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题依然是新疆土茶，今天谈的是伊犁酸杆
子茶。

茶圣陆羽《茶经》有云：“茶者，南方之嘉木
也。”这也从根源上说明了，远古时代的茶，并非
由单纯的茶树之叶所制，而是由各种适口的植物
叶制成的。今日各种名茶，更是从多种植物中，
经过了长期的筛选。在我国许多地区，还保留有
饮用非茶之茶的习俗。这种非茶之茶又称“粗
茶”，新疆人则称之为土茶，来源多是日常生活中
的食物和植物，人们利用它的自然属性，饮茶的
同时也达到了防病治
病的目的。

说到榆叶茶时，曾
提及伊犁人喜欢喝
茶。旧时真茶断供时，
伊犁人就会进山采摘
植物叶自制土茶。那
么，伊犁人究竟对茶喜
欢到了什么地步呢？1963年至1978年在伊犁生
活，并与伊犁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著名作家王
蒙，在回忆录中对此有过一段描述，他说，伊犁的
妇女们一边喝着茶，一边拉着家常，通常说一下
午话就会喝上一下午茶，最后还会把茶叶放在嘴
里嚼，直到该回家做饭了才散去。

伊犁有茎杆可食的野生植物叫酸杆子，味酸
略甜，可制茶。

为此专门询问一位伊犁的战友。他在伊宁
市开了间茶室，以普洱茶系列为主。另有战友曾
去过，发微信告诉我，室雅何须大，但很
有品位。而开茶室的战友却回复我，没
听说也未见过酸杆子茶。

这一时却给酸杆子茶笼罩了一层
神秘感。

那么，酸杆子是一种什么植物呢？《伊

犁风物》一书中的说法是天山大黄的嫩茎。这种肉质
草本植物，在昭苏县山区生长较多，味道酸，甘甜，汁
多。食用其杆，可治胃病。不独当地哈萨克族经常爱
吃，许多在伊犁昭苏生活过的人在回忆曾经的岁月
时，几乎都提及酸杆子。人们这样描述，叶片较大，植
株高达两米多，顶上复总状花序，开着的是红色的小
花，活像高粱米。吃的时候，把顶部较嫩的杆子掰下，
剥皮生吃，味道酸甜，略带点松节油气味，极为可口。

突然想起，那年去那拉提草原，在牧民的毡
房里，主人家的小男孩采摘了几根，我是吃过这

酸杆子的。这一刻，
不由口中生津。

云南也有一种酸柑
子，味道微酸涩，四季皆
可采摘。食用时，去外
皮即可。此物可全株入
药，性寒，有清热降血、
治疗感冒、腹泻、骨折的

功效，将其根部晒干磨粉，可治疗烫伤。可这种又称
太阳草的酸杆子，是一种两栖性水生植物，只是与新
疆的酸杆子有一相同的直观叫法而已。

欧洲人也食用大黄这种酸杆子。原本是想培养
药用的，却培养出了一种蔬菜，具有独特的风味，适
于制作多种馅饼和餐后甜点。富含维生素C和食用
纤维，还含有极丰富的钙。据说煮熟后，一杯就有
348毫克钙，比同等牛奶的含量还多，不能忍受乳糖
的人，宜以之为补钙的替代品。

伊犁酸杆子茶如何制作呢？只知其名，所见介
绍的文字极短，叶子能泡茶，还可以熏制
高级茶叶。以此可以判断，伊犁酸杆子
茶的制作方法与一些花茶相似。想必这
种茶，既可口，又富含清热降血、补钙健
体，还可治疗感冒、腹泻、骨折、烫伤功效
的多种营养。

孟宪维者，可将其花甲人生做三段论：
一曰年甫二十即得大名，获全国群众书法大
赛一等奖；二曰此后一路扬旌而进，入选全
国第二、三、四、六届书法家作品展，并有全
国书协会员、天津书协理事、天津市青年书
协主席等头衔，成为一颗众人瞩目的青年书
法新星；三曰五十岁之后忽然敛声隐迹，十
年后的花甲之年以《孟宪维书画集》奉与世
人。读之再三，观其书画，得八字以为快言：
静净藏器，本立道生。

