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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学校美育提升计划”打造美育实践课堂

在校园播撒美的种子

中超保级形势依然混乱世界羽联最新排名

“凡尘组合”女双登顶

女排训练中度过25岁生日

“小苹果”期待做更好的自己

争议判罚有异议 输球存在大危险

津门虎队不容再有失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文并摄

日前，天津市学校美育提升计
划——天津市学生艺术团校园剧研
修班、戏曲（曲艺）研修班同期开班，
诸多学校教师参与其中，接受专业
艺术培训。如今，老师们带着满满
收获投入教学实践，在校园播撒美
的种子。

为推进学校美育工作，市教委与
北方演艺集团以及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等艺术院团，围绕学校美育需求，
通过“天津市学校美育提升计划”，合
作开办美育实践课堂，面向我市优秀
学生艺术团专职指导教师开展研修
活动。各研修班上，诸多艺术名家开
讲，还有专业演员带学员进行实操练
习，课程丰富，理论与实践兼具。
河北区月牙河小学语文教师倪

娜从校园剧研修班回校后，正好要
讲《坐井观天》《狐假虎威》等课文。
于是，她把学到的表演知识融入课
堂，通过课本剧，让孩子们扮演文中
角色，亲身演一演寓言故事。这种
活泼的方式孩子们觉得很有趣，纷
纷踊跃参加。学生徐梦迪在《狐假
虎威》中扮演小狐狸一角，小姑娘演
得生动，同学们看得也带劲。倪娜
说，课本剧可以让孩子们走进课文，
更容易体会寓言内涵。以往的排演
方式很简单，而通过研修班的学习，
掌握了台词表现、走位调度等戏剧
专业知识，能够让课本剧的呈现更
倾向于“剧”，便于引导孩子们理解

课文、展现自我。
宝坻区新开口镇初级中学音乐教

师陈静经常在课上普及戏曲、曲艺艺
术。此次参加戏曲（曲艺）研修班期
间，她向专业老师请教学习了京韵大
鼓的鼓点打法，完善、丰富了自己的
课堂教学手段。通过研修班，陈静对
传统艺术有了更深层次、更系统的了
解，也激发了研究、传承传统艺术的
动力。她认为，作为教师，要考虑得
深远，因为看似短暂的一节课，其实
都是在给孩子播下一颗文化的种子，
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穆欣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的英文剧社指导老师，最近她正带着
孩子们排练原创作品《长袜子皮皮历

险记》。穆欣坦言：“以前排剧目，我们比
较习惯‘直给’，就是直接告诉学生要做
什么、演什么、唱什么。但是研修班的老
师告诉我，要去思考人物的性格，用心体
会这个人物，也就是戏剧所说的真听、真
看、真感受。”
研修班结束后，穆欣带着学习的收

获“现趸现卖”，在戏剧课上给孩子们讲
述生活化小品的创编、特定情境下的人
物以及行动线等专业知识，还在实际排
练中指导学生体会人物心情，在人物特
点的引导下，用自己的理解和习惯性语
言、动作、表情把人物表演出来。穆欣表
示，希望带着研修班的收获，让孩子们怀
揣着追寻美的梦想，学会思考美、感受
美、创造美。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

文生）昨日，由天津交响乐团与中
国音乐学院共同主办的“时代栋
梁”青年指挥人才培养计划——大
型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在天津音
乐厅上演。

天津交响乐团是中国音乐学院
师生的“老朋友”，双方的合作始于
2013年，每年毕业季，天交将中国音
乐学院教师和毕业生创作的音乐作
品搬上舞台，举办“交响音乐周”系列
活动，不但为毕业生们搭建了艺术实
践的平台，还成功推出了一批新人新
作。这对“一团一校”的合作模式在
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范围起到了良
好范例作用。2019年，在北京市“人
才培养质量——一流专业建设”项目
的支持下，双方开展了新的合作模

