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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渔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
前 278年的农历五月五日，在湖南的
汨罗江畔，渔父——一个打鱼的老者
遇到了屈原。此时的屈原，焦虑、脸色
憔悴、披头散发，形貌若枯死的树木，
临风于孤独的支点上，心目中的天、
地、人茫茫然，徘徊于汨罗江畔，抉择
解脱的途径。渔父认出了屈原其人，
便热情地主动招呼：“您不是三闾大
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屈原说：
“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我一人
清白；众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
醒。因此被放逐。”屈原的答非所问，
试图将淤积在心头的“混浊”宣泄于
世人，而再伟大的“清醒”若没有受
众，也只能是一声叹息。打鱼的老
者，可能是屈原沉江时话别的最后一
个受众。老者既不能帮屈原清除“混
浊”，又不能启用屈原的“清醒”，能够
做的，是劝解屈原释怀。话不投机，老
者走了，屈原彻底绝望了。

那一天的汨罗江畔，可能阳光明
媚，也可能霪雨霏霏，但在屈原心目里，
即使阳光明媚，也无法改变心头污垢浑
浊的绝望。顷襄王丧国了，人家渔父根
本不当回事的淡然，搁到屈原眼里，那
就可是地陷天塌了，所以踉跄于水泽岸
边，抱了块大石头，嘴里吟咏着什么，缓
缓步向深水，定格于汨罗江中。之后的
诸多文字，将屈原的此举，溢美为“殉
节”，死得其所。

（二）

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借用了
《渔父》的内容，载入《史记》。司马迁字
里行间言明，令屈原不能释怀的窒息，
是源于被免职的沉重打击。公元前304
年，楚怀王嫌屈原掣肘，袖子一甩，把屈
原给放逐了。屈原避地汉北，欲归不
能。以《抽思》解“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
谗言”的郁结愁思，又以《离骚》泄愤，明
志自己清白、清醒、正确。可楚怀王根
本不领情，依然我行我素。虽然任性赴
秦，被囚禁而死，到了也未曾说屈原一
个好字。老爹楚怀王死了，其大儿子即

位是为顷襄王。这家伙根里就嫌屈原
啰嗦，上台伊始就不带屈原玩。屈原悲
愤《招魂》楚怀王。顷襄王愤怒了，公元
前296年，把屈原放逐江南，让他去荒
乡僻壤。自公元前 294 年到公元前
279 年的 16 年间，放逐中的屈原，在
“混浊”——“清白”——“清醒”的纠结
中幽思。

贾谊被贬于长沙时，专去凭吊屈
原：“您尽可以浪迹天涯，又何必留恋故
乡。”由此得之，屈原时代的放逐，全然
是开放式的惩罚，有点任其流浪的味
道，只要被“放逐”者不干涉王权政事，
任其对着荒乡僻壤。所以颠沛中的屈
原，才有不被打扰的空间，生发出了许
多奇妙的诗文。可屈原特憋屈，他得尽
职管事之责。声嘶力竭，我“外拙内秀
啊，大家不知道我的异彩。”我忠心为国
却被国君怀疑，我遭遇忧患而忧愁苦闷
呀！光《离骚》还不解渴，他非得更往王
权“混浊”堆里凑。越凑越感觉到自己
“清白”，非逼着王权者也“清白”，这事
愈加复杂化了。就在屈原跟《渔父》相
遇的这一年，顷襄王丧国。屈原更“清
醒”了，他尽心辅佐的两任主子，怀王被
秦囚死了，顷襄王如丧家之犬，这很让
屈原绝望，自己当真蒙受了世俗尘垢的
“混浊”，其生命自身的价值清零了。既
然活得不能绽放异彩，那就以死的“清
白”绽放异彩，“只盼望我的志向成为后
人的榜样。”所以《怀沙》强颜欢笑，有了
自沉于汩罗江的那一幕。这一年屈原
62岁。

