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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崇礼，下榻在崇礼小镇的一个温
泉假日酒店。翌日，去餐厅吃早餐。令我
没想到的是，这座被称为“东方达沃斯”的
小镇上的餐厅里居然有地道的民间小吃。
一种是刀削面。面案师傅当着我的面儿做
飞刀削面的表演，技术之娴熟，姿态之潇
洒，做出的刀削面味道之美，让人赞不绝
口。另一种是筱面。这我就是外行了，山
西作家兼画家王祥夫告诉我，筱面分三种，
一种是完全脱壳的，一种是半脱壳，再一种
是不脱壳的。不消说，他一定喜欢吃未脱
壳的。至于说筱面，若是加上土豆丝蒸，山
西人称“筱面丸子”，当地人叫“山药鱼儿”。它是崇
礼地区寻常百姓家都会做的主食之一。这种小吃
可蒸，可煮，可煎，可炒。但通常是以蒸为主，佐以
汤料，口味香甜，绵软如糯米年糕。到他乡吃地方
美食是我的“规定动作”，品尝之后果然余味无穷。
此外还有崇礼的白蘑。作家龙一说，天下唯崇

礼的口蘑（白蘑）色、香、味最佳。用它清炖、红烧、
做汤均可。这种白蘑的上品，在旧中国半公斤要卖
到16块大洋。为此，我一下子买了一公斤半。算一
算合多少大洋呢？
在极似瑞士“达沃斯小镇”的崇礼，品尝过地道的

刀削面和筱面丸子之后，你才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美食
的魅力。品尝过美食之后去泡温泉。这里可是“关外
第一温泉”所在地。听说这“关外第一泉”已经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孝庄皇太后因连年奔波，得了老
寒腿之后，便由她的孙儿陪同专门到这里的赤城泡温
泉。这里的泉水温度高达68摄氏度。这样高的温度
是老年人的最爱了。史籍上有这样一段记载，“是日，

太皇太后曰：‘我因身疾特甚，故往赤城（注：张家口境
内，距崇礼30分钟路程），汝若同往，恐误国事，可不
必去。’上奏曰：‘太皇太后驾幸温泉，臣若不随往侍
奉，于心何安。至国家政事，已谕内阁，著间二日驰奏
一次，不至有误。’太皇太后曰：‘既如此，可便同往。’”
看着没有，为了泡温泉连国事都不顾了。足见此温泉
魅力之大。
崇礼还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早在1926年，共产

党人就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崇礼成为平北根据地抵近伪蒙疆
联合自治首府张家口的一块前沿阵地。那里的革命
志士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慷慨赴死。那个二十九军
抗战遗址就特别值得人们凭吊、瞻仰。
然后乘车去滑雪场。我们去了在亚洲都非常

有名的一家滑雪场。这一日阳光灿烂，天蓝得像无
垠的蓝宝石。“微臣”像当年的孝庄皇太后一样，心
情也很好。人站在滑雪场的最高点上，心一下子沉
静了下来。万万没想到老汉我居然能在这里足踏

雪场，体验滑雪的乐趣。特别是看到那些
从高山上飞驰而下的滑雪者做S式回环时
溅起的层层雪雾，早已按捺不住，便纵身
一跃，踉踉跄跄滑将下去。虽然是老鹰假
作雏鹰飞，但如在天上翱翔般快乐的感受
同年轻人一样。

在雪场上，我看到了来自瑞士的一家
人，父亲和他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最小
的男孩儿不过四五岁的样子。哥哥姐姐
已经滑得很好了，而他还需由父亲牵着小
手往下滑。我一直在欣赏他们滑雪的样
子。面对不远千里带着家人到崇礼来滑

雪的外国游客，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自豪的。随后
我和这一家人合了影。我问那几个孩子，怎么样？
在这里滑雪感觉如何？他们同做手势说，OK。我
想，这便是对崇礼滑雪场最美、最真诚的夸奖了。
滑雪场的休息大厅是一幢偌大的木头房子，里

面是一排排原木长桌，坐在那里不仅可以观赏窗外
滑雪者们的表演，还可以品尝这儿的咖啡和茶。中
午就在雪场的公共食堂用餐：炒土豆丝、红焖肉、干
豆角、米饭、鸡蛋汤，好吃，很香。在我心中，凡是可
口的都是美食。我还听说，在崇礼的另一家滑雪
场，酒吧、游泳池、餐厅、商场等一应俱全。不仅有
西餐厅，还有北京的涮羊肉。是啊，是啊，大雪与火
锅从来是一对欢喜冤家。这一刻囊中羞涩，便放弃
了去那里的打算。
原本以为一杯浓浓的咖啡，一盅淡淡的清茶，