式，天交将中国音乐学院的青年指挥
人才“请”上舞台，让他们通过指挥职
业乐团的方式，在经典曲目和专业观

众的考验下得到锻炼和提升，这一合作
方式在观众中引发了好评。

本场音乐会呈现出新指挥、新作曲
家、新曲目的特点。执棒音乐会的谭喜
露、肖超是中国音乐学院指挥专业在读
博士研究生，演出曲目《印记》《四行诗》
《远绪》《舞》《万岁乐》《归来》等，均为当
今活跃的青年作曲家的新作。两位青
年指挥对作品的解读展现了扎实的指
挥基本功和对作品的解读能力，在他们
的诠释下，观众从熟悉的天交身上看到
了新样貌。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12月31日
晚，天塔将推出跨年灯光表演“你好，
天津——2022天津城市新年亲子创
意画展”。活动第一阶段全城招募小
画家的招募报名现已结束，22日起进
入第二阶段网络票选。

天塔跨年灯光表演上，一幅幅以
孩子视角描绘、以美丽天津为题材的
巨幅画作，将投映在天塔240余米高的

塔身上。此外，孩子们还将在现场以
稚嫩声音祝福天津建卫筑城617周年。

本次创意画展共收到投稿画作
500多幅，由组委会审核后，选出150
幅作品进入网络票选。网络票选将
于26日晚结束，其间，市民关注微信
公众号“爱上天塔”回复“投票”即可
为喜欢的作品投票。最终，票选前36
幅画作将入选天塔跨年灯光表演。

入围网络票选的 150幅画作将于
2022年年初在天塔瞭望厅、天津华侨城
美亚创意文化园、中华剧院2022《美术
馆奇妙夜·星夜》天津站巡演现场分阶段
展出，这些画作的小作者将获得创意小
画家证书和纪念品。

本次活动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指
导，天塔湖风景区、大船文化、天津华侨
城美亚创意文化园、天津演艺网联合发
起，Isee灰姑娘、千晟文艺中心、天津中
北斯玛特儿童美术中心、华夏未来儿童
美术馆、尚善艺术培训中心、美达菲学
校、咪画馆、斑马美术、糖心家族幼儿园
等共同支持。

天津交响乐团携手中国音乐学院奏佳音

为新指挥新曲目搭建舞台

天塔将推出新年亲子创意画展跨年灯光表演

全城招募小画家网络票选启动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
联赛第18轮进行了保级组的比赛。
重庆两江竞技0：0战平武汉队，青岛
队1：2输给了大连人，保级形势依然
相当混乱。
上轮比赛青岛队终于结束了中

超联赛的11连败，不过本轮比赛运
气不佳。比赛刚刚开始，亚历山德
里尼就受伤下场，青岛队被迫以“全
华班”阵容出战。第43分钟，青岛队
获得角球机会，刘佳燊接到季骁宣
的传球后头球破门，取得了比分上
的领先。
下半时比赛刚刚开始，大连人就

扳平了比分，博阿滕接到童磊的传球
后头球破门。第78分钟，拉尔森禁区
内射门得手，将比分逆转。最终，大

连人2：1取胜，青岛队依然在中超积分
榜上排名最后一位。
重庆两江竞技队本轮遭遇武汉队，

费尔南迪尼奥披挂上阵。全场比赛两队
都将注意力放在了防守上，精彩场面不
多。第85分钟，费尔南迪尼奥获得了破
门的良机，不过他的射门太正被对方门
将扑出。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
从比赛数据来看，武汉队在传控数

据上占据优势，不过重庆两江竞技队在
射门次数上以12：5领先。在“大摩托”
复出之后，这支球队在实力上得到了提
升，这对于其他保级球队来说并不是一
个好消息。
另外一场比赛中，河南嵩山龙门队

终于一扫低迷的状态，凭借着多拉多的
两粒进球，2：0击败了上海申花队。

小学生排演课本剧《狐假虎威》。

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保级
组，昨天进行了第4轮的比赛，天津津
门虎队1：2不敌沧州雄狮队，寄望在
正赛中完成保级的目标，形势进一步
恶化。赛后回到休息室，津门虎队多
名球员忍不住哭了，因为输球很遗
憾，也对比赛最后阶段，场上裁判的
个别判罚感到委屈，主教练于根伟安
慰队员们时表示，大家输得有尊严，
至于对判罚的异议，津门虎队准备通
过正常渠道向赛区陈情。
由于后防中坚卡达尔严重拉伤