（三）

“重义轻生，亡躯殉节。”此是源于
《晋书·忠义传赞》的文字。其中的“殉
节”又称“死节”。释意为守“节”而死。
“节”作何解？被转注为“气节”或“志
节”，那么又作何解？再追，转注为节
操、德操。唐朝的杜甫《七月一日题终
明府水楼》有诗句：“承家节操尚不泯，
为政风流今在兹。”意思是，祖传的节操
尚未泯灭，为政的风范至今犹存。追来
追去，转了一圈，对“节”字的解释，还是
个转悠。其实呢，“节”不外是做人的准
则，是道德品质行为的表现，是个主观
的东西，看似尺度充盈，实则因人而异

的随意。
继续溯源求解，在汉朝刘向《列女

传·楚昭贞姜》中，有“守义死节，不为
苟生”的文字。依文释意，此话专指妇
女为贞操而死。哦！原来“殉节”引申
于“贞操”。难怪屈原一直在世间的
“混浊”和独自的“清白”间纠结呢！屈
原在《楚辞·九章·惜往日》中将“贞操”
观升级为“死节”观，“或忠信而死节
兮，或訑谩而不疑。”后代的看客呢，逐
渐将“死节”升级成“殉节”。褒奖积
症，逐渐成为一种发酵的催死文化。

起哄的人多了，屈原死得不伟大都不
成了。于是屈原之死，被推崇出了必
要性。屈原把自己给弄死了，即绝对
的“贞操”高尚了。潜移默化，误导读
书人催死，以放弃生命，达成理想。用
死绽放异彩，青史留名被立为后人的
榜样。

（四）

我们试问，当你被置于屈原的境
地，可否选择“活节”呢？“活节”是我的
提法，即有“节”地活下去。孟子有言：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若
将孟子的此论述，作为“活节”的标准，
应该是具体贴切的。孟子的思想建树
的影响力广泛于屈原。可惜呀，屈原
未曾接受孟子的提示，以“活”守“节”，
而是选择了“列女”般的“死节”。司马
迁的人生，理智可敬，作为史学家，他
理解屈原的悲催，但不推崇其“死节”，
也不放大屈原的死因。

屈原死于谗言，定论几千年，无可

争议。上官大夫、郑袖、子兰等人是谗
言的批发者。楚权贵与屈原的敌对，亦
是上官大夫等人捣鬼所致。相对方的
屈原，惟有沉江“殉节”以命而搏，方能
避开谗言屠刀的绞杀。这几乎是世代
沿袭，以致推崇备至，对屈原择死的合
情理的解释。

谗言是挥之不去的客观，沉江是自
我选择的主观，二者虽有联系，但并非
必然，个体的生与死，何时能左右谗言
的万万岁？更可悲的是，众看客、包括
屈原自己，力将诸上并非必然联系的二

者，推崇为必然。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持
续至今的奇怪现象，众看客总是在为屈
原式的死法，求证非死不可的理由。喋
喋不休推崇屈原“殉职”的高尚，奉为至
正无负的神坛，从而诱导被谗言的读书
人膜拜，效法，殉葬。

凡自命为读书人的人，对司马迁的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屈原的作品，
当细细读，不废因果，尚可迎刃而解屈
原悲剧的根源。客观性的文字载明，屈
原死于对“美政”的浪漫，甚还有几成天
真。以屈原对“美政”白热化的浪漫和
热忱，即使换了另外的什么“大夫”和
“王权”，所产生的相互间碰橦，也照样
不可调和。王权者，个体户，家天下，独
裁是其必然格局。“美政”是个体一厢情
愿的渴望，能否“美政”是王权保有的选
择。“美政”的主观理想性，与王权的客
观独断性，从来不可兼容，这才最真实
的政治。

身陷政治乱麻之中，且无视政治特
性的历代的读书人，务虚通病常令其头
脑发热，总是试图在王权恶政之上，嫁

接美好的理想，以望在恶政的根基上，
结出丰硕的美政果实。我们所界定的
读书人，并不独指“毕业”学府的学子，
而是泛指读书万卷，且浸润出有系统想
法的人群。屈原出身贵族，自幼嗜书成
癖，“巴山野老授经”，同情贫穷的百姓，
是典型的读书人。万卷书成就了屈原
想法的模式性，惟在恶政之上嫁接美
政，方为其毕生价值。面对自身已经被
解职，草民一介，竟然还眷恋三闾大夫
之职，坚持尽三闾大夫之责，以致坚守
为终极理想，生也如是，死亦如是。
唉！读书人屈原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即
使是左司徒或是三闾大夫，充其量是个
听命的打工仔。何况一介书生的白丁
呢？“清醒”地活着岂不更有价值？渔父
都明白的事理，屈原却别上了劲。