书画家也是俗人，初入书坛画坛如小本
经营的生意人，皆欲得暴利而大富也，故此
时是财富积累期，处心积虑经营，兢兢业业

做事，世间谁人不如此，遑论俗雅。然而书
法必先立本，本立方能生道，许慎《说文解
字·序》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
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
而道生。’”正本得清源，于书家至关重要也。
有人说书法当今已成为一种技术性的“艺
术”，即使这样，其依然有“本”，其本源、其根
本离不开汉字自身的识读书写。没有这个基
本条件，前人留下来的文字不能“垂后”，我们
今人也不能“识古”。当我们把书法看成单纯
的线条艺术、结构艺术、章法艺术时，毋庸置
疑，其已沦落成工匠版的技术了。

孟宪维生于上世纪50年代，是书坛的幸
运儿。少年时津门大书法家穆子荆先生为
之书法开蒙，1975年由崔锦老师介绍拜王学
仲先生为师。这两位老师都强调读书，都强
调书法的“立本”，王学仲更强调书法的“求
本正源”。此时孟宪维已开始着手颜字的临
习，并以颜真卿的《李玄靖碑》作为主攻。
1976年由冯星伯先生介绍，其又拜华世奎的
弟子耿仲敭先生为师，从此对颜体有了更直
观的体悟。在王学仲的指导下，在对华世奎
颜体的深入实践中，结合“二王”的探讨，完
成了《华体书法管窥》（发表于《中国书法》
1989年第二期）和《论王书与颜书的不同》
（发表于《书法艺术》1987年第五期）等论文。

从那时起，孟宪维开始了对“二王”书法
的实践。他找到宋拓《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
序》，在王学仲先生授意下从双钩、填墨开
始，临写此帖竟30年不辍。

本立道生，经过几十年的淘洗，孟宪维
的颜体大字小楷已然蜕去华、耿的颜书特
点，清秀之形而蕴厚拙，凝重气韵不减灵
动。孟宪维说，欲得颜字神髓，必有篆籀古

雅内涵，缺失篆籀气息之颜体笨而失之拙，
呆而得之滞。纵观当下孟宪维之“颜”字，在
天津众家的颜体中有一席自家之地，堪为当
今颜体传承践行一大家也。

颜体本是一条通衢大道，二王是书家
必登的高峰，孟宪维终于又发现了离自己
年代最近的两大书家，即王铎、傅山。对于
明末清初的这两位书家，他以为是“二王”
书系的一个延伸，让人看到中国汉字书法
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还有很大的空间让后
人继续登攀。

本想沿着这条书法之路正常走下去，然
而孟宪维50岁的时候老母亲因病卧床了，开
启了他长达十几年的寻医问药、端饭送水、
清洁屎尿的日夜辛苦。为此，他在53岁时申
请提前退休。什么叫夜以继日，什么叫焚膏
继晷，在这几千个日日夜夜中他得到书法之
外更大的禅悟。

孟宪维说，以前总想静心，但只是一种
表象，内心与外象总像有一个看不到的链接
摆脱不掉。当他全部身心沉浸在病榻前，疲
惫继之以烦躁，焦虑伴之以无助。在这段反
反复复的情绪颠簸中，他逐渐地平复下来。
似乎来到了一个太古世界，一个“山中无历
日”的世界，一个唯有自身自心的世界，心蓦
然安静下来，由此想到“一动不如一静”的深
刻却浅显的故事。

南宋孝宗皇帝一日到天竺和灵隐礼佛，
经过飞来峰，其问陪同的和尚僧辉：“既是飞
来，如何不飞去？”对曰：“一动不如一静。”
《礼记·大学》有云：“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梵家亦有“因
定发慧”之说。在这般的静心澄虑下，孟宪
维再观再临《圣教序》，再读再看王铎、傅山，