基本告别本赛季，以及连续进行了3
轮比赛，一些队员身体状况比较疲劳
等多重因素，这场比赛，津门虎队首
发阵容相较上一场，作出了多达7名
球员的调整。开局阶段，津门虎队打
得比较积极主动，第2分钟，苏缘杰就
有一脚精彩的挑射破门，虽然这个进
球被判越位在先无效，但是似乎显示
了津门虎队“抢开局”很有希望。
不过，随着比赛的推进，沧州雄

狮队在适应了津门虎队带起的第一

波节奏后，开始抓住对手后防线组织
比较混乱的短板，逐步投入兵力进
攻。第12分钟，沧州雄狮队外援奥
斯卡也有一粒入球被判越位在先，紧
跟着，第16分钟，津门虎队守门员方
镜淇用腿挡出奥斯卡的近距离射门，
让津门虎队逃过一劫。然而，这样的
运气不可能一直有，第19分钟，沧州
雄狮队晏紫豪左路助攻，萨比提跟上
打门，将球送入球网，津门虎队一下
子变成落后的局面。而更大的不利

是，第38分钟，津门虎队外援伊洛基又
出现了拉伤，球队被动换人，维基诺维
奇仓促登场。
下半时一开场，津门虎作出多人调

整，马格诺、巴顿等球员登场，意味着球
队想在进攻端作出最大的努力。然而受
制于球员单兵作战能力和整体配合默契
度都欠缺未见成效，反而在第76分钟被
沧州雄狮队奥斯卡又入一球。紧跟着，
第78分钟，津门虎队巴顿助攻金洋洋头
球扳回1分，又令球队燃起了一丝“逃生”
的希望，不过最终仍以失望告终。下半
时的后半程比赛，包括巴顿在禁区内被
沧州雄狮队后防球员撞倒，当值主裁判
戴弋戈没有作出表示，津门虎队教练、球
员，多次对场上判罚表示了异议，为此，
戴弋戈还向教练席出示了黄牌。
球队面临再次减员的危险，赛程过

半形势告急……不利的因素不断堆积，
对津门虎队这样一支组队时间不长的
球队而言，想要柳暗花明求生机，唯有
咬牙坚持。

本报记者 顾颖

昨天是天津女排副攻手，被大家
爱称为“小苹果”的袁心玥25岁的生
日，她依然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广东江
门体育中心训练馆，不仅与队伍一同
参与全部技术训练，还在最后给自己
加练了几组小肌肉群的力量训练。
“生日当天的心情自然会更开心一
些，希望能将这种好状态延续下去，
在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未来，能做
更好的自己是我的生日愿望。”袁心
玥表示。
天津队提前通过赛区工作人员

为袁心玥预订了生日蛋糕，全队一
起为她庆生。虽然在联赛期间过生
日对于袁心玥来说习以为常，不过
来自队友的关怀和问候还是让她倍
感温暖。
训练中，一向爱笑的袁心玥不时

地呼喊着，情绪高昂，她的激情也带动
着队友们的状态。虽然错过了本赛季
联赛第一阶段与天津女排并肩作战的
机会，不过从第二阶段开始，袁心玥场
场首发并打满全场，主教练王宝泉希望
她尽快恢复体能，并逐渐找到状态和手
感。通过一段时间的比赛磨合，袁心玥
认为：“最近都是边比赛边打磨自己，我
和同位置的王媛媛也经常一起交流，技
术上没什么问题，但是一些小球还需要
注意。天津队也很重视体能，我觉得恢
复得非常快。”
接下来，天津女排要面对辽宁、江

苏、上海三支强队的挑战，对于袁心玥
的考验也才刚刚开始，她表示：“我正在
积极准备后面的硬仗，在队伍需要我的
时候，自己能够站出来，为球队作出积
极贡献。” 本报记者 张璐璐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羽
联昨天公布了最新的世界排名，
随着本年度各项大赛的结束，这
也是今年的年终排名。刚刚在世
锦赛夺冠的国羽“凡尘组合”陈清
晨/贾一凡登上女双榜首。
世锦赛女双夺冠的陈清

晨/贾一凡登上榜首，获得亚军
的韩国组合李绍希/申昇瓒上
升两位排名第2位，韩国的金昭
映/孔熙荣排名第3位，原第一日
本组合福岛由纪/广田彩花降至
第4位。杜玥/李茵晖第8位，李
汶妹/郑雨第14位。
泰国组合德差波尔/沙西丽