屈原的作品告之后人，挣扎在天真
层面的屈原，从不肯为“美政”另寻实现
的出路。读书人的务虚通病，令偶然的
悲剧，成为必然的结果，屈原死了。屈
原的《守志》豪言有，“举天毕兮掩邪，彀
天弧兮射奸。”是说，高举天网啊消灭奸
侫，拉满天弓射死侫人。自己都死了，
何谈拉满天弓。《哀郢》“信非吾罪而弃
逐兮”，实在不是我有罪过而被流放。
无罪而择死，是最大的妥协。《伤时》“哀
我兮寡独，靡有兮侪伦”。哀叹自己啊
孤单独身，世间没有啊志同道合的人。

(五）

考量历代的读书人，为人称道者至
少有两类。其一，屈原式“死节”，以死
而美名；其二，司马迁式“活节”，以活而
著称。司马迁无视苟活之嫌，以其巨大
的历史贡献，佐证了“活节”的历史价
值。屈原“死节”，赞叹虽多，仔细想来，
死得事理不明。

司马迁说过，人总是要死的，有的
死轻于鸿毛，有的死重于泰山。这是以
死的意义而定性。司马迁特别强调，
“且勇者不必死节。”这是对屈原式择死
的悖论。司马迁认为，看一个人对耻辱
采取什么态度，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
敢。要说受耻辱的程度，再没有比遭受
宫刑更严重了。但司马迁却为“活节”
而接受宫刑辱，表现出大智之勇。按司
马迁“人总是要死的”论述推及，读书人

是人，也是要死的，但凡涉及“死节”，虽
不能有重于泰山之死，也应当更富有惊
人之处，才不愧为明事理之人。比如，
同为战国之士的唐雎，以“布衣之怒”，
本为求死，却遏止了秦王的“天子之
怒”，避免了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再如
苏轼，命运多舛，与“贬”结缘，被贬惠
州，鲜见惊人之举：有荔枝吃，“不辞长
做岭南人”。苏轼 62岁时，与屈原同
庚，家破人亡，又被贬海南岛，落难蛮
荒之地儋州，虽“此间居无室，食无肉、
病无药。”困境悲催，仍以“活节”抗死，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知
死而不辞活。文坛领袖欧阳修，从景
祐元年六月应召入京，到庆历四年八
月被贬逐外任，十年之间八次迁官。
其以《自勉》诗句形象的记载了频繁贬
迁的经历：“居官处处如邮传，谁得三
年作主人”。被贬迁多了，释然了，“在
乎山水之间也，”以《醉翁亭记》明千古
“活节”抗死之志。人活的是个心态，心
态承载着理想。

虽然白起与项羽，也死于自杀，但
读来有些霸气。秦昭王赐白起自杀，必
死是白起面对的现实，他仰天自责，我
“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我坑杀了40多
万人，当然该死！”项羽自刎，诀别乌江，
送乌骓马于亭长，将自己的人头送给吕
马童。是丧失霸主的绝望抉择。即使
他无法容忍苟且于江东。

被动而死的最为常见方式，是被押
到“午门”外砍头，客气的赐予白绫、毒
酒。反正都是直接将活生生的人给弄
死，不可选择活。谭嗣同变法流血，“请
自嗣同始”的呐喊；瞿秋白信步罗汉岭，
淡定选择草坡的死地，微笑点头，召刽
子手：“此地甚好！开枪吧。”还有后来
的夏明翰等志士。引颈守节，傲然受
死，成就必然。阿Q被不明不白的弄死
了，那是鲁迅综合了许多的血和泪而塑
造的典型。说到屈原，既未被推至午门
外，也没有被逼迫受宫刑，所遭放逐最
多算是遭到软暴力，所以择死不算是明
智的选择。那么“信非吾罪而弃逐兮”
的读书人，效法屈原之死，也不是明智
的选择了。现就是，求证屈原非死不可
的催死传承，也当休矣！至于那些个罪
大恶极、贪赃枉法的跳楼者，那是逃避
罪责，绝不在此论。

