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弓居士”乃为津沽诗人张弘弢（字
异荪，以字行）的别署。

张异荪生于1901年，天津人。20世纪
20年代，他任职于长芦盐务，先后任会计
主任、总稽查之职。1930年一度远赴河南
盐业机构任职，六年后返回天津。1936年
加入城南诗社，并于当年12月与杨轶伦共
同发起成立冷枫诗社。与王纶阁（王襄）、
王斗瞻、徐镜波等同为著名诗人王仁安的
大弟子。有《奇芸室诗荟》和《妙吉祥庵诗》
《二学集》《千方集》等诗集问世。1944年
（一说为1943年）去世。

据杨轶伦《再谈笔名》载，“诗人张异荪
名弘弢，与予曾有昆季之约，相交且逾十年
矣。按君又别署‘三弓居士’，盖以其姓与
名三字，皆为‘弓’字之偏旁，信巧合也。君
又曾作《冷枫八仙歌》，末二句自道云：‘异
荪’虽‘异’未必然，性耽诗酒乱华筵。释名
成句，而又反其意以自拟谦，亦佳制也。”

张异荪的书斋名“奇芸室”。据《新天
津画报》载，“社友张异荪先生昨访导师高
彤皆（高凌雯）先生。彤老因病久不出门，
然对社中仍甚关怀，希望常开诗会，以为三
津文化之倡。并对异荪之‘奇芸室’书斋，
拟改为‘齐云阁’。故异荪自即日起书斋已易‘齐云阁’云。”
高凌雯给张异荪书斋改名，堪为津沽文坛之佳话。

张异荪最大的贡献是他与杨轶伦等共同发起成立冷枫诗
社。1933年，蒙王焕如先生介绍，杨轶伦与张异荪相识，二人
一见如故。到了1936年，杨轶伦商张异荪结社之事，得到了
张异荪的支持。同年12月6日下午，杨轶伦等借老西开教堂
后的瑞德新里五号召开了成立大会。在会上，张异荪作《赋冷
枫诗社成立》七律三章以柬诸社友，其中有诗句云：“冷枫结社
初成日，恰是吴江木落时。老圃黄花开晚节，御沟红叶写新
诗。”参加成立大会的师友们各依原韵奉和，以答雅意。唱和
者计有9人，共得诗14首，会后“汇钞一册，作为纪念”。

张异荪《妙吉祥庵诗稿》《二学集》《千方集》等诗集出版时，
杨轶伦曾为其题词祝贺：其一：“诗成二学又千方，妙笔谁如妙
吉祥。玉版法书君丽句，享名同是十三行。”其二：“鸡林价重羡
佳篇，题句何妨附骥传。我亦有诗三百首，未知付梓待何年。”

张异荪的诗作成就亦为著名诗人、学者王猩酋所称道。
王猩酋《柬冷枫诗社示异荪》诗中有“冷枫诗社诗清新，社中旧
友有三人。异荪嗜诗日千首，读书忘食杨轶伦。醉人饮酒天亦
醉，风雷笔下走鬼神”。“醉人饮酒天亦醉”表明张异荪的诗风具
有浪漫主义的特点，这是对张异荪诗词感染力的高度评价。

张异荪曾经是津沽诗人中最为活跃者之一，也可以说是
津门诗界的领军人物。这从当时的有关他参加冷枫诗社的活
动报道中可以得到佐证。如1937年6月24日，天津《大中时
报》发表了张异荪的题为《今燕子楼名扬同社八公联句其上赋
谢一章》的旧体诗一首：“楼名燕子古今同，直与尚书异曲工。
杜牧偶然歌好好，韦青终许遇红红。岁寒林木称三友，枫冷诗
坛会八公。为我聪吟良可感，有人惆怅月明中。”
《东亚晨报》报道过冷枫诗社的一次雅集活动。由杨轶