高居混双榜首，郑思维/黄雅琼和
王懿律/黄东萍排名2、3位，何济
霆/杜玥第21位。男双前几位排
名未变，世锦赛亚军何济霆/谭强
提升5位至第19位，刘成/黄凯祥
第25位，欧煊屹/张楠第27位。
安赛龙、桃田贤斗、安东森

占据男单前3位，谌龙排名第6
位。 世锦赛冠军骆健佑上升7
位至第15位。戴资颖仍排名女
单第1位，世锦赛冠军山口茜上
升1位，超越陈雨菲到世界第2
位。陈雨菲排名第3位，何冰娇
第8位，王祉怡第16位，韩悦第
27位，张艺曼第34位。
世界羽联公布的 2021—

2025年运动委员会入选名单中，
国羽郑思维入选。新的运动委
员会将举行会议，在6名成员中
决定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经过所有理事会成员的审查后，
世界羽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将
成为理事会成员，直到2025年的
下一次选举。

■《金陵往事》第21、
22集 金榜准备暗杀没得
手，沛文一直央求金榜让
他加入行动。陈默人警
告金榜不能牵扯到沛
文。两人话里话外都尖
锐无比，矛盾重重。陈默
人再次警告儿女不要牵
扯到金榜，同时暗中发电
报给重庆，要求换人，不
伺候高金榜。重庆方面
也对高金榜动作太慢表
示不满意。金榜知道是陈
默人告状，记恨在心……

天津卫视19:30

■《风和日丽》第
21—23集 杨小翼重返北
京，又来到将军府吃晚饭，
席间为将军朗诵了一首
诗，勾起了将军心中往
事。饭后，小翼换上了母
亲年轻时的装扮，一个人
来到将军书房。她已失去
爱情，只想寻回父爱。恍
惚中，将军误以为是年轻
时的杨沪。小翼表明自己
的真实身份。受此刺激，
将军老毛病再发，全家上
下一片慌乱，刘云石也恰
好赶到。面对周楠的责
问，杨小翼说出自己与将
军的关系……

天视2套19:30

■《小爸妈》第17、18
集 莫凡开始反省自己平
时对待郝强的态度，向其
道歉，可郝强却铁了心要
出去闯一闯。莫凡对简
单成为全职太太之后的
变化多有微词。另一边，
简单对每天反复地接送
孩子、采购、打扫、烹饪
等也感到莫大的无奈和
厌倦……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为照
顾孩子，离婚夫妻同居
生活五年多。前妻对此
心有不甘，要求平分共
同财产。

天津卫视18:00

■《模唱大师秀》津
门票房争霸赛河北梆子
组鸣锣开战，精彩上演。
本期登场的两支队伍分
别是五大道河北梆子剧
社和静海宇阳剑河北梆
子剧社。两支队伍通过
三轮演唱比拼和戏曲知
识问答决出最终胜出者，
晋级下一轮比赛。

天津2套20:45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金陵往事
（21、22）

天视2套（103）

19:30剧场: 风和日丽
（21—23）20:45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 剧 场 ：彩 虹
（5—7）19:20 剧场：寒山
令(23—26)22:15剧场: 义
海(17、18)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小爸妈
（17、18）

天视5套（106）

19:30 冰雪天津卫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郑振铎在荣宝斋，“一家不失
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见到了
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
笺、吴待秋的梅花笺，以及齐王诸
人合作的壬申笺、癸酉笺等，刻工
极精。在淳菁阁，他很惊奇地发
现了许多清隽绝伦的诗笺，特别是陈
师曾所作的，“虽仅寥寥数笔，而笔触
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转以十竹斋、萝
轩诸笺为烦琐，为做作”。此外还搜集
到了吴待秋、金拱北诸氏所作和姚茫
父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

在松华斋，郑氏见到了陈师曾所作
八幅花果笺，说它们“清秀”是不够的，
“神采之笔”的话也有些空洞，“只是赞
赏，无心批判”。陈半丁、齐白石二氏所
作，其笔触和色调，和师曾有些同流，唯
较为繁缛燠暖。“他们的大胆的涂抹，颇
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倾向”，郑
氏对此行非常满意，认为收获不小。

