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昏，夕阳也穿不透的黄
昏。相逢，许多时光重现。落
叶吸收了夕阳之晖，这一刻还
不是余晖。黄叶金黄，红叶披
霜。风推过我的背，又去赶落
叶，黄色的落叶却在我的前面
赶脚追霞光。

行人索性可放慢些脚
步，心随云徜徉。陈绿向参差，初红已重叠。五彩，装
点了岁月的滩涂。每一棵树下，又铺满黄叶。落叶聚
还散，早上我路过时，这里才刚刚被人扫尽。其实，我
已知道到了晚上，会是这个样子，所不能确定的，只是
落叶的多少。满心不想，绿叶随落。远处有乌鸫鸣
啼，这擅叫的鸟儿，没有学那百灵之音，此刻的叫声竟
愈加打动人心。

头上的斜阳，似乎要翻晒谁
人生的经历，脚下沙沙作响的树
叶，似乎在数着谁人生的余程。

我看着树影斜投在树下，
落叶覆盖了路面，却覆盖不住
树影，虽然落叶会依然缤纷。

看着落叶，我们总会想起点
什么。撰有《老残游记》的
刘鹗也由落叶想到了自己，
“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
无所托，悲与此同。念彼落
叶，犹可为薪；用熟五谷，以
饱饥人。虽委弃之余，其德
足以伸；吁嗟乎，吾不及落

叶之仁。”反思的人，心中有仁。
这一切诠释着一个道理，在这风淡云清的人间，执著

于一，纠结心外，何如随心？
黄叶，红叶，青叶，并无悲哀之色。于根的记忆，都是

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徐不疾，从容大度，内心的欢喜掩饰
不住。

远处有音乐声，一家商店由此增加了些许生气。更
晚些，广场舞的音乐声将大作，人将聚散如落叶。走过这
段路，是每天的寻常，心有所悟不同，才显人生终会不
同。把霞光披在了身上，我想再走慢一些，等一等我那有
点分了心的灵魂。我也不想把落叶踩在脚下。足踏落叶
的沙沙声，其实在另一种心境下，早已失去了美感。

随着落叶声，我期盼听到长空雁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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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憩图（中国画） 季家松

说“已诺必诚”
张培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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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且珍惜
赵建忠

五年前中国红楼梦学会安排我去北
京恭王府进行红学讲座，记得曾引用过中
国社会科学院胡小伟先生发现的清乾隆
时期睿亲王淳颖《读〈石头记〉偶成》两句
诗“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
解读那首诗的主旨并不难，但其中的“麦
饭”涉及饮食文化知识，《红楼梦》题咏派
研究著述或相关红学工具书对此语的解
释均语焉不详，发现者介绍此诗的文章也
仅是侧重对曹雪芹创作构思的阐释。想
起当年的同学张维庆在天津一所学校的
烹饪餐饮系任教，我就向他请教。他的解
释令我豁然开朗，而且很接地气，因为他
是获得特级称号的有实践经验的厨师。
看来对《红楼梦》这部中华文化的“百科全
书”，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才能解读
得更到位。

今年春节期间同学聚会，维庆也参加
了。后惊闻他突发心肌梗死猝逝的噩耗，
想不到春节那次见面竟成永诀。和维庆
是高中时期的同学，毕业后彼此天各一
方，我经历了高考落选、误读理工、工厂锻
炼、转型文科、高校执教并成为一名“红学
专家”的坎坷经历，对于世态炎凉有着较
深的感悟。无论我在逆境还是顺境，维庆
对我都始终如一，体现出人性的善良美
好。我参与同学聚会，常见他就餐时坐在
边角上，没什么豪言壮语，却几乎承揽了

每次接送同学的苦差。他的经济不算宽
裕，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但聚餐时总想着
买单。当同学们遇到困难，他的身影随时
会出现，不管对自己还是别人，他做事心
细认真，因此大家都很乐于与这种敬业乐
群的人交往。维庆结婚早，女儿的孩子早
已在小学就读，作为隔辈人，他主动承担
了协助接送外孙上学的义务。与同学交
流时，他会兴奋地流露出“四世同堂”的愿
望，这对于59岁的人亦非奢望。但维庆劳
碌奔波了一生，竟连这个愿望也未能实
现，思之每觉怆然。