外孙上初一了，从今年开始，不再过
儿童节……然而，外孙的童年、童趣还在
记忆的长河中流淌着……

外孙很聪明，小小年纪，熬鱼、炖肉、
压面条、包饺子、烤面包全会。他炖的鸡
翅甚至可与饭店的厨师媲美。对此，也
许有人质疑，然而这确是真真切切，他包
饺子十个手指头全动，比大人包得还快
还好，就是有点人小鬼大……

（一）
那是上一年级的时候，外孙的二伯

家在城区上高中的一个姐姐，每个周日
都应邀中午到他家一块改善一下生话，
下午拾掇一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用品，
傍晚回到学校上晚自习。

一次，因为洗漱间的热水器坏了还
没来得及修，吃完午饭，看到他在茶几上
玩积木，没有睡觉，便对他说：“我洗洗
头，洗完冲一遍，你给我在厨房接点儿凉
水，再倒点儿热水端过来，行吗？”
“行！不就是把凉水掺上点儿热水

吗？行！”
于是，姐姐洗完头就招呼他，“小弟，

给我换水吧……”“哎！”他一边爽快地答
应着，一边嘴角上露出了发坏的笑容，他
见厨房刷碗的水还没有倒，便拿起洁洁
灵瓶子倒了两下，然后就往里放热水。
“放点儿就行了，别太热了，”姐姐嘱

咐说。
“知道了！”他一边爽快地回答着，一

边把水给姐姐倒到了脸盆里，“行了！”
姐姐一边说着“谢谢小弟！谢谢小弟！”
一边开始洗二遍，头发本来就都是白泡
沫，把高浓度洁洁灵的刷碗水再弄到头
上，泡沫更加丰厚且越洗越黏糊……
“你给我弄得什么水啊！”从洁洁灵

和刷碗水的味道中姐姐已明白了一切。
“哈哈！我给你弄的刷碗水加洁洁

灵。”他一边坏笑一边调侃，“你看刷碗不
都用洁洁灵吗？洁洁灵洗头洗得准干
净！哈哈哈！”
“你个混账小子！”姐姐气愤地扬手

朝他打去，可是，洗头液和洁洁灵的泡沫
已把姐姐的眼睛包裹得严严实实，她哪
里还看得见这捣蛋鬼儿啊！

（二）
因为父母亲的职业所致，平时潜移

默化，耳闻目染的都是正知正见，且个子
长得又高又壮，平时就爱做点儿抱不平
讲个理儿的事儿。

二年级时的一个课间，发现别的班
的一个男生对他们班的一女生不敬，他
就按着那个男生的脖子让他给女生躹了
一个躬，并且强迫那男生说了“我错了”
“对不起”才放过人家。结果第二天课
间，那男孩召集了五六个身高体壮的小
伙伴儿来，“就是他！”一声指认后，五六
个男生把他围了个严严实实。见势不
妙，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凭借自己的身高

力大，打倒一个男孩撒腿就往教室跑，可
教室门口早有两人把守，于是在操场的
人群中横冲直撞了好几圈，在围追堵截
无处逃身的情况下，他一下子就钻进了
女厕所。
“啊！——”尖叫声中，女生们慌乱

地跑出厕所，追赶他的一个男生没来得
及转身，就被涌出的女生撞倒在地，从身
上踩踏而过……

上课的铃声响了，说时迟，那时快，
被撞倒的男生不知道是在女厕门前被撞
倒地觉得不光彩，还是离他们教室太远，
迅速起身，撒腿就跑，瞬间不见了人影。
他见没人了，也迅速从教室的后门进入，
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放学后，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严
肃地斥责他：“哪有男同学往女厕所钻得
啊，你把女同学们都吓坏了！怎么办
吧？”他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大声喊
了，别怕～！我把眼闭上了……”逗得整
个办公室的老师都哭笑不得。

（三）
那件事发生两年后，外孙上四年级

了，但顽皮的性格依旧。
一次班主任的课上，一个调皮鬼

儿回头与身后的同学窃窃私语。班主
任大声呵斥：“回过头来好好听课
……”那个调皮鬼的头还没回利落，外
孙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老师，他刚才
和同桌也说话了，上节外语课他也说
话了，昨天好几节课他都说话了……”
班主任立刻朝那个调皮鬼儿瞪起了眼
睛：“安静！你坐好了听课！”在班主任
的严肃下，全班也马上安静了下来，继
续上课。

