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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11月29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印迹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42-43）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印迹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为党旗增辉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合伙人19-20
17:28致富经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印迹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44-45）
22:00西青新闻
22:30为党旗增辉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二(11月30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为党旗增辉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44-45）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为党旗增辉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为党旗增辉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合伙人21-22
17:28致富经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年画味道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46-47）
22:00西青新闻
22:30年画味道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三(12月1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年画味道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46-47）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年画味道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年画味道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合伙人23-24
17:28致富经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西青能人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48-49）
22:00西青新闻
22:30西青能人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四(12月2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西青能人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48-49）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西青能人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西青能人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合伙人25-26
17:28致富经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游说西青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转播天津新闻频道百姓问政
21:1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50）
22:00西青新闻
22:30游说西青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五(12月3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游说西青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50）
10:25光影纵横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游说西青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游说西青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合伙人27-28
17:28致富经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联办栏目
19:4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51-52）
22:00西青新闻
22:30联办栏目
22:4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六(12月4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9:00联办栏目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51-52）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3:00联办栏目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4:40联办栏目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合伙人29-30
17:28致富经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依医健康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53-54）
22:00西青新闻
22:30依医健康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日(12月5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依医健康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53-54）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依医健康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依医健康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合伙人31-32
17:28致富经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印迹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我是你的眼（1-2）
22:00西青新闻
22:30印迹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以上内容由西青电视台提供，电视
节目以电视台当天播出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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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关增社老师，大家最熟悉的就
是他的文章写得特棒，无论是公文报告
还是文学作品，拿出来就是范本。我今
天说他的另一个爱好，可能很少有人知
道，如果看完我写的这篇小文，你一定
会竖起大拇指，给关老师点赞。

有一次，我刚一进区老干部活动中
心大门，就被美妙的音乐声吸引。这声
音听起来原始、纯正。我寻着声音来到
关老师的办公室，隔着玻璃向里看。他
正在专心致志地摆弄着一只破旧的木
箱子，而发出悦耳之声的却是他对面桌
子上一堆破旧的“电子器械”。我很好
奇，推门而进，说：“关老师，您这是？”我
好像惊着关老师了。他先是一愣，然后
憨厚地笑着说：“修修收音机。”“修电
匣子？”现在哪还有这些老古董，我撇眼
看了一下桌上那堆“东西”。我很惊讶，
与关老师相处了二十余年，也没听说他
会鼓捣这些。

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笑着聊起他
的“趣事”。

他上小学时，对大喇叭特别感兴
趣，整天想着它怎么能说话呢？他琢磨
来琢磨去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城
里看到维修收音机的商店，进去就不舍
得离开。有时师傅看到他着迷，有一搭
无一搭给他讲几句，他就认真记下来。
他把父母给的零用钱偷着买了电子元
件，拿回家鼓捣。恰巧，一个同学也对
此痴迷。于是，两个孩子在上学的路上
一边走一边讨论这方面的知识。时间
长了，两人心里开始痒痒。这位同学也
找大人要了钱，买了好多这方面的零件
和仪器。他们要自己装一台收音机。

他们先找来一块小木板，在上面用铅笔
按照图纸描绘电路图，曲曲弯弯画了好
几次，然后用烧红了的火炷在上面烫眼
儿。这些准备妥当，开始焊接电阻、电
容、线圈、变压器等。时间已过去四五
天，学校老师家访，父母才知道孩子们
在做这些。他如实地“交待”过程，把他
们做的半成品拿出来。父亲看后，并没
有责怪，而是告诉他，这种技术可以学
习，但不上学，没有知识，啥技术也学不
来。他们听从父亲的教诲，白天上学，
晚上“研究”，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
了。他们能装“电匣子”的事在村里引
起不小的轰动，街坊邻居都夸赞他们是
“小神童”。