别有一种气象扑面而来了。正像傅山写的一副
对联：“性定会心自远，身闲乐事偏多”。

在这十年中，孟宪维远离了书法界的一切
活动，在各种活动中看不到他的身影，许多人以
为他忙于俗事不写了，曾经大有希望的“书法新
星”“泯然众人矣”。殊不知，这一时期他在母亲
的病榻一侧完成着他的书法“三级跳”：一是“孟
氏颜书”的定型，二是“王铎草书”入堂奥得己
法，三是以书之静写出画之静。

草书是书法的象牙之塔，草书正像汉字艺
术的森严法度，是造在高处的象牙之塔，而非随
意抛向天空的博士帽，“高”只是瞬间。唐人张
怀瓘《论书》说“（草书）不得放中之矩，不得变中
之雅”，只有不失法度的奔放变化，才不失其
雅。孟宪维草书在王铎、傅山窠臼中完成着“己
巢”的修筑。

传统思想有“君子藏器”之论，“君子藏器于
身，待时而动”，书法中的“藏器”，是内涵内敛，
所谓贵藏不贵露也。王铎草书的含蓄、取势元
浑的特质被孟宪维发掘。傅山特别强调做人，
他说“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从王、傅二家
中体悟生命、践行作草，所以孟宪维的草书里面
有此双贤的不凡气息。

孟宪维在颜字上、在魏碑上、在篆隶上游
走。那时他经常去王学仲先生家中聆教，王学
仲还经常写信予以书法上的指导，他鼓励孟宪
维学颜真卿也可以学华世奎。他说社会上有人
批评华字有馆阁气，他反诘道：“试看现在的颜
家还没有超过他的呢。”让自己的学生可以参考
练华字，“吸取其精神，法为我用”。

在绘画上王学仲也曾给予指导。孟宪维感
慨地说，服侍老母亲是个辛苦活儿，可我感觉心
越来越净，净得无纤尘，静得很清寂。他的画恰
恰是一个“净静”心的投影。

人们常说板凳坐得十年冷，孟宪维病榻侍
母十年晖，这反而成就了他书画。学养的精进
首先要有做人的静心与净心，这是书法之本，
这也是艺术的重器，艺术家不可不知也。写以
上文字，向伟大的孝字致敬，向博大精深的汉
字致敬。
（《孟宪维书画集》已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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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1908—1986），词学家，
著有《词林新话》等。红学方面，他在
牛津大学讲学期间写成的《红楼梦探
源》（原文为英文版）系其代表作。吴
世昌对早期带有脂砚斋批语的甲戌、
庚辰钞本《石头记》进行系统、深入的
研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辛苦遭逢起海隣，

能凭道器论脂芹。

泰西之学融中土，

不肯人云我亦云。

许军杰 绘 赵建忠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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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净藏器 本立道生
——《孟宪维书画集》序

姜维群

书法 孟宪维

去附近旅行
朱晓剑

春节之前，冯德英老师远去了，享年
86岁。之所以称冯德英为老师而不是
先生，是因为我知道冯老不喜欢人家称
呼他先生，而是喜欢以同志称呼彼此。

我手边的《苦菜花》主要有这样几种
版本：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和国60
年文学经典”中的精装版（2010年）；春
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三花”系
列之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三
版，收入该社40年优秀长篇小说选。人
文社的精装本是统一格式，红底硬“布”
封面，烫黑书名，庄重沉稳，符合珍藏版
的特点。春风文艺社的封面是新绘的，
画面上是年轻的母亲和依偎在怀里的女
孩（“三花”系列的封面风格统一）。解放
军社的封面是最典型的“苦菜花”，封面
设计出自陆震伟，在这些各种版本的《苦
菜花》中，也是我最喜欢的封面。另外，
还有两册一套的连环画《苦菜花》，人美
社2005年版（此套连环画出自高燕之
手，初版是1960年天津人美社，当初是
60开，现在新版是48开）。在这几种版
本的《苦菜花》之外，我还有一种《苦菜
花》版本，这就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六
卷本《冯德英文集》。在六卷本冯德英的
文集中，“三花”占了三卷，毋庸置疑，冯
德英的作品中，“三花”是主体，而《苦菜
花》又是“三花”中的典型。