一域灿烂的阳光，就是静中的大享受。然而不然，
踏上彩色的滑雪板，在雪道上穿梭飞翔亦是灵魂的
另一种至美。

几朵波斯菊花姿窈窕，在枝头轻舞，虽有秋阳沐身，却使人感觉花瓣
单薄，凉意袭人。
此刻你若感寂寞，定会感觉传导自于那单薄花瓣。
我进入小区时，门卫房的一侧，几朵波斯菊在枝头轻舞。
波斯菊就应该大面积地种植。去过一个风景区，我看到一面山坡都

是波斯菊。只要有一丝微风，便都在风中摇曳。我们在坡下热闹地留
影，镜头里则是一个花的热闹世界。一朵花很不起眼儿，千朵万朵压枝
低，入眼便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今天入小区，门卫房的一侧，几
朵波斯菊花姿婀娜，看似婉约很多，却不免望而陡升畸零感。

畸零若论好处，在于让人生怜。生怜乃是一种审美。而这是波
斯菊，花开得很热烈。在有些人的眼中，则总是想当然应该是“衰草
自生怜”。

既然美在怜中，衰草绝对也是一种审
美。在这样的审美观的另一面，秋后的波斯
菊之花，看似浅淡，其实浓得化不开，美得不
可方物。
其实，花儿本身就是隐形的栅栏，阻挡着

太多的人们去破坏美。
这时再细看波斯菊，内心里便有了愉

悦。原有的悲凉之意，像某种放射性物质一
样在衰减。

波斯菊实在是一种极精致的花，花瓣不
论颜色深浅，都有一种特别的玉质感。带了
玉质感的花瓣，在逆光之下半是透明的，自显
三分妩媚，徐徐晕染人心。这种骨子里的素
淡之意，似乎难有不纯的欲望在其中，这是一
份玉所不曾有的生命之趣，让人觉着了亲
切。若是与梅花相比呢？也定然丝毫不逊于
其颜色。

这样的色彩下，即便没有香味，也实在不算什么了。
波斯菊不同的花色，据说表示不同的花语。白色有着纯洁之意，红

色代表着热情，粉色彰显着爽朗，最为人知的波斯菊花语是珍惜眼前人，
而这是哪一种颜色呢？眼前人莫非就唤“秋英”？
一排波斯菊的顶上，是一棵榆树的稀疏黄叶，不再苫有浓阴之下的

波斯菊，在幽幽地开，悄无声息。而在盛夏，它的花姿，总使我产生意外
之喜。有时候，我便与它默默相对良久。
唯所不愿，人们为什么要对花儿也分出个等级名次，高雅低俗？心

念闪过，我看波斯菊时，相信它也在看着我。聂鲁达《我喜欢你是寂静
的》一诗中有两句我很喜欢：“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并且让我借
你的沉默与你说话。”同时，“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相互理解，但是我们将会
并能够远远超过相互理解。”德国诗人诺瓦利斯
的这句话也很让我喜欢。这样的话，心中默念一
遍，便似哲人在你耳边轻叙一遍。
深秋的波斯菊虽然照样开得热烈，随风而播

散的，却是别有的淡泊，让我由此心生暖意，我想
抚摸它，只为不使自己心生薄凉。

2月20日晚，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奥会闭
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脱胎自中国传统文
化的灵感仍在延续：遍布观众席的红灯笼、
大大的“中国结”……处处是鲜明亮眼的中
国元素。伴随着悠扬的乐曲《送别》，演员
手捧发光柳枝，轻盈缓步进入场地，走过之
处，微风轻拂，柳枝摇曳，这是与来自四面
八方的奥运健儿依依惜别。在中国古代，
送行者往往会折一条柳枝，送给
远行的亲朋。独具东方韵味的
折柳寄情把闭幕式表演推向一
个高潮。
杨柳吐翠，柳条绽绿，生机勃