伦、王禹人、张异荪三君发起，柬约社友在法租界二十八号路
通义学校内雅集。此前，诗社已沉寂半载之久。是日，下起了
小雨，但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到会者有康仁山、胡峻门、
王叔扬、韩世琦、曹烜五、张异荪、王禹人、杨轶伦、赵琴轩、王
寰如等二十余人。大家在会上作了交流。因导师李琴湘有病
未能与会，故提前由张异荪到其家中，请其为社友出题征诗
钟。社集的时候，就以李琴湘所题“白莲”二字为唱，请社友们
分别完成诗钟（一唱至七唱自选）。答卷寄至英租界五十九号
路四维里14号李宅。上述文字，除说明张异荪之活跃外，还
透露出了李琴湘先生的住处。英租界五十九号路即现在的沙
市道。四维里即现在的四达里，位于沙市道西段南侧，只不过
旧址平房已在1988年拆除。

张异荪还曾在其居室组织雅集活动。《新天津画报》曾载
文说，冷枫诗社假特别二区吉家胡同张异荪社友宅雅集，这次
雅集为该社成立以来的第51次聚会。当日参加活动的有李
琴湘、胡峻门、郑菊如、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15人。自从
李琴湘担任该社导师后，按照惯例，冷枫诗社每月要开会两
次。其中的一次，由李琴湘出题征诗及诗钟，另一次不再征
集。“择老（指李琴湘）之热心教导，诚可钦仰。”有意思的是，当
日为张异荪先生女公子“于归”（出嫁）之期，于是主人特备小
宴饷客。大家入席后畅饮甚欢，并提议由社友们于日内分别
作诗补贺。

除冷枫诗社、城南诗社外，张异荪还与章一山、金息侯、岳
雪樵、蒋浥清、陈庸菴（即陈夔鳞）等社会名流有交集，并经常
在一起诗酒唱和，有关的诗作为研究张异荪的生平和交游提
供了难得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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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瓷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变
化，被列为五大名瓷之一。这不可思议的“窑
变”，让古人琢磨不透，给钧瓷披上一层神秘
的面纱……

去年，一位对宋瓷颇有研究的朋友邀我
去河南，他开车带我来到了被称作钧瓷之乡
的神垕，让我走进了这古镇的前世今生……
神垕隶属于禹州管辖，据说，当年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地
而得名大禹之州。这里是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也是陶瓷文
化之乡。神垕位于禹州西南二十多公里，它三面环山，由于
盛产煤炭、瓷土和釉料，奠定了钧瓷之乡的基础。

走进神垕古镇，远远见到两个极富神韵的大字“神垕”，
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见到由“后”和“土”字组成专门用作地
名的“垕”字。朋友说：记住了“取自钧瓷之土，出自君王之
口”这句话，就记住了“垕”字的来历……相传，唐太宗首次皇
封“神垕”时，钧瓷才刚刚由陶变成瓷；到了宋徽宗御赐“神
垕”时，钧瓷已经出现了“窑变”，完成华丽的转身；宋高宗时，
延续了其父对钧瓷的仰慕之情，三封“神垕”。真想不到，一
个小镇，因钧瓷而获此“殊荣”。岁月的流逝，并未改变神垕
人对钧瓷的情有独钟，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至今
因窑火生生不息，神垕也被称作“活着”的古镇……

走进留有岁月痕迹的神垕，朋友领着我来到当地一家规
模较大制瓷企业。在拉坯车间，看到陶工师傅们聚精会神地
干着活。一位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拉坯也被称作“走泥”，是
制造瓷器的七十二道工序之一。它既是陶艺的基础，也是独
立的艺术形式。拉坯和书法、绘画、拉琴一样，既有节奏的韵
律，也有空间的美感。原来这拉坯看似简单工序里面还有这
么多的奥妙。我在一位陶工师傅的工作台前停下脚步，凝神
细看，那一块块来自深山里的高岭土和成的泥料，在陶工那
双灵巧的手里变得很“温顺”，形状慢慢发生着变化，十几分
钟后就成了古朴厚重、造型别致的瓷胎，这是一件被赋予了
生命的艺术品，唤起了我内心对美的感知。技术人员告诉我
们：这看似简单的手艺活，师傅们背后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
长时间的摸索实践，才能练成这样的功夫。真是独具匠心！
我想，这古老的制瓷方法一代代已经传承上千年，那精湛的
技艺已经深深刻进了师傅们的记忆里，陶艺的精髓已融入陶
工们的血液中……