进入部队大熔炉，他的这个“技术”
被锻造得更加炉火纯青。每到战士退
伍时，他都要忙一阵。部队有一个传
统，战士复员时要尽最大努力满足他们
的合理要求。有的战士家里条件差，提
出带一台“电匣子”回家。年轻的关老
师白天买好各种器件，晚上开始设计、
画图、焊接、组装、调试……一个人整夜
忙得不亦乐乎。第二天，小战士就高高
兴兴地带着“电匣子”回了家。部队在
农村野营训练时，关老师所住的房东
家，简直就成了家电维修部，找他修收
音机的老乡络绎不绝。

关老师最得意的，是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期，国内电视很少，而他通过各种
方式买了有关器件，共花了80多元，组
装了一台九吋黑白电视机。这事轰动
了整个部队。大家都来找他，很多不能
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他手里都不是
事。有一位老首长把一台老收音机交
给他，让他修理。摆在他面前是生产于
20世纪50年代，非常经典的荷兰飞利
浦立体声电子管收音机，大大的机箱，
七个琴键式开关，他犹豫了。他思忖
着，尽管与国产机形状不一，但电路结
构原理是一样的。经过仔细检测，发现
一只电子管坏了，因为买不到飞利浦的
原装管，只得根据原理改装电路，选配
成同样性能的国产器件。几天后，当修
葺一新的机子交到首长手里，首长非常
吃惊。再打开一试，绿色的“猫眼”忽闪

着，浑厚的立体声，不亚于当年。通信
站的工程师们听说后都佩服关老师的
“手艺”高，因为他们也多次研究过这台
机子，但没修好。

关老师淡然讲着他的过去，我却
不淡定了。我要亲眼看看他的“本
领”。他憨厚地笑了，说：“退休后，正
好想找人一起玩。”“我？哪有那个能
耐，玩不了。”看着堆满桌的旧零件，吓
得我直摆手。

他麻利地把外壳木箱上的碎玻璃
刻度盘一点点卸下来，按顺序平摆在
桌面上，用小喷壶喷上酒精，一手拿细
纱布，一手按着每一块小玻璃，慢慢擦
拭。有时一个收音机刻度盘破碎成十
几块。我说：“费那么大劲儿干嘛，买
块新的换上多好呀。”他告诉我，老物
件最好保持它的原样，才有收藏的价
值。经过擦拭清洗，十几块碎玻璃粘
接在一起，锃光瓦亮。接下来，他把从
木箱里拆出来的“电匣内脏”拉到他胸
前，开始清理电路板和电子器件上的
灰尘污垢。封尘六七十年的灰尘牢牢
凝固在各种器件上，特别是在电路板
上，和极小的构件混为一体，对我来
说，那就是厚厚的尘土。而关老师按
照电路图一毫厘一毫厘地去逐步擦
拭。有的地方太狭窄，粗大的手指进
不去，改用小镊子，夹一块细小的湿纱
布小心翼翼清理，有时不小心把绿豆
大的器件刮掉，他会把它擦干净放在
一旁，准备重新装上。他说，最好别弄
掉，防止破坏它的原貌，这是最起码的
规则。像这样损坏严重的，半个月也
弄不好。“清理工作是最难的吗？”“最
容易，你也会。”他憨厚地笑了笑，说，
“最难的是对故障的排检和对每一个
器件优劣的判断。这和医生看病一
样，找到了病源，才能对症下药。”

摆在他面前的困难，不光是喇叭
不响，其余元件也都因年久破损严重，
得一个个调试。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
新旧几乎与极板上一样的喇叭，麻利
换上。再拿起两根电线，他说，焊接是
修理工最基本的功夫。几百个零件，
哪个焊接点出问题，都会影响其他