勃、欣欣向荣。所以柳是春天的
标志，人们向往春天，欲留住春
天，让春常驻，爱春、留春、惜春，
也是人之常情。万千垂柳，婀娜
多姿，妩媚柔情，柳条细长缠绕，
情意绵绵，人们常借柳丝表达无
尽的怀念与相思。《诗经》有“昔我
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
霏霏”。赋予了柳树以留别的意
境。刘禹锡有“长安陌上无穷树，
唯有垂杨管别离”的吟诵，唐彦谦
有“晚来飞絮如霜鬓，恐为多情管
别离”的诗句。柳絮之“柳”与
“留”谐音，“絮”与情绪之“绪”谐
音，古人折柳相赠，有难舍难分、依依不舍之
意。柳还有避邪的作用，古代有“榆树救荒
柳树祛病”之说，以柳相赠，有预祝好友长途
跋涉百邪不侵、旅途平安之意。
唐朝时，在灞桥设立驿站，京城长安人

送朋友东行，出长安城到灞河边就不再往前
送了，于是在灞桥之上依依惜别，并折下桥
头柳枝相赠。古代地理专著《三辅黄图》记
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
此桥，折柳赠别。”慢慢的，灞桥折柳赠别好
友成为一种时尚。唐人吴融在《咏柳》一诗
中写道：“灞陵千万树，日暮别离回。”李白也
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诗
句。由于灞桥之上，无数次上演生死离别的
场景，成为销魂伤心之地，故又称灞桥为“销

魂桥”。《开元天宝遗事》中说：“长安东灞陵有
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
‘销魂桥’也。”刘禹锡有诗句：“征徒出灞涘，回
首伤如何？”沈彬也有“一条灞水清如剑，不为离
人割断愁”的诗句。久而久之，“灞桥折柳”演变
成一种风俗，风靡全国，沿袭历朝历代。晚唐诗
人雍陶于大中八年(854)出任简州(今四川简阳
县)刺史。有一天雍陶送客到简阳城外沱江上

的“情尽桥”边，向左右问起桥名的
由来，身边的随从回答说：“送迎之
地止此。”雍陶听后，大为伤感，联想
到灞桥的折柳赠别，提笔将桥名改
为“折柳桥”，并写下了一首七言绝
句：“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
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
一条条。”
宋代以后，京城东迁，灞河垂柳

已不再有昔日的郁郁葱葱，灞桥之
上车辚辚马萧萧的离别之景也少
见了。宋代词人柳永在《少年游》
中写道：“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
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
翠楚宫腰。”明人徐复祚也有“则看
他迎风袭袭，笼烟袅袅，肠断灞桥
滨”的诗句。清朝时期，灞桥之上
的缠绵离别之情已不复存在，只有
古道沧桑，残阳夕照，柳絮飞舞。

清康熙十九年(1680)，时任河东监使的朱集义
咏诗作画，描述了“关中八景”，其中《灞柳风
雪》一诗写道：“古桥石路半倾欹，柳色青青近
扫眉。浅水平沙深客恨，轻盈飞絮欲题诗。”
在冬奥会闭幕式的表演中，柳絮翩翩飘

弄，似离别愁绪，也是延续生命的种子。无心
插柳柳成阴，柳条有强大的生命力，插土就
活，年年插柳，处处成阴。折柳赠别还蕴含
着美好的祝愿，希望亲朋好友到了新的地
方，能迅速适应新环境，像柳条一样很快地
生根发芽，长成一片新绿。清朝陕甘总督
杨昌浚看到当年左宗棠在河西走廊和新疆
所栽的柳树已是郁郁葱葱时，不由得感慨
万千，写下了诗句：“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
春风度玉关。”

飞机驶过蓝天扯出的“白线”慢慢消散，候鸟南北往返
的倩影与啼鸣转眼即逝；秋收后的大地再次托起苍茫的地
平线，搬迁后的村庄重新交予四季轮转的自然……时间流
过，谁还记得飞机、候鸟曾掠过这方天空，谁还记得庄稼曾
蓬勃了大地、居民曾热闹了村庄。
每念此，便想起泰戈尔那句：“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

迹，但我已经飞过。”此刻时空，确无痕迹，但又的确曾来
过。飞鸟如此，人亦如此。好在，人是可以留痕，以资回忆
与思念的。
以采访者的身份，重回我曾任教三年、永远眷恋的马

兰村。学校还是那所学校，只不过由初中改为小学。一双
双清澈的眸子里，闯入我这个面露沧桑的男人，孩子们有
些拘谨。我却莫名地感觉亲切，俯身摸摸头，捏捏脸。当
我亮出在校园里两棵柏树前与学生的合影时，孩子们兴奋
起来：“你在这里教过书？”我说：“是呀，你们其中有人的爸
爸妈妈说不定就是我的学生！”一阵骚动。如果柏树、大山
会说话，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位城里来的大叔，将最美好的
年华留在了这所曾非常简陋的山区学校。
二十年前的老同事老许翻开一本老相册，我在一张张毕