可没过10钟，那个调皮鬼儿又拿着
一根不足寸长的羽毛，在他前排同学的
耳朵和脖子上一会儿划一下，一会儿擦
一下，搞得那个同学心神不安。班主任
急了，“你怎么这么不老实，你不好好学
还影响别人！给我到后边站着去！再不
老实我让你上教室外边站着去！”外孙立
即举手为老师点赞，“好！老师，也就您
可以治他，要不还反了他呢！”班主任白
了他一眼说：“没你的事，闭嘴！”他非但
没有闭嘴反而更变本加厉，“数学课他玩
小白鼠，那天外语课他玩麻雀，麻雀没玩
好满屋子飞，闹得全班同学都没上好
课！今天他又玩同学脑袋，您若再不治
他，他就翻天了！”“对！就得老师您治
他”好几个皮小子也“借题发挥”，弄得
班主任哭笑不得 ……

转眼又是六一儿童节，然而，外孙上
初一了，已经告别了儿童的年龄……虽
然长成了1.8米的大个子，少了许多稚
幼，少了许多顽皮，多了几分大气和成
熟，但他那天真、无邪、顽皮的童年，却已
经不会再来。可见，童年的时光是多么
的珍贵。

民间文化总是很吸引人。早就听
说在南运河边儿上的一个小村里，有
一位烧制泥陶蛐蛐罐儿的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很渴望与之相识。可就在前
年秋天，我的画店里有一位高瘦的老
者前来光顾，其朴素的穿着，一身的田
野气息，一看便知是个地道的庄稼
人。他一边与我攀谈，一边专注地浏
览四壁的字画。他很健谈，言语也很
儒雅，说家里也收藏了字画。临走时
告诉了我姓氏，留下联系电话，并热情
地邀我去家里做客。

在以后的时间里，有次和一位爱
好收藏的朋友闲聊，我谈起与此人的
邂逅，没想到朋友很了解他，对我说：
“他就是朴楼村制作蛐蛐罐儿的刘庆
升啊！”我不禁惊叹和遗憾：“怎么竟然
和这位有名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失之
交臂呢！”年前腊月的一天，我主动和
刘庆升通了电话。电话里老刘说：“过
了年，暖和了欢迎来我这里。”于是，今
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我约了一个朋
友，一起骑车出城，沿着运河堤向南直
奔朴楼村。路上，我想象着他作坊的
模样和场景，4公里的路程很快就到
了。在村子边上，我们顺着村人的指
点，朝着刘庆升的泥陶作坊走去，而恰
在这时，刘庆升正骑着电动三轮车来
了。两年未见，他略显沧桑，但依旧健
谈，说起制作蛐蛐罐儿更是兴奋得滔
滔不绝。

在过去，刘庆升的祖父经营着一
个“富有堂”木工作坊，主要制作马车、
农具，在周围十里八村很有名气。同
时，他的祖父还会烧制陶盆、陶罐，可

惜，时代变迁，这门手艺随着时光的流
转而泯灭了。存留的历史文化积淀滋
养人的心灵。刘庆升虽然文化程度不
高，却生来记忆力很强。他自幼在运
河边儿长大，上学时每天要摆渡坐船
过河去八里庄，看惯了南来北往的船
帆，听惯了悠悠的纤夫号子，也闻说了
很多运河上的故事。他很喜欢看书，
村里有户人家在天津市里做事，家里
有一些书籍，刘庆升不断地借来阅
读。四大名著、史志文集，他常常痴迷
地看到过半夜。蒲松龄的小说《促
织》，他百看不厌。渐渐地，一种文化
心理开始萌生，他想把先人烧制泥陶
的工艺复活起来。