的。他开始比划，两根铜线在焊接前，
先把它表面刳出新面。刳的方式很讲
究，劲大了铜线断了，劲小了刳不出
来。他的方法就是把电线搁在中指的
指肚上，控制用力，否则手指被割破。
刳好后，两根同时放入镪水中，粘一
下，再搭在一起，这时就可以放心焊
接，这样的焊接十年八年也不会出问
题。看着他麻利地完成上述动作，用
电烙铁一边吹着气，一边焊接两根电
线。几分钟后，他拧开开关，房间顿时
被“刺啦、嘟嘟”的声音灌满。他快速
把声音降低八度，又用小改锥试探着
一个电子元件，发出的声音更加嘈
杂。他很自信地把它剪了下来。我不
解地问：“怎么就知道它坏了呢？”“因
为只有这个坏了，才会发出这样的声
音啊。”他说着，从小盒里找出一个同
样的器件，然后插到原来的位置，带上
老花镜进行焊接。再打开开关，“刺
啦”的声音确实小了。而“呜呜”声并
没有减弱。他拿起万能表在他怀疑的
部件上挨着个儿的测试，结果没有检
查出任何毛病。他看着我两手一摊。
“怎么啦？”我问他。“太奇怪了，得找老
师请教。”他憨厚地笑一笑说，然后翻
看他周围的有关书籍。

第二天早上，他把一张纸放在我
面前，我用眼一扫，这是一张故障清
单！好家伙，足足有二十多条。他告
述我，他整整查了一夜。他坐下来，按
照这二十条去逐个排除，有问题的直
接焊下来放到一边，一连取下七八个
部件。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台机子够
呛。”我说：“怎么见得？”“换这样多的
部件，收藏就没有意义了。”他说，“内
行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我说：“您能
做到他们看不出来吗？”他正在努力去
试。他的手看上去粗大，却非常灵巧，
很快从旧件堆里，翻找出同样元件配
上，焊接、调试，一次成功。我仔细查
看，戴上花镜去寻找、比较板上不同的
焊接点。嘿，真是好技术，与旧焊点分
毫不差。

他说，两年来，像这样的电子管收
音机已经维修、收藏了一百多台，从上
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生产的各个时期
的都有，还有几十台晶体管收音机。修
复一台建立它的资料档案，记录下该机
的图片、电路图、维修记录及收藏经过
等。是呀，不夸张地说，关老师的这些
成品串起了一部共和国无线电事业的
发展史呢。他说，等条件成熟了，他要
把它们作为藏品捐给国家。

关老师的“业余爱好”
徐文路

《探访曹雪芹》初稿是2001年开始
动笔的。当初设计“探访”，采用的便
是借助魔法做过场的形式，以便观照
现实，提升作品的可读性。不想几年
后“穿越”表现形式在文坛盛行，而曹
雪芹的“探访”却还在沉睡。“穿越”形
式新颖，但不可泛滥，泛滥便俗不可
耐。不过是想借助魔法手段，达到探
访目的而已，动笔较早，与穿越无关。

2003年完成了《探访》，33万字，手
写稿纸1000多页。之后又转入《赶大
营》的写作。经过五年反复揉搓，2009
年，50万字的小说《赶大营》由天津人
民出版社出版，32集《赶大营》电视剧
也立项拿到拍摄许可证。

初稿《探访曹雪芹》方到苏醒时。
我重新审视那一大摞原稿后，心

中仍没能升起再次创作的强烈欲望。
于是，重新翻阅已散成单页的《红楼
梦》，还有那一堆曾经的读书笔记、不
同内容类别的列单、为写作而画出的
“江宁织造府”“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
曹家住宅”“西山正白旗曹雪芹最后居
住区域图”等自绘图。看着那些心血
流程印痕，千重思绪又被一缕缕牵进
以前的创作状态中。这时，面对书稿
中的人物列单，一个个曾经在自己笔
下悲喜荣辱过的名字都活起来，我突
然有了冲动，一个声音在心底强烈呼
喊：对不起，冷淡各位七年，从今以后
我们又要在一起了！