业照，运动会、联欢会的照片中，寻找能证明曾来过的年轻的
我。老许说：“这孩子的爸爸叫李洋，你教过的。”我端详着键
盘前的小男孩，酷似当年的李洋。他接着说：“李洋常提起
你，说你课教得好，对学生好。当年的毕业照他一直留着，只
是没考上学，感觉对不住你。”何谈对住对不住？我曾来过，
见证并参与过一群山里娃的成长，何其有幸。如今他们已成
人，奔赴山河，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师，知足。
若不是聆听了采访对象邓小岚老师的讲述，还真不清

楚我曾来过的马兰村，竟有过一段血泪与荣光交织的峥嵘
岁月；真不清楚眼前这位身形瘦弱、眼里有光的老人，竟从
父亲邓拓开始，便与这座深山小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讲到人民新闻家邓拓用笔名“马南邨”，来纪念他曾率

晋察冀日报社驻扎的马兰村；讲到邓拓题诗“悬崖一片土，
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来纪念在此牺牲
的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讲到自己筹建“马兰惨案遇难

同胞纪念碑”，来纪念为保护晋察冀日报社，惨遭日寇杀害
的十九位无辜乡亲……邓老师泪如泉涌。她没有忘记父
亲曾工作战斗过的马兰，没有忘记善良英勇的马兰人民，
于是退休后，重返她的出生地马兰，用“乡村儿童音乐教
育”回馈她深深眷恋的村庄。十八年，青丝变白发，初心不
移，直至将马兰的孩子送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用来自大
山深处的天籁童声唱响世界舞台。
邓老师用她的“回”与“爱”，证明了父亲曾来过，晋察冀

日报社曾来过，牺牲的烈士与乡亲曾来过。而将来，数代“马

兰小乐队”的成员，又将用怀抱吉他、自信欢唱的形式，证明
邓小岚曾在父辈奉献过的马兰，接续奉献过。我们这些文艺
爱好者翻拍了当年的老照片，留存了采访的新照片，用文字
讲述着曾经与现在的“马兰故事”，并将所有留于历史长河。
采访过不少有故事的人，游览过不少名人故地、历史

遗迹，欣赏过不少老旧照片，阅读过不少先贤文章，让我深
受触动。且随着年岁愈长，愈发想要留下些什么，以证明
我曾来过这纷繁美丽的世界，比如文字、影像、物件、事迹，
比如在亲人朋友甚至陌生人心中的记忆。于是，我尽可
能、不间断地填补着专属我的、虚与实的存储空间；努力用
付出与善行，为自己在世间烙印美好的形象，让“曾来过”
没有“白来过”。
爱上写作后，已写了近百万字，记录生活点滴与心路

历程；编辑杂志后，已出版近四十期，承载着我对文艺的坚
守与付出。曾有读者说：“读你的文字，感觉你就是‘透明’
的老友；捧读你办的杂志，感觉你已与杂志叠加在了一

起。这些都是可以流传的。”我深以为然，决心余生以此为
业，让后来者从中读懂这座小城，及曾来过小城几十年的我。
越来越“不愿以这种方式认识你”，认识陵园里长长名

录、纪念碑上的革命先烈，认识功勋卓著、溘然长逝的无双国
士，认识因卫国安民而不幸罹难的年轻战士，认识无偿捐赠
器官延续他人生命的人间天使……若不是“这种方式”，或许
他们会永远默默无闻；但唯愿他们默默无闻，也不愿以“这种
方式”认识他们。认识已是永别，但我们知道他们曾来过，并
化作闪亮的“恒星”，照耀着我们都深爱的祖国与亲人。

生而平凡的我，每每看到这些，就格外心痛，但却会坚
定我向上向善的信心。踏实工作，尽力让平凡岗位闪出亮
光；乐于助人，让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能看到我真诚的笑
容；热心公益，带动更多人融入互帮互助的氛围……日后，
哪怕有一个人、一件事能证明我曾来过，曾有益于这个社
会，那便值得。
我家里、办公室、手机里总会与日俱增地收藏些于别人

无用、却于我珍贵的东西，比如刊发过我文章的报刊、稿费
汇款单、差旅各地的车票、观看电影演出的票根、各类证件
证书、各年代的纸质或电子照片，甚至将日常所见所闻所思
全藏进文字里。生活在继续，收藏也在继续；偶尔也赠物予
人，并嘱其“收好，是个念想”。因为，这些东西聚在一起，就
是我曾来过的一生。
“走你走过的路，算不算重逢。”算！我在古城古建、老村老