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深情地写道：
“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
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
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
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
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
外。”维庆似乎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但作
为普通老百姓，他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
好，与同事上下能和谐相处，能把家庭内
部事处理得周全妥帖，朋友需要的时候会
想到他，这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价值。他
的猝逝使我联想到很多人，我所服务的天
津师范大学同事中，就有几位英年早逝
者，如张连科、刘顺利、许椿、杨效雷等，还
有供职于《文艺报》的我读研究生时的同
学熊元义，他们患的都不是面临生命进入

倒计时的不治之症，而大多是因心
脏病和脑溢血出的问题。努力工作
是为了使生活更美好，但如果以失
去生命为代价，那么工作的终极意
义又是什么呢？这确实是每个人都
具有的困惑。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焦虑，再加上有人的地方必然
存在的各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或隐

或显，常态下可能会暂时引而不发，一旦
伴随着人的诸事不顺，坏情绪出现，潜伏
的各种矛盾就可能爆发出来。面多错综
复杂的矛盾，需要人生智慧，如《红楼梦》
中所说，“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
折腾起来，不成道理”。

如何面对竞争压力？最近作家王蒙
发表文章《老了，惹不起也躲得起了》，读
后感慨系之。文章中提及，人要做到三
点：一是要有自己的专业，二是要有朋友，
三是要有自己的爱好。有专业或爱好，可
以避免自己任何时候不能无所事事，有志
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使自己生活不寂寞。
王蒙文章的核心部分指出，人最多余的是
恶性竞争，所以他才说退让“不是与邪恶
的和解，而是与命运，与生命、死亡的大
限，与历史的规律，与天道、宇宙、自然、人
类文明的和解。达不到和解也还有所知
会，达不到知会也还有所感悟，达不到感
悟也还有所释然”。尽管王蒙说的对象主
要指的是老年人，但对所有人都应该具有
启示意义。他说的“躲”，是回避“恶性竞
争”，如《庄子》“逍遥游”篇讲的那个庖丁
解牛方式的游刃有余，是比喻一种常人很
难达到的处理现实矛盾的高境界。当然，
王蒙是为自己晚年做更有价值的文化建
设方面大事而寻找理论依据，而实际上真
正有抱负的学者、作家都类此。

日前与一位资深媒体人小聚，他给我看
了作家冯骥才80岁生日紧握拳头的照片，表
示要继续做大事的决心。大冯说时间不够
用，一天当两天用。喝海河水长大的冯骥
才，要为这块养育自己的土地留下脚印，所
以写天津人的集体性格及其文化历史，他为
保护和弘扬天津文化做了大量工作，这是知
识分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情怀。
冯骥才80岁生日那天过得简朴而温馨，与105
岁的母亲一起吃了长寿面，这是回归到了自
己生命的原点，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寻根”。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作传时写道“父母
者，人之本也”，是说父母是人的根本，他们
披劈荆斩棘，为的正是能让子孙后代有个良
好的成长环境。亦如鲁迅在小说《故乡》中
所期望的“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都如我
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
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
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
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青少年时代看过谌容的《人到中年》，那
个年龄段的我还不知“赏鉴苦难”，只是从文
学视角去欣赏作者的创作技法。如今也迈
入中年的我，愈加体会到小说主人公的苦辣
辛酸。中年人承上启下，生活压力很大。但
生命是宝贵的，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
次，应该敬畏生命。清明时节雨纷纷，缅怀
亡友张维庆，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代人不要超
负荷工作，要劳逸结合。须知每代人有每代
人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平台，作为社
会中的个体，每个人既有机遇也有局限。人
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还有因
缘际遇，不要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应知足常
乐。面临内忧外患要淡定从容，尤其不能遇
事上火急躁，要学会自我调节，缓解压力，
且行且珍惜吧。

与梁崎先生相交多年，对先生绘画多有所悟。读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
出版的《梁崎文集》，深感先生不但绘画艺术格调高古，无与伦比，而且对绘
画理论素有研究，且有高超的见地和深入的领悟，堪为一代画论大家。