如何才能在第一稿的基础上提高
品位？经过一次再次地冷静思考后，
我想首先要抓住曹雪芹这位文学巨匠

的“魂”。曹雪芹的精神魂灵是这部作
品的“纲”，纲举目才能张。只有把曹
雪芹一生的艰难历程与人格成因理
清，才有希望把曹雪芹写活写真。

然而，曹雪芹的历史资料实在太
少。他是诗人，却仅留下两句诗，他是
江宁织造曹家之后，却无法知道他生
父母是谁，更不知道他的诞生日、逝世
日以及诸多人生履历。红学家们的红
学专著数不胜数，却都是在各抒己见，
对很多疑难问题无一定论。我该怎么
办？唯有再次跳进“红学之海”，广览
红学家专著，捕捉与曹雪芹和那个时
代有关的各种信息，感受那个时代是
如何一步步把曹雪芹塑造得如此“洪
才河泻”，又如何逼迫得他甘冒文字狱
风险写出《红楼梦》的。

时势造英雄，文学巨匠其实也是
时代造就。《红楼梦》的诞生，离开曹雪
芹不行，别人无法胜任；曹雪芹不是出
生在江宁织造不行，否则他就享受不
到荣华富贵；不是江南文人领袖曹寅
之后不行，只享受荣华富贵没得到积
世家学他就无法有后来的“洪才河

泻”；不被抄家不行，一味地荣华富贵
可能会使曹雪芹变成纨绔子弟，而从
顶尖的豪富程度一下子败落到举家食
粥，那种强烈失落感才能形成块垒，在
曹雪芹心中郁结，日后爆发成《红楼
梦》；不是孤傲性格不行，绵羊性格逆
来顺受，定当碌碌无为，曹雪芹痛恨官
场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败，不愿为朝
廷出力，更不愿受庸人驱使，这样一个
浑身上下全是傲骨的人，毛发中都满
溢着才华的人，最终找到实现自己价
值的坐标，创造出旷世奇作《红楼梦》。

有了这些认识，又掌握了红学家
们提供的大量信息，我才有了主心骨，
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去增删大修了。

如何提升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是
我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我想，这部作品应该观照现实。
因为，虽然曹雪芹生活的清朝中叶距
今已有300余年，但民族文化的根脉一
直在延续。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健康有
益的元素，成为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被传承下来。

写作之初，之所以定书名为《探访

曹雪芹》，其实是想借“探访”做过场，
为的是把现今社会现象与清朝中叶
的曹雪芹时代拉近，共同探讨文化层
面的深层问题。在文化传承的过程
中，让传统文化能够健康蓬勃发展，
从而使我们的国家更有生机，更加充
满活力。

这是作品的初衷。
历史题材的现实意义要把握一个

“度”，高则相反低又无用。怎样才算
适宜呢？我用自己的理解掌握了自己
觉得适宜的“度”，不知效果会如何。

书中写了曹雪芹与五位美丽女子
相爱相交，却不是情爱泛滥，书中的曹
雪芹并没同时爱博而心劳，是不同时
期有不同的异性追求者。更重要的
是，几位女性命运都很悲惨，都受过不
同程度的迫害。她们的经历对曹雪芹
叛逆思想的形成起到极大的推动作
用。曹雪芹的爱情婚姻生活坎坷悲壮
是远远大于幸福美满的，这也是他为
什么要写《红楼梦》为闺阁召传的重要
原因。

诸多文友老师听说我再修这部书

稿后，纷纷主动借我与曹雪芹和《红楼
梦》有关的书刊，有的甚至把多年积累
的简报也拿来了。还有地方上的诗词
名家于振跃、王德林二先生，在诗词方
面为我把关，至真至诚。这些文友和
老师显然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
我能把这部书尽力写好一点。