离开拉坯车间，朋友带着我来到窑炉前，这里正举行隆
重的开窑仪式。只见几位窑工穿着色彩鲜艳的北宋服装，
站在写有“大宋官窑”几个字的窑炉前，这让前来观看的人
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千年前的大宋王朝，感受当年神垕
古朴的民风。按照祖传下来开窑的规矩，一位年长的窑工
双手虔诚地举着点燃的香，祭拜了窑神和火神，保佑开窑大
吉。这时窑门被缓缓打开了，大家屏住呼吸，睁大了眼睛，

只见窑工们带着厚厚的手套，将装有瓷器的“匣钵”，一个个抱
了出来，放在案子上，此时，精美的瓷器，像蒙着盖头的“新
娘”，人们期待那令人惊艳的一刻。“匣钵”被打开了，当饱满大
气的梅瓶、线条流畅的花尊，还有那如晶莹露珠的玉壶春瓶等
瓷器，呈现在人们面前时，那气度让人惊讶地喘不过气来。我
走近了这些瓷器，细细地观察，上面的图案令人眼花缭乱，有
的像雨后天边的彩虹，喧嚣中迸发出万道霞光；有的宛如万里
晴空，宁静中漂浮着几缕白云。瓷器上红、紫、蓝、白交相掩
映，给人一种大自然瞬息万变的感受。面对着令人惊叹瓷器，
许多诗句和颜色的描绘都是“苍白无力”的，难怪有人说：“画
家嫌笔拙丹青难绘，诗人怨词穷锦句失色。”钧瓷，令人惊叹的
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变化；它创造出了“窑变无
双，钧瓷无对”的奇迹。钧瓷出窑后这种独特的变化艺术，对
于尚不懂化学知识的古人，只能称之为“窑变”。这两个字，成
了钧瓷的代名词，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如国画中的
大写意，亦真亦幻，意境无穷。想起那句描绘钧瓷的古诗：“白
胎烧就彩虹来，无色成窑画作开……”

朋友对我说：窑炉里每年都能烧出许多钧瓷，但是精品却
是寥寥无几，正应了那句话：十窑九不成。这才有了“家有万
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珍贵。为了保证存世钧瓷的品质，对于那
些残次品，窑工们会毫不犹豫将它打碎，这是多少年流传下来
的行规。若干年前，人们曾在禹州的宋钧瓷官窑遗址中，发现
埋在地下大量精美的碎瓷片。据说，那时朝廷严令，不准带有
瑕疵的瓷器流入民间，证明了当年官窑生产森严的制度。如
今，厂家为了保护钧瓷声誉，对于出售的产品，需经严格的检
测。有的精品，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也有的则摆放在博物
馆里，供人观赏。

我随着朋友来到博物馆，这里陈列着多年来神垕钧瓷的精
品之作，让人大开眼界。走进一尘不染的展厅，看到玻璃橱窗
里摆放的精美绝伦的瓷器，让人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心也随之
静了下来，沉浸在宋瓷营造的氛围中。我在想：宋词与宋瓷，皆
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瑰宝，如果说，宋词是在用文字
向我们描述山水的美和内心情感的话，而宋瓷，则用优美的线
条和多姿的色彩，来表达对大自然及生命独特的感受。朋友给
我讲了个故事：北宋年间，有一天，宋徽宗在梦中见到雨后空中
呈现出一片“天青”色，醒来后激动不已，他吟诵出这样的诗句：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他下令让工匠们烧制梦