梁先生对绘画理论的阐释主要体现在《文集》的《课窗絮语》中。这部画
论著作对绘画的法度、技法、继承、创新等均有所涉及。如：“洋为中用，应以
中为主。将西画有益之处，融化吸收，为吾所用，方为摄取妙手。若一味崇
洋，以洋溶中，虽能成画，但终非中国画也。”如：“国画之技巧，不外练笔、练
笔、练墨、练水。四者谙熟，画艺必然大进。”如：“作画以气势为上，有气势则
精神贯穿，意境活泼。否则徒具形式，毫无精神，死画而已，更何趣味可言？”
如：“山水易学而难工，花卉易学而难妙。”如：“国画题款至关重要。书法不
佳，有碍于画。题款不但讲究笔法章法，更要讲究诗味。”又如：“学画当先鉴
别。能鉴别古画，虽不学画，而论画亦必精确。故不学则已，学则易超越常
人。”凡此等等，简洁而透彻，真知灼见，字字珠玑，极具指导性。

梁先生将绘画理念与其艺术道路、创作体悟融会贯通，对用笔用墨、艺术
取径和指画技法尤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笔墨留
于纸上，韵味藏于画中。”“画非徒有有笔有墨而已，
必须始谓之有笔。始谓之有墨。”又说：“尝见近人
画贵能黑，其黑也，如乌烟瘴气，填塞满纸，若自染
店取出。抑知乎能淡而后能浓，能白而后能黑。不
有淡者，何以湿其浓。不有白者，何以显其黑。故
欲其黑也，先求其白。欲其浓也，先求其谈。”纵观
先生绘画，大写意花鸟、山水、蔬果、人物、走兽无所
不能。然而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用笔之法
处处显出，无一笔庸俗者，且墨分五色，浓淡焦躁
湿，各具其妙。所画苍鹰，习惯以阔笔泼墨从背部
画起，先确立总体动势，再画利嘴与劲爪，其浓墨点
睛尤为传神。其鹰或昂首雄视，或寂然休息，皆能
得其神魄精灵，遒健奔逸，尤显威严、浑古和凛然无
畏的气势，令人震撼。而所有这些皆用笔墨写出，
此诚如先生所言：“有笔有墨，谓之画。”其山水亦
然，层层皴染，由浅入深，俟其将成，于山间石隙，著一二焦黑浓墨以醒之，觉
烟云缥缈中有墨如漆，光彩耀目，宕逸奇古，更具苍凉、淡雅之气，故有“当代
意笔文人画大家”之谓。

梁崎又说：“欲创新必先识旧，无旧无以言新。此二者相辅相成，相克相
生。”先生尤重宋元，亦推崇赵孟頫、方方壶、高房山及明清时代的程嘉燧、担
当及“四僧”等。他说：“唐贤之作、六法备矣。辋川、道玄之雅博，尚贻刻露
之讥，余无论矣。迨乎五代、两宋，名家辈出，荆、关、董、巨、范、许、郭，其尤
著也。襄阳父子，伯驹兄弟，亦称斯道高手。诗品云：‘气象欲生，造化已
奇。’此之谓欤？至于元代赵吴兴，一变宋人勾斫之习，以书法入画。黄、王、
倪、吴、云西、房山、方壶，更融汇古今，独抒天趣，此余之于元人所心折服者
也，寝馈斯道，骎骎六十年矣。”又说：“四僧绘事，禅余戏墨，多不经意，而意
境独绝者，犹之松风泉韵，蛩然元音，天趣焕发，非恒流所能梦见，雪个僧尤
尽其妙。僧示寂三百年亦，每对遗墨，不禁生风流邈然之感。”从先生对古人
画作题跋中可见，其对方方壶、垢道人（程孟阳）、八大（朱耷）等的钦慕和评
价。他称方“别辟蹊径，亦一代冠冕”“余于元人最喜方壶”。称垢道人“别辟
町畦，真力饱满，万象在旁，盖以造化为师”。称八大“笔墨简练意境奇僻，得
象外趣”。其实，梁先生所宗及创新也正是得益于宋元明清这些超然不凡的
绘画高人。他自幼好学，家藏古籍、法书、名画甚多，得以临摹石涛、八大、高
其佩、李晴江、吴昌硕和王铎、傅山等人书画。据称他六岁时临摹家藏的八
大山人《松鹿图》，已可乱真，乡里惊为“神童”。又苦读诗文，研读《桐阴论
画》等画论名著，更筑下绘画基础。中年加入湖社画会（号“漱湖”），画路得
以进一步拓展。花卉临摹八大山人、周之冕、华新罗等名家真迹，远师青藤、
八大、白阳，摹古创今，自成一格。山水融汇宋元，甚得董北苑、高房山、方方
壶、担当之神韵，所作自有一种静穆冲和之气，冷峻秀逸之致。他的艺术实
践也道出其“创新”与“识旧”之理。