我与德高望重的《人民文学》副主
编崔道怡老师在2010年有十分难得的
一面之交。说十分难得，是因为崔老
师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多
年，在文学出版编辑界很有声望，而我
却是文坛小卒，对崔老师可望不可
及。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与
崔老师就已经有无比幸福的单向神
交。那时，我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订
一份《小说选刊》，那一年，上面居然每
期都有一篇谈小说创作的文章。我读
来如饥似渴，反复琢磨，之后又在文旁
写下密密麻麻的心得与感受。再之
后，《小说选刊》一到手，我便先找那篇
连载文章，同时牢牢记住了崔道怡
——我心中的“神”。我迷恋文学，然
而，却常常苦于不能提高，崔道怡老师
的小说十二讲，每月一讲，让我盼得心
焦。就是这么一位“神”，居然让我在
2010年中国作家协会和天津作家协会
联合举办的长篇小说《赶大营》研讨会
上见到了！于是，我非常渴望崔老师
能够为这本小说写个序，不想，崔老师
却只愿保留《红楼梦》原著在心中，对
其它相关专著和文学作品均持排斥态
度。我不愿放弃，第一次厚着脸皮坚
持求人，终于得到《何处招魂赋楚蘅》

序文。我欣喜若狂，向崔老师表示感
谢。崔老师却在电子邮件中说：“你肯
把一篇并非赞扬你作品的文章引为该
书序言，实出意外。别人看了也会觉
得意外……”我却是另有不同见解。

小说的第二篇序《探访曹雪芹之
我见》，是高为老师所作。然而，我在
得到这篇序文时，却还不认识高为老
师。原因是，《探访曹雪芹》属于天津
文学院重点项目签约作品，定稿后，文
学院请专家审读，却按常规不告诉我
专家是谁。我拿到审读报告，看后很
想做为序言，文学院领导才告诉我审
读报告是百花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编
辑室主任高为老师所为。高为老师是
资深编审，我早就听其名却一直不认
识其人，是这本书成全我又认识一位
资深编辑老师。

我不仅要感谢上面提到的诸位老
师，还要真诚地感谢所有在写作上支
持过我的人！

十年磨得剑出鞘
——长篇小说《探访曹雪芹》后记

晨曲

每逢周末，我喜欢骑着自行车来
到中北镇曹庄花市逛一逛。这里的花
店鳞次栉比，各种鲜切花、绿植、多肉
等等应有尽有。你想要赏的花，想要
买的花，都找得到寻得着。而我呢，买
花的时候并不多，家里已经被花盆挤
得满满的了。再有，我逛花市，其实是
更喜欢这儿弥漫的香味，喜欢看人们
选花时，那脸上笑得如花一样的神
情。那是有温度的模样，有如初冬的
太阳。

我是运河边长大的中北镇的娃
娃。“百年花乡”并非浪得虚名，而是由
来已久。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同学家、
邻居家都会养上那么几盆鲜花。虽然
那时候物质比较贫乏，生活并不宽裕。

妈妈也是个爱养花的人。家家户
户都有院子，一到夏天，我家的院子里
面热闹极了。光“死不了”就有好几大
盆，它向来是最接地气儿的，别看长得
不起眼，本事却大。太阳越是暴晒它
开的越是鲜亮，一张张好看的脸热烈
地冲着日头铆足劲儿地开，因此它还
得了个名字——太阳花。草茉莉是最
常见的，每年不用特意播种。清明一
过，下一场春雨，往年落下的种子，随
随便便就破土而出了。有时候幼苗太
密太多的时候，妈妈还要间苗，确保它
们茁壮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茉莉
恣意地疯长着，不知不觉就长成了密
密匝匝一大丛。每到傍晚，一家人坐
在院子里面吃饭、聊天、赏花。这时
候，草茉莉的每个小枝头开满五颜六
色的花朵，黄的、白的、粉的、花脸的，
光红色就有那么好几种，它们小喇叭
一样直冲冲地向上，就像一场争奇斗
艳的盛会吹响了集结号，更像是一群
孩子在那儿闹腾着。每当这时候，我
就掐上十几朵各色草茉莉捏成一小
束，戴在耳边或头上，奶奶有时候也
戴上几朵，笑着说，嗯，多戴花，日子
旺啊……