中“天青”色的瓷器，这道圣旨不知难倒了多少
工匠，最终还是汝州的窑工们先烧出来了。不
过，据记载，这句诗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说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是继承了前朝的釉色技
法，才烧出了平淡天真、意境幽深的瓷器来。

朋友指着橱窗里的一件瓷器对我说：这就
是钧窑里烧出来的“天青”色，钧瓷的特殊烧制

技法，不仅能出现红、紫、蓝，也能呈现出天青、月白等颜色。我
注视着眼前这天青色的“荷花纹洗”，它做工精细，线条流畅，体
现出宋瓷内敛、含蓄、温厚的气韵。这件作品犹如一朵盛开的荷
花，纯洁、正直、高贵，深具自然清淡之韵，与自然融为一体，深化
了天人合一的宋人审美情趣。细细观察，居然看到了自然形成，
极富神韵的“开片”纹路，也仿佛听到了那轻灵悦耳的开片之声，
再现了“景有限，而意无尽”的韵味……离开博物馆时，我感到意
犹未尽，朋友说，咱们到旁边的神垕古街去转一转。

这是一条悠悠岁月穿过的古街，历史老人给小镇留下了许多
古迹。街两侧错落有致的店铺里摆满了钧瓷制品，虽然大多出自
民窑，但也不乏精美之作。老板热情地向我介绍，脸上透着淳朴
和自信，我的思绪依然沉浸在对钧瓷的回味中。朋友告诉我：神
垕古镇是被大火“烧”出来的名气，这老街小镇家家户户都经历了
柴、煤、气和电烧的技艺裂变过程，才有了今日的繁华。我在想：
历史的沉淀和工匠们不懈的努力，温润了古老的街巷，也注入了
巨大的能量，让这古老的小镇如同那神奇的钧瓷——当年入窑
一色，如今出窑万彩……

杏花儿刚落，榆树尚未长叶，榆钱就串
满了枝头。中间没几天的工夫。

独山子多榆树。在北方，这是种常见
的树木。不仅耐寒、耐旱，而且耐瘠薄。

榆树不择地，哪怕土地多么贫瘠，环境
多么恶劣，随处都可见其身影。不仅在乡
间的房前屋后、田野溪畔、坡跟路边、沟沟
坎坎处生长，在城市里，还多做行道树。在
克拉玛依小拐136团场部附近，现仍有上百
年前设置沙湾县时所植老白榆。这些老榆
树棵棵古老苍劲，虬曲横斜，一如饱经沧桑
的西北汉子，守着生而得之的土地，根深叶
茂，拥抱蓝天。

初夏是榆树成熟的季节。榆树也很快
地生长出嫩叶，一天天催促着满树的榆钱由
绿变黄，由黄变白，这就使得榆钱停留在树
上的时间只有很短的数天。“榆钱不解买青
春，随风乱点苍苔晕。”到了白得像一张薄纸
之时，“风吹榆钱落如雨”，在风中，干了的榆
钱纷纷扬扬落下，毫不凌乱，意境极美。

虽是无声飘落于地，风一吹，榆钱却哗
哗作响，在地上盘盘旋旋不肯远去。随后
聚到凹处，拢到边角，然后才会随着风流向
远方。果真是风外榆钱无意绪。

这几天独山子无上三级以上的
风，却时有小雨。榆钱全都散落树
下，我时常走过的一条数百米的人行
道上，但见一地碎钱，走在上面，有轻
微响声。听枝头鸟鸣，心情会没来由
愉悦。

这些枝头和地面上的榆钱，是榆
树的果实或种子，圆而扁，中间略

鼓。《本草纲目·木部二》说：“榆未生叶时，枝
条间先生榆荚，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
俗呼榆钱。”北周庾信在《燕歌行》中则言，
“桃花颜色好如马, 榆荚新开巧似钱”。想
必心思不同，所见有异。