冯德英属于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创作出红色经典作品的
一代作家，《苦菜花》与《红岩》《红旗谱》《红日》及《青春之歌》等
作品一样，在今天都已经列入了红色经典作品之列。1935年12
月出生于胶东半岛的一个贫农家庭，6岁入解放区抗战小学，9
岁当儿童团长，不满14岁参军。新中国成立后，从报务员，到电
台台长，身为一名空军的年轻军官，1958年1月，不满23岁的冯
德英出版了长篇小说《苦菜花》，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
名作，更是他的代表作。尽管后来他又创作了《迎春花》和上下
两卷八十多万字的《山菊花》，但其影响都不能和最初的《苦菜
花》相比。

关于《苦菜花》和后来的《迎春花》《山菊花》，冯德英有一篇《写
在新版“三花”前面》，在这篇回忆文章里，他写了自己当年从19岁
开始写《苦菜花》到此书出版的过程，以及后来自己的命运。从上
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三花”的出版过程和作家自身的遭遇反
映出时代加之于个人的命运。冯德英说：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
物，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才是时代脚步的
记录，才具有时代精神，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
品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他认为自己创作时
的那份感情是真挚的，“是用炽热的心，去爱去恨，那些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人”。
“文学的使命是歌颂美，创造美。”这样的信念也是属于冯德英

自己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旦连心
灵上那片美好的圣地都抹去，那我们又以什么为支柱去支撑起生
活的意义呢？”冯德英是真实的，始终信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和理
想追求。一个作家能坚持自己的态度，不惧怕做一个不识时务的
“落伍者”，这是需要内心世界的坚守的。

在《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里收录了一篇他的答问，这就是《我
喜欢读的几部书》，其所列的书目是：《鲁迅全集》《高尔基全集》《茅
盾文集》《人间喜剧》《复活》《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和《毛泽东选
集》。面对这个书目，一个真实的冯德英凸显出来，他不隐瞒自己，
也不修饰自己，更不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掩饰和装扮自己，他
坚持的是真实的自己。

对于冯德英同时代的作家来说，许多人到了晚年编自己的文
集是需要删掉许多当年的太与时代结合的作品，因为在当时的适
合主流的作品，时过境迁，今天，许多人对自己许多的旧作，是唯恐
再次流布开来的。冯德英在年过七旬后还能把自己的作品几乎都
收录在这六卷文集中，说明他的真诚和真挚。
《苦菜花》1958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是该社自

己编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
部小说已经归入新中国红色经典之列。有一部小说能够流传半个
多世纪，随着岁月的淘洗，还能不断再版，为两代甚至三代读者所
阅读，对一位作家来说是幸福的。

棉花糖喜欢到处游逛，去过
的地方很多。我倒是不大爱旅
行，总觉得热门一点的地方，游人
太多，也只是走马观花而已。
“你不出去走走，就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棉花糖说。
我相信这种说辞。因为我另一

个朋友是旅行达人，一年到头都在
路上，以至于我们见面最多的地方
是在微信朋友圈。但这样的旅行，意
义何在？对此我很是感到迷惑。

直到有一天，在家里无所事事
时，我说起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些景
点，比如张大千故居、园林博物馆、名
人旧居遗址。她很好奇：“我们家附
近还有这样的地方？”

当然有这样的地方。因为没事
我就在这附近闲逛，遇到老人家就会

摆一摆龙门阵，自然发现这些个秘密。
只是多数时候，我们喜欢去远方寻找诗
意，却忽略掉了身边的风景。

趁着周末，我带棉花糖去附近旅
行。我告诉她这里有怎样的故事，那里
又有怎样的传说，比如雍家渡与音乐家、
诗人叶伯和的关系，在这附近现在还居
住着哪些文化名人。棉花糖睁大了眼
睛：“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哈哈一
笑：“文化人总会留下活动轨迹。通过这
些蛛丝马迹就能够发现了。”

