不负居士倡布之善意耳。”
该 书 印 成 后 ，李 叔 同 嘱 开 明 书 店 寄 出
已略见其师之法度与气韵，由此可知，李
叔同早年书法所受唐师的影响，并由此亦 20 册给天津的侄子李麟玺，让他转赠给孟
广慧、姚彤章等天津的至亲老友。李叔同
窥见唐的学书取径。
李叔同对唐师颇为景仰。为能使自 之子李端也曾回忆，家中“有的碑帖影印是
己学有所本、博采众长，他置备一素册，请 先 父 在 南 方 的 好 友 托 开 明 书 店 制 版 印 刷
唐育垕遍书钟鼎、篆隶、八分各体，唐先生 的”。今距《李息翁临古法帖》面世已有九
书写完毕，叔同题签册名《唐静岩司马真 十余载，早已难得一觅。近日又得以重新
迹》，下署“当湖李成蹊”，册后钤有自刻 出版，实为幸事。

李子叔同 好古主也

让人终生难忘，情定今生，穿过岁月的河流，仍一直飘 百病。一名冰台，
一名医草，
生田野，
叶背苗短者为佳。五月
浮着这一份乡野浓情。
五日采曝干作煎。勿令见风，
经久方可用。
”
用五月五的艾草
艾草是一种芳香型草本植物，碧绿中透出轻幽香 泡水洗澡，
可以解毒治病，
整个夏天都清清爽爽。母亲总是
气。每年的初夏，正是艾草疯长的季节，它们总是挤挤 煮一大锅艾草水，
倒入盆中，
让我和小弟轮流泡澡，
坐在漂浮
挨挨地长在悠悠的溪水岸边，挺拔瘦直的杆上似菊花 着艾叶的木盆中，
吸着缓缓上升的芬芳香气，
相信谁也不会
的叶子片片生机盎然，浑身泛着白白的茸毛，不施粉 拒绝这份浓缩了大自然草木精华的馈赠。也许是这样的清
黛，足有一尺多高，绿油油地充满着活力，宛如亭亭玉 洗很舒服，
小弟的脸上总是露出可爱的笑容。在艾草水的熏
立的乡村少女，清秀淡雅、温婉脱俗。轻风拂过， 蒸下，
我们的皮肤变得光洁生香，
不生痱子。
便有暗香浮动，带给你拂面的清凉芬芳，不由得撩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远离了故乡。一眨眼，端
拨出《诗经》里的佳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 午佳节又快到了。母亲接连从老家打来了几个电话：
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 “今年端午节要记得回家插艾哦。”听着母亲的唠叨，我
兮，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
才幡然醒悟，端午插艾草不仅是一种念想，一种习俗，
端午节的清晨，母亲总是带着我一大早去河 一种文化的代代传承，更是一种母爱的味道。一瞬间，
边采艾草。来到河堤边，只见两岸青草苍翠欲滴， 我的脑海里又叠出了那一棵棵挂满五月、充溢绿意与
河水清幽，鱼跃蛙鸣。在晨曦下，
深绿色的叶子闪 清香的艾草来。绿茵茵的艾草饱含着浓浓的母爱，生
闪发光，亮晶晶的露珠儿从繁密的艾叶上滚落下 生不息，馥郁而绵长。
来，很是美丽。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采着艾草，洗去上
面的泥土，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
嘴。回到家中，母亲还会用碎布块缝制成各种精巧的
小香包，内装积存的干枯艾叶，让我们佩于胸前，嗅着
淡淡的香草味儿，感受着母亲的疼爱和温情。
据说艾草全身是宝，
有祛湿、
散寒、
消炎、
抗过敏等功
效，
被称为
“医草”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写道：
“艾
以叶入药，
性温、
味苦、
无毒……具回阳、
理气血、
逐湿寒、
第四七三三期
止血安胎等功效……”
《岁时广记》中亦记载：
“艾草能灸