捡一枚放在手心，圆圆的榆钱已经成了
翅果，用指甲轻轻地剥开，饱满的种子宛若
母腹中的胎儿，一意在静候着待产的时日。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
一诗极有趣：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
门口。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
否。诗人在春光初临的凉州城中，对卖酒
老人的诙谐戏问，千年已往，仍使盛唐时代
人们乐观、开阔的胸襟宛若目底。

我喜欢榆树，葱绿秀美之外，榆钱还曾是
我童年时的美味。每到初夏，一串串榆钱压
弯了枝头，嫩绿的榆叶迎风初绽。有时我和
小弟会去摘榆钱。我来到榆树下，双手抱定
树干，脚下用力很快就攀到树上，然后选根最
粗的树杈坐稳，选榆钱密实的枝条折下，抛给
树下的小弟。这时的榆钱心是甜的。

多年前，一位女同事带来她母亲做的
炒榆钱蒸菜，一盘松散，菜里加了葱花，用
油煎炒过，色香味俱佳，真是香酥解馋。但

想起“一箸真成食万钱”，不觉心中大乐。
前几天通电话，正逢母亲节，说起这事，电
话那头的声音哽咽了，算起来，她母亲过世
已五年了。

各地吃法不同，榆钱老了亦可食。有一
祖籍河北的同学说，小时回老家，大姨曾把
落地的干榆钱扫回家，搓去皮，炒榆子给他
们吃。听着，虽觉费事，但口中不觉生津。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流行女歌手程
琳，创作过一首民谣歌曲，以表达对童年时
期榆钱的怀念：“东家妞，西家娃，采回了榆
钱过家家，一串串，一把把，童年时我也采
过它，那回采回榆钱不是玩耍，妈妈要做
饭，要我去采它，榆钱饭，榆钱饭，尝一口永
远不忘它……”充分体现了五六十年代的
人们对榆钱的情感。

今天傍晚，独山子突来急雨，一个多时
辰始停。路边水流成渠，榆钱密密浮于水
上，不知道会漂到哪里，也不知将会有多少
能够生长成榆树。漂浮着榆钱的水流，是
流动的生命。

韩愈说：“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
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
飞。”然而，榆钱都有自己的梦，沉淀自己就
是最好的升华，也许它的梦就是快快把自
己埋进泥土，以期早日破土发芽，抽条散
枝，成长为一棵参
天大树。

这也是我的希
望，这世界必须由
充满了希望的绿色
做背景。

吴组缃（1908—1994），现代作家，出版《西柳
集》《饭余集》《宿草集》《拾荒集》等作品；执教于北
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研
究，有《说稗集》，其红学代表作为《论贾宝玉的典
型形象》。198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吴组缃
先生众望所归，被选为首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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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疼得阿衣以布直想躲
闪，可老师的另一只手压在后脑
勺上，姑娘不由得叫了一声。

痛？陆建芬松开手，笑呵呵
地看着她。

嗯。阿衣以布点点头，眼泪
差点滚出眼眶。

老师刚才下手重了，现在少用点
力。再次动手前，陆建芬说：阿衣这么
漂亮，把脸洗干净就更漂亮了。冬天
的雪地多好看呀，好看是因为干净，粪
蛋蛋落到雪地上，可就不好看了。

老师分明收敛了力量，可阿衣以布
还是觉着疼。但是，想想白皑皑的雪和
臭烘烘的牛粪，她忍住了，没有晃动脑
袋，也没有再叫出声。洗完脸，陆建芬
将一面镶了绿色塑料边框的镜子塞到她
手中，看看我们的小仙女，比书上图片还
好看。镜子里的脸干净得像下了一夜的
雪地，漂亮得像刚刚泛红的覆盆子。阿
衣以布咧嘴笑了，镜子里的人也跟着笑。