去附近旅行，带上发现的视角，也就
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亮色。

“土医生”手艺高还不收钱，
消息传开，被病找了麻烦的村民
想找他们，又不好意思找他们麻
烦。李桂林说，我们嘴还伸在你
们碗边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
的！陆建芬的话则更像一味药，
才进耳朵，生病的人感觉已经好得差
不多：又不是外人，客什么气。感冒
清、泻痢停、黄连素、解热止痛片……
这些药说不上贵，但家贫底子薄，天长
日子久，这笔支出仍不可细算。

超凡脱俗是境界高处的朴素，清
心寡欲是人性低处的高贵。一个人再
超凡脱俗，再清心寡欲，长了一副肉
身，就不可能断绝得了人间烟火，做得
到无欲无求。道理复杂得不得了，又
简单到一句话可以说透：人可以不慕
富贵，却不能不着衣履。李桂林到二
坪教书，以及后来把妻子也动员上山，
把儿子也拖带上山，要说是冲着升官
发财来，那是冤枉他了。这里太穷了，
没文化是最表层，也是最根本。帮他
们一把，拉他们一把，让他们别在贫穷
的泥淖里陷进绝望，他真是这么想
的。要说这就是李桂林百分之百的想
法，连百分之一的利己主义都没有，那
是美化他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没有一个民办教师不是做梦
都想着转正。转正的好处傻子都知
道，名声好听在其次，同样的工作，待
遇高出七八倍。梦想成真的人也是有
的，政府每年都会给一些指标，虽然中

奖的几率比买彩票低，但为数不少的民办
老师们由此有了念想，政府也由此稳定了
军心。虽然“公”“民”两个字常常亲兄弟
般站在一起，觉出了“公”和“民”的不一样
来，对自己的身份，他心里有了芥蒂。民
办老师像单位聘用人员，代课老师则比
民办教师还要“软”一些——同是编外，
后者打零工，前者相对稳定。最大区别
则是前者可以参加转正考试，后者连考
室的门槛都很难迈得进去。这一想他心
里就生出了悔意，当初在马托还是代课
民师，这下好了，海拔高了一长截，身份跌
了一小截。这一小截其实意味深长——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否则他一辈子没
有机会转正。他当然是想转正的，想得
不得了。这也好理解，转正了就不再低
人一头，也算是出人头地，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穷则独善其身，要是身份变了，
收入增加，遇上老弱病残时搭一把手，有
心无力的局面就可以由此得以改变。

中心校有个王教师，出了名的刀子嘴
豆腐心。李桂林喜欢他的耿介，他欣赏李
桂林的率真，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朋
友。1993年的一天，李桂林去中心校办
事，王老师把他拉到一边，代课老师看样
子没出路了，你最好别睁着眼睛走黑路。

49 心里生出了悔意

当代“大历史”写作的代表人
物黄摩崖首倡“头颅史观”，认为先
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宝藏，先
秦的精神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
理应重返先秦去寻找中国文明的
核心价值。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甲骨文、
青铜器、诸子百家、《诗经》《楚辞》等自
不待言，这个时期的货币也是极为丰富
多彩、璀璨绚丽，同样值得大书特书。

海贝，曾经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货
币。海贝坚固耐用，顶部磨通后用绳索穿
系起来便于携带转让，体积适中又分离可
数，有天生的自然单位，这些都符合货币
的基本特点。《尚书·盘庚中》孔颖达疏：
“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
用钱然。”贝币多在商周时期的墓葬中时
有出土。商代的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也
有“锡贝”“赏贝”等字样。贝币以“朋”为
计算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

后因贝产于海，贝币不便流通，就
用仿制品来代替，遂有蚌贝、玉贝、骨
贝、石贝、陶贝等，进而出现铜贝，标志
着中国货币向金属形态的过渡。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商品交换频繁，更为坚固耐磨、适
于携带储存、质地均匀并可
任意分割或熔铸的金属铸
币，逐步代替了贝币和各种实
物货币，得到广泛使用。诸侯
割据和各地经济、文化、环境
的差异，产生了多种各自具有

相对固定流通区域的货币形态，主要有
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它们被称为
先秦四大货币体系，而且各体系都有清
晰的发展脉络。大部分的布币和刀币，
币身极薄，刀币的浇口在首端。刀、布的
浇口及边缘常有浇铸时挤出范围外的多
铜，因未加磨琢而呈现自然状态。