街中漫步缓行，在年代照片、历史典籍中穿越神游，便“重逢”了
无数“曾来过”的先人、知己。我之所以将每一步都走得有力有
痕，也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在有缘的错位时空里“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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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林不相信，也不甘心。
王老师说，虽然我说得有些绝对，
但这是大势所趋。说白了，代课
老师就是残汤剩饭，留在桌上只
是一时之需，有一天肯定会风卷
残云，抹得一干二净……

那之后，好一段时间里，李桂林一
天24小时都揣着红苕。红苕在别的
地方是红苕，在当地除了是红苕，还是
思想包袱。他看重教书这份职业，他
喜欢二坪这些人，他享受自己的声音
被模仿、被放大、被抬到半空，他为一
双双因他而明亮的眼睛欢喜，他需要
自己被别人需要。但他又不得不考虑
离开，就像一条被揪住尾巴的四脚蛇，
为了活命，不得不挣断尾巴，尽管那是
自己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

李桂林没有说走就走，就连对陆
建芬说出这个意思，他也尽量说得模
糊，只当是打预防针。他得找到充足
理由，或者哪怕只是一个不太牵强的
借口。总不能给人说我李桂林不是一
心一意来教书，我是冲转正来的，转正
没门儿，我要溜号；总不能说你们不容
易我也不容易，我不能为了你们大家
亏了我的小家。这样说当然不是假
话，但这样说出来就太残忍了，他们接
受不了，自己也接受不了。何况这虽
然不是假话却也并不是真相的全部。
何况，他得先给自己找到退路。

李桂林在等待机会。
这天，在乌斯河投资矿山的堂兄捎

来口信，让他过去一趟。打矿也是赌博，
几年间只输不赢，他不会是山穷水尽、四
面楚歌了吧？李桂林抽空找去才知道，
堂兄时来运转，矿山成了金山。堂兄想
让李桂林助他一臂之力，没一个得力的人
管账他不放心。李桂林犯了糊涂，弟兄老
表那么多，为啥非要找我？堂兄说，你有
本本，他们没有。他说的“本本”是李桂林
在石膏厂上班时考的会计资格证。李桂
林听得笑了，你是私人企业，搞得比国营
单位还正规。堂兄没正面回应，而是旁敲
侧击：你在二坪拿多少工资？李桂林不好
意思就工资说工资，他把“教育附加”加到
一起。堂兄笑笑，来我这里，给你“大月月
红”。“大月月红”就是每月1000块。李桂林
听得眼都直了，不行不行！堂兄没想到他会
说不行，一时没有开腔（方言，说话之意）。
李桂林明白堂兄意思，脸上窘得通红：我的
意思是太多了，我们两口子加起来也只有你
说的五分之一。笑容重新回到堂兄脸上：
听起来多，实际上也不多。不是有那么句
话吗，黄鳝大窟窿大，如果把账交给不放
心的人，跑冒滴漏，也许都不止这点儿。

退路有了，但路口堵着一堆石头。
二坪村的穷困、村里人的善良、学生们的
渴望就是那堆石头。

50 等待机会

春秋时期，齐国铸行的刀币称
为“齐刀”。铭文有“齐之法化”，俗
称“四字刀”，是齐国的法定货币，
主要在齐国都城临淄铸行。“即
墨之法化”，即墨是齐国的大城
市，还有“安阳之法化”，都俗称
“五字刀”。公元前386年，齐国国势
达到强盛，刀币以“齐法化”的形式趋
向统一，即“三字刀”。“齐法化”上不再
有各城邑的名称，反映了王权的集中和
加强。进入战国时期，刀币的流通区域
逐渐扩大，燕、赵等国也铸刀币，与布币
并行。燕国最早铸造的刀币是针首刀
和尖首刀，得名于刀刃上端特别尖长。
战国中晚期，燕国的重要货币为“明
刀”。刀币上的铭文，一般认为是由
“日”和“月”组成，故称“明刀”。赵国在
战国中期也开始铸造刀币，刀身较为
平直，俗称“直刀”，也铸过“明刀”。

圜钱，亦称环钱，其形制模仿古代
玉璧或纺织工具纺轮而成，最早出现在
战国时的三晋地区。最早的圜钱，是魏
国所铸的“共”“垣”“共屯赤金”等。圜
钱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圜钱是
战国时期最为进步的一种金属铸币形
态，它体积小、便于携带，铸造工艺简
单，因此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的
铸币都有圜形化的趋势。