龙飞光武

李通等人惊愕，一时摸不着头
脑。但听刘秀娓娓说道：
“ 家兄伯升
与申屠先生素无仇怨，但为朋友之
义，愤怒申屠先生贪财背信，杀了申
屠先生，并非传言。”于是把马武、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凤舂陵疗毒和申屠臣意欲告密的事
情从头至尾和盘托出。李通听罢，
饮干杯中之酒说道：
“ 申屠臣贪财忘
试”，又被称作“立秋殿最”。州郡的“立秋
义，伯升为保朋友安全，
何过之有？设 殿最”极为隆重，不仅州郡官员要参加，朝
身处地，易势而为，
我等也饶恕不了申 廷还要派钦差观礼。
屠臣！文叔代我等转告伯升，这一节
当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就选在
“立秋殿最”
之日。翟义本是汉朝宰相翟方
一笔勾销，永不再提！”
李家弟兄听李通如此定调表态，
就 进之子，他的外甥陈丰年方弱冠，勇猛善
一个一个端起酒杯，
饮干杯中之酒。刘 战。二人与严乡侯刘信、武平侯刘璜等汉
比武开始，
斩杀王莽派去的钦
秀如释重负，向众人一一道谢，前嫌尽 朝宗室合谋，
释。刘秀说：
“ 今日所议之事，非同小 差，控制观礼官员，掌握接受检阅的军队，
可，况宗卿师现在长安。稍有疏虞，走 发动起义。然后奉刘信为帝，翟义自称大
漏一点风声，必然惹来不测之祸，如何 司马、柱天大将军。利用郡中战车、马匹、
是好？”
李通道：
“这一层，我已有安排。 枪刀、剑戟、弓箭，
从郡中招募兵马，
很快组
文叔放心，只要大计商定，
我立命家人 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然后传檄天
接家君还乡。许多事情还须他老人家 下，揭露王莽鸩杀平帝、篡夺皇位的罪恶。
谋划哩。
”
当日席散，刘秀在李府住下。 一时震动全国。王莽恐慌万状，动员全国
李通、李轶和刘秀密谋通宵，终于商定 兵力才把翟义打败。事情过去多年，已经
被不少人淡忘。但李通却从中发现许多可
了一个举义反莽的初步计划。
发现了希望。
汉朝自宣帝五凤年间开始，每年 资借鉴之处，
立秋朝廷和各郡县都要举行“材官都
李通告诉刘秀，
这几年王莽为了平息此
大量招
试”，也就是秋季大比武，检阅军队。 起彼伏的变乱和对付匈奴侵犯边境，
所谓“材官”本指“材力武勇之官”，也 兵买马甚至把死刑囚犯和奴隶都编入行伍，
名曰
“猪突”
“稀勇”
；
又多方招募奇
就是武将。比武分作四类：
轻
车、骑士、兵革、楼船。前三类
能异士，
任以为将。于是有人举荐
能够不用舟船可渡江河的“浪里
用于平野山林陆战，楼船用于
蛟”；也有人举荐不食五谷只服药
江河湖海水战。优劣分为九
等，第一等称为“最”；第九等
物，
不知饥饿的
“无肠力士”
；
还有能
称 为“ 殿 ”；所 以 这“ 材 官 都
够驭风飞行，
日行千里的
“飞人”
。

刘秀和他的二十八将
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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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答破阵子

苏明点头哈腰随二人进到包
间，池遇雪随口问：
“ 苏经理的公司
叫亨达，据说法租界有家亨达利洋
行。仅一字之差，就不怕搞混了？”
“您别见笑。我要的恰是这个
效果。就因难辨雌雄，大家还以为
我那公司有法国背景呢。做小本生
意就得有路本事。
”
池、陈二人皆忍俊不禁。
“苏经理不愧南开高材生，脑瓜灵
活，想象丰富，
当初为何不上文学院？”
看似随意的一问，
苏明整个人却猛
地僵住。他记起林老板的交代：
“金刚
石”
将在近日于某个公共场合与你见面，
只要有人问你
“当初为何不上文学院”
，
即为接头暗号的起句。万万没想到，
这
重要的问话居然出自面前池糖王之口！
苏明迟疑片刻，
赶忙续道：
“其实我更喜
欢诗词歌赋，
尤其是宋词。
“
”最爱哪位词
人？苏东坡，
还是柳三变？
”
池遇雪追问。
“南宋辛稼轩。”
“有眼光！尤其那首《破阵子》。
”
池
遇雪遂极富激情地吟诵起上阕，
“
‘醉里
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
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
多壮阔的场景，
多恢宏的气势！
”
“是啊。人活一世，谁不想‘了却
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
“幸好咱们尚未‘白发生’，还有机
会大干一番。
”
暗号对完了，
没半句偏差。这戏情
实在太过反转却又真实到毋庸置疑，
苏
明无论如何也想不出，
南洋女糖王竟会
是特派员“金刚石”。倍感兴奋的同时

破阵子
郁子 立民
只剩下震惊了。幸亏苏明经验老到极善
掩饰，
否则定被精细的陈戈看出破绽。
既已成功接头，下面就得认真做戏
了。很快，
池遇雪将话引向
“正题”
“
：此次
北上，我就想做几笔大生意，可惜流年不
利逆事不断，还同‘商会’误生过节，苏经
理既是贵会秘书长，
能否从中调和？我必
有重谢。”苏明恭敬地起身一揖：
“苏某何
许人？糖王开金口相求，自当效犬马之
劳。
”
由此谈话进入实质内容，
商定完同蔺
会首见面的细节，交谈暂告一段落，之后
正宗的英国皇室大餐摆上来，
苏明一番假
意推辞便狼餐虎噬起来。看他不雅的吃
相，陈戈也不好取笑，最后还让他包走半
只炖阉鸡和一份龙虾沙拉。
苏明剔着牙慧打着饱嗝，离开西餐
厅。池遇雪则来到一楼影院，
看了场卓别
林新片《摩登时代》，
再跳了会儿交际舞，
临
近子夜才乘车返回粤轩饭店。归途中，
池
遇雪显得十分疲倦，
微合双目倚靠后座上
假寐。实则内心翻江倒海，
诸多隐秘一一
在脑海中联翩浮现……回想二十几年的心
路历程，
池遇雪深深体悟到了什么叫悲喜
交加，
自己每一步的艰难走过，
都与苍天指
派给她的两个人密不可分：
母亲是天底下
最疼爱自己的人，
也是她认识世界的启蒙
者；
翔叔则是她生命中的贵人和领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