与此同时，鲁迅在上海收集笺纸数
十种，但认为“皆不及北平；杭州、广州，
则曾托友搜过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于
上海，有许多则即上海笺也，可笑，但此
或因为搜集者外行所致，亦未可定。总
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俨然成集，尽难
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笺，当有佳制，倘能
亦作一集，甚所望也”。由此可知笺纸当
时已成文人清供之一种，北平外，上海、
杭州、广州等地市面上还出售印版笺纸，
北平甚至还有私人印制的信笺。

鲁迅与郑振铎在编选《北平笺谱》

的过程中合作非常愉快，也体现了文人
和而不同的审美趣味。为协商具体事
宜，此间鲁迅与郑振铎通信达15回，内
容涉及访笺、选笺、商镌印、论装订、谈发
行、定赠送等，包括笺谱名称、印纸选择、
目录写法、笺页大小，以至于笺上直格、
页码色泽等，不遗巨细，就许多技术性细
节做了具体而微的擘画。如关于入选标
准，先后议定：单色笺倘有佳作亦可加入
若干；宋元书影笺可不加入，因其与《留
真谱》（清杨守敬编，摹写古书首尾真迹
的书）无大差别；大典笺（以明朝《永乐大
典》书影印制的笺纸）亦可不要。比如用
纸，初拟用宣纸，因其性柔软，较耐久，适
于装订成较厚之书，后则为追求美观改
为夹贡纸。比如签条，鲁迅自谦字太坏，
“然而第一叶及书签，却总得请书家一
挥，北平尚多擅长此道者，请先生一找就
是”，最后确定由沈兼士写签字。比如装
帧设计，议定做一个布套，“末后附一页，
记明某年某月限定印造一百部，此为第
△△部云云，庶几足增声价。至三十世
纪，必与唐版媲美矣”。

笺谱编定后，由鲁迅承担印费400
元付印。鲁迅写《北平笺谱序》，郑振铎
写《访笺杂记》。

30编选《北平笺谱》（上）

明代开始，由于“烹点”之法与
宋代不同，黑瓷建盏“似不宜用”，仅
作为“以备一种”而已，并且逐渐衰
微。大约在明末时，黑盏退出了历
史舞台。

20世纪70年代末，福建的科研
机构开始对建窑瓷器进行研究和仿制。
1991年仿制的“鹧鸪斑”建盏达到了质
似、形似和神似的程度，几乎可以乱真。
建阳一带的大小窑场也开始了对“建盏”
的仿制。最早的仿制品主要是“兔毫”和
“油滴”类。由于对古代窑址的科学挖
掘，仿制者已经完全掌握了古代“兔毫”
和“油滴”茶盏的釉料配方和烧制工艺，
加之现代化的科研手段和烧制设备，使
今天的仿制品比古代的真品显得更加完
美。许多高仿品茶盏中的“兔毫”又细又
长，发色或棕黄或银白，如金如银。“油滴”
晶莹圆滚，釉色在阳光下反射出五彩光
晕，十分漂亮，鉴别起来十分困难，加之
别出心裁的售假手段，使不少古陶瓷、古
茶具收藏家看走了眼。

中国是瓷的国度。在各种茶具中，
瓷质茶具的历史最长，使用范围也最广
泛。这是因为瓷质茶具坯质致密透明，
釉色丰富多彩，成瓷温度高，无吸水性，
造型美观，装饰精巧，音清而韵
长，这些优点是其他材质的茶
具所不具备的。使用瓷质茶具
沏茶，能获得较好的色、香、
味。从性能和功用上说，瓷质
茶具容易清洗，没有异味，传热

慢，保温适中，既不烫手，也不炸裂。
瓷质茶具品种很多，按照釉色分类，除

黑瓷茶具外，还有青瓷茶具和白瓷茶具。
唐代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即北有邢瓷，
是白瓷的代表；南有越瓷，是青瓷的代表。
陆羽《茶经》在谈到茶碗时认为：邢瓷类银，
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越瓷
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
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这种重
青轻白的偏好，除了跟他个人品茶的角度
有关，还因为越瓷从色彩和质感上更接近
玉，而人们把玉比作修身的标准和情操道
德高尚的化身。这反映出当时文人士大夫
的美学情趣。