院子大，什么花都能养。我从同
学家里挖过来几块根茎，美人蕉。一
开始，我是因为这个名字才相中它，似
乎感觉院子里面有了美人蕉，才有点
高大上的味道。没想到“美人”真的给
力，没有特意关照，就亭亭玉立地矗立
在那儿，好多棵，一下子长得比我还

高，顶上开出了柔美的红花，娇娇嫩嫩
的，美人嘛，应该是这样的吧。当然还
有黄花，娇黄娇黄的，花片甚是柔嫩，
碰不得，摸不得，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焉。比起花朵，那一张一张椭圆碧绿
纹理清晰的大叶子显得厚实而且端
庄，不像花儿那么容易凋谢。虽然“美
人”好看，但是，开了不过两天就被太
阳晒蔫了。这一点，它着实比不上不
起眼的“死不了”。

夏日里，村里的小学校园也是百
花齐放。学校的大院两侧有十来个班
级，每个班门口沿着教室的长度都有
一个菜畦大小的花池。宽度不大，我
一大步能迈过去。每班负责自己门前
花池的管理，各班本着不重样的原则
种花。因此，到了夏天，学校里成了花
的海洋。各种颜色的大麦熟一串串直
挺挺的向上拔着腰杆儿，碗口大的山
芋花大朵大朵压弯了花枝，红彤彤的
鸡冠花妖娆多姿，吸引了一群群蝴蝶
和蜜蜂在花间起舞。就连秋天里的校
园也不冷清，各种颜色的菊花竞相开
放，校园里弥漫着馥郁的花香。尽管
它们并不名贵，却是自自然然地在风
中绽放着，在土地上生长着，就像那时
候的孩子们。

后来我工作了，成为一名教师。
中北镇种花养花之风越发浓郁，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花的品种越来越多。
上班途中，每每路过曹庄的菜地，篱
笆墙上爬满了各色的蔷薇，随处可
见。可爱的小朋友们经常给我采来
各种各样的鲜花儿。香气袭人的晚
香玉，娇艳欲滴的月季，还有暗香浮
动的白兰花——这是我最喜爱的。
每次我都带回去给奶奶。奶奶说，这
花俗称“把儿兰”，年轻的时候，有的
商贩走街串巷专门卖这种花，姑娘小
媳妇们买来几朵贴身带着，持久的香
味儿好几天都散不去。嗅着幽幽的
兰香，那时我就在想，如果一位女子
生的如白兰一样当是最美的，她的魅
力定然持久不衰。

生长于百年花乡的我，自然是爱
花的，养花赏花的习惯一直伴随着生
活，心情特别美丽的时候，还是喜欢采
上那么几朵戴在耳边，以此来回味逝
去的岁月，来守候现在的美好。

花乡·花香
萧瑜

书香西青

阅读进行时

抱拙求巧

鸟儿未振翅腾起时

羽翼梳拢着爱，与叠叠的时光

花朵未开放时

紧紧地包裹花蕊的影子和暗香

一枚青核桃，贮藏着

四季的晴雨温凉

一整个冬天，在荒野里

徒长成一艘渐冻的木船

搁浅于一页书的褶皱之上

倚海遥望，文字密密匝匝

著成雄浑的古调

也活脱了一匹慢马潜入海底

奔腾或者咆哮

埋一枚针在心里吧

既在脑海中，定住穹顶的

那颗北极星

又一直指向南方的南方，故乡

最深情的模样

随着血澎湃荡漾，穿刺岁月

流走之下的

我的皮囊，最后啊

生发成我脚掌的根须

打一个瓷实的结，凝进梦想

勾连着我一寸一寸的肌肤

与大地一寸一寸的胸膛

就让火燃烧得热烈孤独

就让月亮还给我一个猜想

就让我怀抱着一面镜子

就让我与另一个陌生的我

一起徒步，衰老

滑行或者寂静

猜想
小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