梁先生对指画创作造诣颇深。他的指画私淑高其佩，其《课窗絮语》说：
“写意花卉，肇事于五代元初，明沈石田先生尽其妙，徐天池、陈道复继之，更
深骊得珠，益臻神化。入清，高且园（其佩）先生崛起辽东，易颖以指，虽一花
一石之微，信手拈来，无不妙趣横生，自鸣天籁。”梁崎先生并不泥于前人成
见，在长期创作实践中，不断拓展作品格局，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他认为：指
头画虽以毛笔画为基础，在立意、章法、笔墨诸方面应充分借鉴毛笔画的各
项基本要素，但不是毛笔画的简单模仿，不是毛笔画绘画效果的简单重复，
毕竟指不同于笔，还应突出指的特性，淋漓尽致地发挥指的功能，使之充分
显示这一画种的独特个性与魅力，展现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表现效能。他
在《课窗絮语》中专门说到了指画的特点和艺术效果：“指画，用指墨作画，受
条件所限，蘸墨不多，也不易控制，是其短处，也是其妙处。这样的线似断非
断，似直非直，如屋漏痕，如锥画沙，艺术效果不同凡响，非笔画所能达到。”
在指画的技巧处理上，梁先生强调：“指画虽属小技。画理与笔画同，所不同
者只工具和意境耳，学指画者必学好笔画方可为之，不是有指便能画，正如
不是有笔便能书一样。”一次先生作指画《枫林猿栖》，我恰在先生身边，亲见
其作画过程。先生作画全凭几个指头，他用无名指和小指准确勾出枫叶的
枝干和叶筋，用手掌挥抹粗枝大叶，同时又在刻画猿猴的形态和神情中发挥
指甲和指肚在表现方法上的特有功能，用食指指甲画筋骨，以小指画眼睛，
使形象细腻、丰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猿猴的神态，描绘出枫叶红透的深秋
时节的动人景色。指头画用纸，生宣、熟宣均可。梁画这幅画用的是矾纸。
铁画银钩，墨彩淋漓，给人以淳朴古拙的艺术享受。

艺术理论指导艺术实践，艺术实践上升到艺术理论——这便是梁崎画
论的根本，也正是其画论珍贵之所在。

人间草木（十四）

叶落黄昏
李显坤

沽上

丛话

人们常说，在生活中，要学会说“不”字，应该否定、
不该承诺的事，就不要轻易肯定、承诺。应该说，这是一
种很重要的生活智慧。很多人以为这是一种很新的“现
代观念”，其实，这是中国的古训，出现得很早。在儒家
经典《礼记·表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口惠而实
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
怨。’”句中，“口惠”是口头上许给人好处，“怨菑”指怨恨和
灾难。“诺”即承诺，“责”指责难。比较难理解或者容易理
解错的，倒是一个看似很平常的“已”字。这个字，在现代
汉语中常做副词用，但在这里却是个实意动词。汉儒郑玄
就为这个字作了注，谓：“已，谓不许也。”“已”也就是“不允
许”“不答应”“不承诺”的意思。最后的“怨”字指埋怨。整
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孔子说：口头上施恩惠而实际上做不
到，怨恨和灾祸就会降临到他身上。因此君子与其遭受承
诺不能兑现的责难，宁愿遭受不轻许诺的埋怨。换句话
说，与其答应了做不到而遭到灾难，不如不答应不去做而
受到一些埋怨，这是君子做人的准则。按照《礼记》的记