青瓷茶具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瓷质茶
具。早在东汉年间，已开始生产色泽纯正、
透明发光的青瓷。晋代浙江的越窑、婺州
窑、瓯窑已具相当规模。那时青瓷的主要
产地在浙江，最流行的是一种叫“鸡头流子”
（壶嘴称为“流子”）的有嘴茶壶。六朝以后，

许多青瓷茶具都有莲花纹饰。唐
代的茶壶流子较为短小，取代了
晋时的鸡头流子。唐代顾况《茶
赋》所云“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
之瓶”，赞扬了翠玉般的越窑青瓷
茶具之优美。

65 南青北白瓷茶具

当年，梦花是姐姐托人给双庆
物色的对象，那是四里八乡少见的
大美人，梦花的名字是接生婆给起
的。当梦花脱离妈妈母体的时候，
接生婆一手把她托起来，大声嚷嚷
地喊道，不带把儿，是个丫头片子，
快起个名吧。梦花爸听后骂了一句，老
娘们儿一点儿也不添乎人，你给随便起
一个名吧。接生婆抬头望见窗外几朵花
影晃动，随口说道，就叫梦花吧。

梦花就这样在乡村的炕上出生了。
像乡村里许多的女孩子一样，梦花从出生
开始就不太受爸妈的待见，但梦花却偏偏
长了一副好身材和一个好头脸儿，窈窕的
身姿，俊俏的面容像水葱似的。一晃，就
到了出嫁的年龄，梦花经过千挑万选最后
嫁给了楼村的双庆，双庆老实巴交，不爱
说话，用乡里人话说也是个一竿子砸不出
屁来的老蔫儿，整天只知道闷闷儿干活，
你让他往西他绝对不会向东，不会说不会
道的庄稼汉，老实肯干。第二年，梦花就
生了儿子小虎。从此，梦花除了在家抚养
孩子外也就是陪着婆婆做做家务，帮着侍
弄自家的田地，冬天里和千千万万村里女
人一样，喂猪打食做两顿饭，余下的时间
就盘腿坐在温暖的炕上跟婆婆一起缝缝
补补，捻麻绳纳鞋底。

顺风顺水的日子过得很快，就在三
年前，生活突然就拐了一个弯儿，双庆娘
得急病去世，梦花感觉日子从此就变了
样子。婆婆在世时，还有婆婆帮助自己
拉扯孩子，喂猪打食料理家务，谁知婆婆

这一走一切就乱了章法。每天早晨还没睁
开眼睛，圈里的老母猪就饿得咣当咣当拱
圈门子，鸡鸭鹅也呱呱嘎嘎地叫着凑热
闹，小虎拖着鼻涕吃饱没吃饱哇哇叫唤。
最让梦花难受的是公公没了老伴儿，村里
老有人撺掇他续娶一个后老伴儿。双庆
不同意，跟爹闹了好长时间的别扭。为这
事，姐姐没少跟双庆闹，说双庆不孝顺，不
知道顺着老人的心思。后来，公公提出分
家过，没办法，分就分吧。日子就变得紧紧
巴巴起来，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天扒开眼睛
哪都要钱，梦花有点支撑不住了。

梦花忙完一天家务后有时会很快进入
睡眠，有时应付完双庆后看着双庆呼呼大
睡，她就在那炕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在她
看来，那些村里男女神神秘秘窃窃私语嬉皮
笑脸谈论的夫妻之间的那码子事，只是男人
的一种需要，和自己没啥关系。听着双庆一
声高一声低、富有节奏的呼噜声，让她感觉
自己不像是睡在炕上，而像是掉在了谁家的
猪圈里。她生气地踹双庆一脚，双庆翻了一
下身，侧着身子没有了震耳欲聋一声高过一
声的呼噜声，蛐蛐的叫声又传进耳膜，梦花
认真仔细地聆听辨别着有节奏的叫声，知道
屋内蛐蛐的叫声是两只蛐蛐的和鸣，这样，
梦花会在蛐蛐叫声中进入梦乡。

11 梦花如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迅的饭局

薛林荣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红楼与

中华名物谭
罗文华著

风雨楼村

杨伯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