刘庆升回忆说，他这种想法埋藏
了很长时间。30岁的时候，他正式开
始动手制作蛐蛐罐儿。在生产队劳动
时下班后，他挖一些运河河滩地里的
红胶泥带回家，晒干、碾压、过筛子、加
水装袋过滤、入坑淋泥、砸泥。一有时
间就捣捣鼓鼓地做，有人嘲笑他不务
正业。那时，这套制陶工艺他没见过，
只是凭着听父辈人传说而进行的。做
坯子是想象着物理原理自己制作的手
动转轮，毛坯的压光，掏槽，也都是一
边琢磨，一边在实践中摸索经验。特
别是对泥的干湿度、坯子的晾晒环境、
干燥程度、入窑时间、火候的把握很关
键，这期间已记不清失败了多少次，在
一个个严寒酷暑中付出了多少时间和
汗水。他沮丧过、失望过、伤心过，可
就是不气馁。最后，终于对制作工艺
中的每一个环节，总结出了一套有效
的经验，烧制出的成品质量和成品率

明显提高了。那时，他没有想到以此
来赚钱，就觉着是一种乐趣，就是为了
“玩”。以后，他又自己摸索制作出电
动转轮、练泥机、拉坯机、模坯压力成
形机等，又进一步改建了土窑。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听说山东省
一个地方专门烧制泥陶，便以学习取
经的心态坐火车去了一趟。到了以后
他惊讶地发现，在被称为“泥陶之乡”
所见的各种工艺的机械，竟然和自己
摸索出的几乎大同小异。这种历史文
化传承中不约而同地暗合，使他对这
一古老的工艺更感到神秘和亲切。他
决定让自己烧制的蛐蛐罐儿也去大地
方亮亮相。

以前刘庆升在摸索烧制泥陶的过
程中，也曾去过天津市的花鸟鱼虫市
场、古文化街。那里售出的蛐蚰罐儿
大多都是铁桶炉子和电炉烧制的，比
不上自己土窑的火候。色泽也不如运
河河滩地里红胶泥的颜色好。第一次
他雇了一辆红大发车，装满一车自己
的“杰作”去了天津市里花鸟鱼虫市
场，令他高兴的是初次亮相就“首战告
捷”。原因是他的蛐蛐罐儿质感光润，
细腻瓷实，色泽均匀，而且手指一弹有
嗡嗡的瓦缶之音。时间不长，一车蛐
蛐罐儿便被抢购一空。

从此，刘庆升在业界渐渐地声名
远扬。随后他别出心裁地构思出“雅
龙古陶”“津门古陶”“古燕赵玉”“刘记
古陶”四个不同的品牌，产品不仅在天
津市花鸟鱼虫市场有了名气，而且北
京、石家庄、兰州、邯郸等地的虫草文
玩商家和收藏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

购买他的蛐蛐罐儿。他每年烧制
2500多个。虽然有了名气，但他始终
把质量看得很重。儿子、儿媳在跟他
操作时，偶尔不慎，在工艺上出现疏
忽，会遭到他一顿大发脾气。他说：
“做事情要至爱求真，才能有所成就。”
2018年他被命名为“静海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正在与刘庆升愉快地交谈中，他
的老伴儿拿来作坊的钥匙。打开大
门，眼前的景象不禁让我疑惑，院子里
杂物狼藉，看样子很长时间没有烧制
陶罐儿了。他看出了我的表情，叹了
口气，又对我说出了两年来的不幸经
历。他的二儿子夫妻离异，后来二儿
子又因病突然去世。人生往往被命运
和生活所左右，这是很无奈的。听着
他的讲述，深为他的遭遇感慨和同
情。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讲完不幸
的过去，神情又开始振作起来，和我讲
起以后的打算：“文玩是小众的东西，
销量小，利润薄，可咱不能把赚钱作为
目的，要把这古老的手艺继续传承下
去才是正道。现在儿子、儿媳、侄子们
都学会了，以后还要在陶罐的样式和
工艺上再上一个台阶。”说起以后，他
充满了信心。

刘庆升老人己70多岁了，他这种
干事不服老的精神真让人佩服和感
动。在这急骤转型的时代，还有刘庆
升这样的人，淡薄物欲，不畏挫折，还
在为泥陶这一古朴的艺苑奇葩，永远
地扎根于民间而努力着、奋斗着。我
期盼着下次再来的时候，便可看到刘
庆升老人新烧制的蛐蛐罐儿了。

刘庆升和他的蛐蛐罐儿
张福顺

外孙的童年
孙朝剑

屈原可以不死
刘才文

富贵神仙 王喜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