布币，主要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源
于锄草的农具镈，形状像铲。“布”是“镈”
的同音假借字，在古代通用。春秋以后渐
渐成为专用通货。早期的布币有装柄的
銎，即空首，所以称为空首布。形制接近
于实用工具，流行于春秋时期，最晚至战
国早期消失。空首布在战国时逐渐演变
为布首扁平、无法装柄的平首布，又叫实
首布。平首布是布币中的先进形制，流行
于整个战国时期。布币除了可以分成空
首、平首两大类型外，每类中根据首、肩、
足部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很多类型。

刀币，起源于东方的齐国，后来逐渐
遍及燕、赵等地。刀币又称刀
化，由手工工具刀削演变而来，
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
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
主要依据，可分为针首刀、尖首
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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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宝明从二爷家出来，心想，应
该去看看于世林老爷子是啥状
态，于世林却没在家。宝明赶到
老楼村时，一辆挖掘机高高举起
闪着白光的铲斗，上面挂着鞭炮
噼噼啪啪响过。突然，于世林踉
跄着跑了过去，跪在地上。李家喜也
来了，老街道上远远近近跪了上百口
子男男女女，他的眼睛湿润了。此刻，
推土机、挖掘机、铲平机一起轰鸣起
来，一处处房屋倒下了。那些斑驳的
老墙瞬间就碎成一堆灰土。人们嘴巴
微张，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
的一幕幕，不知是时间瞬间静止，还是
被老房子倒下的巨响惊呆了，又或者
是想到了其他别的东西。承载着祖祖
辈辈的痕迹和气息的老房子此时此刻
化作乌有，人们心里空落落的。

于世林突然想起了啥，急速地奔
到自己家老屋前，见挖掘机正朝老宅
子开来，他挥着手把车拦住，高声喊，
先别拆，我家房子上有宝贝。于世林
把司机叫过来，指着黑漆大门说，我家
这座老宅子是楼村唯一的一处百年老
宅，有三百多年了。你看，大门上这双
钩雕刻对联：山河新气象，诗礼旧家
声。还有四个砖雕：渔、樵、耕、读。我
跟你说啊，渔就是打鱼，樵就是砍柴，
耕就是种地，读就是读书，是老祖宗们
说的农耕四业。你看我们家这门楣、
戗檐和墀头上的砖雕，那叫“和合二
仙”。你看这个，上面的文字是福禄

寿，图案是一位仙翁骑在梅花鹿上，手捧
仙桃，前有白猿献寿，后有仆人替寿星拿
着葫芦仙杖。寿星寓意长寿，“福禄”取梅
花鹿、葫芦的谐音寓意幸福，仕途远大。
你再看大门两侧戗檐砖上雕刻的“鹤鹿同
春”，墀头上的花篮牡丹，牡丹代表富贵，
花篮下还坠着流苏。这些东西毁了可惜
啊，你们等等，我去喊人，把这些砖雕都挖
下来，这是我家老祖宗留下来的。司机
听得很入神，也觉得这些砖雕毁坏了可
惜，就说，还真是很珍贵的，你家老宅子年
代不少了吧，是不是还会挖出金元宝啊？

于世林哈哈大笑，金元宝没见过，就
是看着老祖宗留下的这些砖雕很金贵。
于世林又是呵呵一笑，见双庆来了，嘱咐
他，挖的时候小心点儿，别磕伤了、碰碎
了，留着是最好的念想。双庆嘟囔着说，
这么多破烂往哪儿放？于世林说，放阳
台跟我睡觉的屋里。双庆咧着嘴说，您
当这是老平房啊，逮啥放啥，屋子一年到
头乱哄哄。楼房啊，就得干净利索。于
世林把眼一瞪，这是咱家的老宝贝，我舍
不得扔，等我死了，你随便扔。双庆说，真
是老脑筋，不开窍。老爷子急眼了，告诉
你，别瞎叨叨，惹急了，我还去拆老门框、
老门墩。双庆说，行行行，我不管，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