笑着笑着，阿衣以布突然又哎哟一
声。原来，陆建芬找来一把梳子，正给
她梳头呢。头发很久没梳过，也很久没
洗过了，条条绺绺黏在一起，梳子行进
艰难，扯得头皮生疼。不比哎哟迟半
秒，陆建芬手上一个哆嗦，身上也一个
哆嗦。引起哆嗦的不是阿衣的哎哟，而
是出其不意撒在她眼睛里的一撮“面
粉”！面粉打引号，说明它并不是真的
面粉，只是像面粉般白得晃眼。“面粉”
也不是真的撒进了她的眼睛，实际上，

那是一堆蛋，虱子下在阿衣以布发丝根
部的细细密密白生生的蛋！

放学后，陆建芬灌了阿衣以布一台
酒。这台酒不是灌在阿衣口中，而是灌在
头上。灌过酒，陆建芬又拿一个塑料袋将
她的头蒙了起来，足足30分钟。阿衣以布
是真的昏了头了，她不明白为什么大人都
说小孩不能喝酒，老师非要让她喝，而且
不是用嘴。她的疑问把陆建芬逗笑了：这
酒不是给你喝的，是给虱子喝的。虱子藏
在头发里，就像野兔躲在森林里。酒喝多
了它们就醉倒了，这时候才能斩草除根。
把头洗净，阿衣以布感觉脖子上比原来轻
了十多斤，梳子再在头顶行走时也不觉得
痛了。不仅不痛，她还觉出了舒服和留
恋，像春风拂过树梢，像明月穿过白云。

阿衣以布也有担心，她问老师，同学
们知道了，会不会嫌弃她。她说的“嫌
弃”是嫉妒的意思，陆建芬心里清楚，而
她的回答，阿衣以布也听得明白：除了
你，班上还有十一个仙女，老师会给每个
仙女洗头梳头。你不累吗？阿衣心疼起
了老师。孩子的懂事让陆建芬心里一
热：你回去就给妈妈说，每周要给阿衣洗
头，每天要给阿衣梳头，经常要给阿衣洗
澡，这是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42 给小仙女洗脸梳头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
（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
重，号东塘，别号岸塘，自署云亭
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
代孙。青年时考取秀才，以捐纳
为国子监生。康熙皇帝至曲阜祭
孔，听其讲经后十分赞赏，授国子监博
士，任官户部主事、员外郎。所作名剧
《桃花扇》上演后，获得很大成功，但却
引起政府的不满，被免官，归故里。

名剧《桃花扇》以著名文人侯方域
和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引线，
描写了南明弘光朝廷覆亡的历史悲剧，
以抒发“兴亡之感”。作者赞美了李香
君为忠贞爱情而“碎首淋漓”、血染桃花
扇的气节，尖锐抨击了弘光朝昏王当
朝、权奸秉政的腐败政治，是一部具有
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的优秀作品。

孔尚任喜欢饮茶，写过很多首茶
诗，如《试新茶同人分赋》：“精称品具
扫闲寮，茗战苏黄俱赴招。槐火石泉
新历历，松风桂雨韵潇潇。未投兰蕊
香先发，才洗瓷罂渴已消。谁寄一枪
来最早？贡纲犹自滞春潮。”
《桃花扇》中女主人公李香君的故居，

现为南京秦淮河畔一处著名的旅游景
点。在小巧雅致的媚香楼里，
辟有茶文化展室，介绍中国唐
代的煮茶，宋代的点茶、斗茶，
明代的泡茶等不同的特点。在
这里，人们以茶会友，品茶论
画，品茶吟诗，品茶赏花，品茶

听曲，在了解中国茶礼、茶道、茶艺和茶学知
识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到历代琳琅满目的茶
壶、茶盏、茶盘、茶碗、茶杯等茶具。这也可
看作孔尚任与茶具有缘的一种历史延续吧。