蚁鼻钱，是战国时期楚
国铸行的有文铜贝，由商周
的无文铜贝发展而来。其特
征是上宽下窄，呈椭圆形，下

端略尖，面凸起，背平素，面上铸阴文。
蚁鼻钱的名称，有人认为来源于文字的
形状，有的字形像蚂蚁，又像人的鼻子。
有的学者认为“蚁鼻”的本意是细小，用
以形容它是一种狭小的钱。由于钱上文
字形状又像鬼脸，故也称为“鬼脸钱”。
钱文多见为“咒”字形或“紊”字形，诠释
有多种，有“昏垫水”“各六朱”“五朱”等，
至今尚无定论。天津古钱市场常以“各
六朱”指代这类钱，可能是大家嫌“蚁鼻
钱”和“鬼脸钱”的称谓不太好听。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一种鱼

币，其金属成分主要是铜，加上适量的
铅、锡。多数鱼币正面的鱼体各部位铸
工精细，反面则无纹，也有双面工的。鱼
币都以鱼头部位的圆孔为眼睛，但造型
各异，即使鳞片也变化丰富。鱼币多见
于墓葬，是否应定为货币，还存在争议。
南方另出土有戈币，其性质也存在争议。
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一种桥形
币，青铜，桥形，单面见有外郭，
上端中有穿孔，又称“磬币”或
“璜币”，大多无文字，也有有文
字符号的。但是包括史树青、
唐石父等先生在内的很多专家
学者都认为它并不是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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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砖雕运到楼上，父子两人
还在争辩。这时，广播里传出宝
明的声音，按照搬迁计划，大家
住进新楼区之后，就进行迁坟，
公墓已经选好位置，根据两委班
子会议研究决定凡是初次进墓
地的坟墓，可以在公墓里按姓氏宗族
抓阄画块安葬，但必须是顺着地块安
排，具体细则回头告诉大家。

于世林说，双庆别瞎吵吵了，你
听，宝明说活人挪窝了，死人也跟着挪
窝，于家先人们啊，你们也要搬家啦。

搬迁祖坟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后，这
件事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主题。

李姓家族的主要成员近日天天晚
上都聚集在李家喜家。李广清说，迁坟
一定要占上风，不能让于家把好风水占
了。玉田说，搬到公墓以后，清明节、中
元节、送寒衣、过春节上坟还得挑着哪
座坟姓李哪座坟姓于，很费事，弄不好
就上错了坟，干脆两大姓从地块两头各
分一半，互不参与，互不干扰，自家还可
以按辈分排下来。李家才说，迁坟历来
是大事，我看还是先请风水先生看看墓
地，究竟那块地有没有风水，怎么取风
水，咱老李家是先迁坟好还是后迁坟
好。三驴子说，肯定咱老李家先迁，宝
明是书记，能不带头吗？玉田又说，反
正咱李家当权，不能让老于家占咱的便
宜。李家喜微微笑着说，你们哪，心眼
儿太小啦。公墓是整个楼村的，咱们分
楼房抓阄，分墓地也得抓阄。对呀，大家

一听，可不是，肯定要抓阄，那就没办法提
前占风水了。三驴子说，抓阄也不怕，咱
请风水先生看好地方，李会计做阄时留个
记号，准保把好地方抓到手。李家喜说，
行啦，老李家人从来不做下作事。我算看
透了，咱楼村老李家一个你三驴子，老于家
一个二侉子，你俩简直就是糟馕球一对儿。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了。

正议论得热闹，宝明来了。李家喜先
开口了，当初只说活人搬家，没说死人也
搬家啊。宝明说，二爷，搬迁是上级的决
定，建公墓也是上级的决定，将来所有农
村都一样。为啥啊？咱李家坟地还是有
些风水的，一搬迁，那风水不是就改了吗，
对你们年轻人对后辈儿孙不利啊，你跟镇
上领导说说，活人搬家了，死人就别搬了。

一个年轻人蹿上来，厉声说，宝明，
你当书记，要业绩，从别方面找，不能迁
坟啊！挖坟掘墓是会遭报应的。弄不好
会家破人亡的。

宝明耐心地解释，这是上级的决定，
也是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姓李，咱
老李家应该带头先把祖坟搬迁。

李广清说，宝明，当了两天破芝麻官
就找不到北啦？当初老祖宗立的规矩就
是不准迁坟，你不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