载，这是孔子的话，至少不比《论语》中记录的孔子的话更不
重要。我以为，后世还没有哪句话，对于我们为何要学会说
“不”的解释，较之孔老夫子的这段话更为深刻。

《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这样四个字：“已诺必诚”，讲的
自然是侠客们“一诺千金”的豪情，其实与《礼记·表记》所
记孔子这段话是相关联的，岂止只是侠客之事，更是君子
之事。四个字含义丰富，言简意赅，也足以成为一个汉语
成语。但笔者查阅了几部部头很大的汉语成语词典，竟然
都没有收录这个词，甚是遗憾！“已诺必诚”，常有人望文生
义地解释为“已经承诺的事情就要真诚地去做”，其实是翻
译错了。这里的“已”就是郑玄所谓“不许”，而非现代汉语

中“已”的常用义项“已经”。所以这句话应该理解成：“不答
应别人的请求或者答应别人的请求都一定要诚信。”是的，
“说不”的背后其实意味着诚信，意味着责任，与说“是”是同
样的道理。“做什么”自然重要，但很多时候“不做什么”更重
要！现代人已很难将“已诺必诚”这个词语翻译对，或许意
味着：我们对于“不承诺”“不去做”中所蕴含的责任感、诚信
感已经相当隔膜了！我以为一部好的《汉语成语词典》，绝
对应该将“已诺必诚”这四个字收进去，让我们民族这个古
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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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林没想到尔布克哈可以
表这么“硬”的态。正因为“硬”，他
才感到“虚”：这会不会是另一种形
式的诓诓哄哄？

直到厚厚一摞现金摆在眼前，
李桂林才确信尔布克哈不是在画
饼充饥。10800元，全乡全年教育费附
加就是这么多，只有这么多！

一夜之间就“腰缠万贯”了，突然到
来的幸福让李桂林惴惴不安。投工投
劳只是自己默默打过的“小九九”，村“两
委”支持不支持、村民们答应不答应，李
桂林心里没底。以前整修茅屋，那是缝
缝补补、小敲小打，要出的力要花的时间
都相当有限。这次不同，这次要大动干
戈、推倒重来，除了苦要多吃若干，汗要
多流几倍，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困难需
要面对：二坪村历史上没有一间砖房，因
而也没有一个村民会使用砖刀。

李桂林请村支书阿木史打、村主任
木乃日帝来家里喝酒，借着酒劲把心事说
出。阿木史打一听不高兴了：这么多年
了，李老师你还把我们当外人。修学校哪
里是你的事？这是我们的事！木乃日帝
把话挑明了说：二坪没钱，总还有人。你
把钱都找来了，人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李桂林喜出望外：真没想到你们
能找到工匠。阿木史打和木乃日帝对
视一眼，笑容都僵在了脸上。因为刚才
话说得不周全，阿木史打说这话时目光
躲着李桂林：我们只会使蛮力，至于工
匠……下来慢慢想办法。

办法总会有的，李桂林安慰他们的同
时鼓励自己：要吃馒头先种麦子，把材料
备足再找师傅也不迟。

制砖砌砖都需要细沙，但能取到沙的地
方，最近也是三坪。水泥和石灰来源则在雪
区。不管上山取沙还是下山背运石灰水泥，
都得面对悬崖峭壁，都要依靠肩挑背磨。

母亲阿衣子且挖玉米秆时被落石打
死，父亲尔古阿木从此一蹶不振，整个人也
变得形销骨立。阿木达铁，这个从二坪小学
毕业才4年的16岁小伙成了家中顶梁柱。
分到每户人家的运量是3000斤沙子、2000
斤水泥。每包水泥100斤，每从山下背一包
上来阿木达铁都在想，一路上流的汗汇到一
起，只怕也有100斤。那段时间，尽管饭量涨
了一倍，他的脸还是一天天瘦了下去。

阿木达铁把五个手指印在了弟弟脸
上，这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起因是背沙
子，弟弟不听招呼。阿木达铁每次能背
100斤，弟弟逞强，非要比着哥哥的来。那
时候他才14岁，要是把腰累折了如何了
得？说了几次都不听，阿木达铁心下一
急，巴掌飞了出去。