在清代，不仅蒲松龄、孔尚任、吴敬
梓、曹雪芹等著名作家与茶具有缘，而且
“康乾盛世”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
乾隆也都喜欢茶具，都特意定制过茶壶。
乾隆皇帝尤爱茶具，专门精心设计、定制
过大量茶具，并且在茶具设计上彰显个人
风格，这在历代帝王中当数空前绝后。

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
在位60年（1736—1795），退位后又当了三
年太上皇。乾隆帝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
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
纳，平定叛乱，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
功。他向慕风雅，墨迹留于大江南北。他
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中的历
代书画名品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
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堪称中国古代思想

文化遗产的总汇。但是历史学
家们认为乾隆帝太过奢靡，并重
用贪官和珅，晚年社会矛盾激化，
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落。

乾隆雅爱香茗，喜欢品饮，几乎
尝尽天下名茶，留下许多茶事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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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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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问题解决了，人们又专
注于搬家了。于世林的老宅子是
楼村最古老的，他站在堂屋环顾四
周，心想，这个屋子只有他住的时间
最长，总感觉好像屋里还有啥重要
的牵挂。这时，小虎在西屋叫了起
来，这儿有个布包。双庆接过来，把包
袱送到于世林手上。于世林望着手里
的红布包，掂了掂，脸上现出严肃的表
情。大家觉得有些蹊跷，仿佛有一个巨
大的秘密在那个包袱里。沉了一会儿，
于世林叹口气说，你们先收拾东西，我
再想想，兴许会想起啥。双庆说，打开
看看不就明白了吗？干啥费这事儿？

于世林断然说，我说让你们回屋
就回屋，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大家不敢再吱声，纷纷离开。于世
林心想，如果包袱里是哪位先人不能公
开的秘密，那么就不能让孩子们知道；
如果是祖传的宝贝，他有权决定怎么处
置。他深吸一口气，解开捆着小包袱的
锦绳，揭开红布，里面是一层防尘的油
纸；打开油纸，里面是一层黄色的绸子；
拨开黄绸，里面竟然是一本书！

这是一本看上去经历了多年风雨的
线装书。连红色缎子的封面都已经呈现
出浓浓的棕黄色，黄色的印记丝丝缕缕，
仿佛飘浮在书上的云，缥缥缈缈。于世
林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一本书，一本看上
去如此古老而散发着霉味儿的书。他又
抖了抖小包袱，想发现一些其他的东
西。但是没有，除了书，啥都没有。于世

林很奇怪，翻开书，想看看书里面到底是
啥。书的扉页上有一幅画，上面也有
字，有形状奇怪的圈和各种形状的仿佛
阿Q画出的一块一块说圆不圆的圈圈，
还有一些曲线，从这个圈引到那个圈，
看上去很乱。再翻一页，密密麻麻写满
了毛笔字，内容主要是战场经历、诗词、
描述和阵地地形图，他越翻越快，可是
一直翻到最后一页，却别无他物。

于世林把大家叫过来说，这本书肯
定是咱们祖上将军留下的，这也应该算
是宝贝啦。人们纷纷点头。于世林又
说，这本书还是由我保管，以后我不在了
就由双庆负责保管，记住了，宝贝是要传
下去的，坚决不能卖。双庆点头。

打发人们离开后，于世林继续在屋子
里转，他还有一份儿心思，那就是当年没
扔掉的“鱼吃狸”，不能丢在这里，万一让
外人发现，就不好了。他到院外看看，没
有人，就回到屋里，把柜子底下那个发黑
了的布包拿出来，掸掉灰土，揣进怀里。

来到新楼区楼上，于世林琢磨“鱼吃
狸”是迷信的东西，不能跟将军遗物放在
一块儿。扔掉又觉得以后还有用处，可
又没好地方存放，只好委屈一下将军遗
物，和这个“鱼吃狸”一起栖身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