让阿木达铁急火攻心的是3组依格子
且。这个女人是出了名的急性子，别的女
人背80斤，她非要多背20斤。

69 办法总会有的

在崇宁通宝的研究成果中，
《崇宁通宝分类图谱》收录崇宁通宝
版式约四百种，《北宋铜钱》收录约
三百种。2013年嘉德春季拍卖会
以一百七十多万元高价拍出的同嘉
堂藏崇宁通宝大系，收集了三百余
种崇宁通宝大类，基本涵盖了目前已知
的崇宁通宝的版式钱，而且还有大量的
珍罕版，其中有数十种为钱谱所未载的
仅见品，这样完备的崇宁通宝集藏，当是
收藏家呕心沥血之作，殊为难得。
徽宗钱素以铸造精美著称，以至粗

通古钱的人，也只需看钱背，就能马上从
一堆古钱中识别出崇宁通宝或大观通宝
来。这样严格的规范化铸钱固然与皇帝
高度重视有关，但防止私铸也是原因之
一。因当时铸行不足值大钱，民间私铸成
风，所以官铸不惜工力，务必精益求精，与
私铸钱泾渭分明，从而便于纠发制止，同
时促进铸钱技术的飞跃。据专家分析，当
时可能采用特别细腻范型砂，或以磁模或
以失蜡法铸造母钱来提高子钱的精美程
度。更有专家认为，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
铜母钱能够做到不需修整任何字口，铸造
精度便直接达到母钱甚至原母钱的水准，
这种技术能力竟连七百年后的清代母钱
也难以做到，时至今日依然令
人匪夷所思。即使是崇宁通宝
和大观通宝中很多普通的行用
钱，其精美程度之高，也完全可
以混同于母钱，甚至比其他年
号的母钱还要精整。

很多历史书都重在讲徽宗时期通货膨
胀，积贫积弱，最终导致北宋灭亡；但当我
们欣赏徽宗时期铸造的精美钱币时，可以
想见的却是，有宋一代，经济是多么发达，
文化是多么繁荣。
虽然宋徽宗时代已过去将近九百年，

但有人估算，目前存世的徽宗钱仍有上亿
枚，这无疑为历史研究和文化收藏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在北宋各朝钱币中，徽宗钱
在收藏市场上整体价格一直是较高的，但
与中国历代名泉大珍相比，徽宗钱却又属
于“物美价廉”的。徽宗钱东西很好，但因
存世量不小，所以具有潜在的收藏空间。
1127年，北宋被金国灭亡，徽宗第九子

康王赵构逃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
位，是为高宗，南宋开始。
北宋收拾了五代十国那种乱糟糟的割

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
定，殊为难得，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
代”的说法。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

人鼾睡”，便把南唐吞并了，但北宋
的疆域始终远没有汉唐那么阔大。
到了南宋，则仅能偏安一隅了。钱
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对此
有个形象的比喻：“那张卧榻更从八
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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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第二天一早，宝明去看望二爷
李家喜，老爷子正摆弄几块老青砖
和被截成筷子长短的老木头，宝明
问，这是干啥呢？李家喜说，搬到楼
上后，夜里做梦老是在老房子里，我
就想把老房子做成模型，就天天可
以看到了。听着二爷的话，宝明心里咯
噔咯噔地乱跳，心说，老人们怀恋故土的
情结太深了，我得把这个事拿到村两委
班子会上讨论讨论，如果大家同意，就做
个老楼村微缩景观。他没有回应二爷，
心里在谋划那个微缩景观的事情。

宝明更兴奋了，经过两委班子研究
决定，搞一个村史馆，把楼村的土地方
位、沟渠、道路都画成图，把楼村的历史
变迁、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生产生活等
写成文字，再发动人们把自家的各种农
具、生活用具和有关物品捐出来，把微缩
景观放在重要位置，估计效果更好。

不久，请来的几个年轻工匠便忙碌
起来。没几天，房屋、街道、胡同、树木、
水井、电线杆、牌坊等各种模型按图形
位置摆好。老楼村原汁原味地被缩小
在一个沙盘上。李家喜找到自家的房
子后又找于世林的房子，不断地点头，
不断地感慨，说了句，于世林啊，放心
吧，老楼村也搬到新楼区啦。

人们捐赠热情很高，木盆、海碗、小
石磨，小推车、木锨、铁锨、辘轳架……钟
表、录音机、收音机，等等，半天就收到一
千多件物品。几块图文并茂的展牌挂在
墙上，详细记录了楼村几百年的沧桑变

化，记录了楼村人无尽的情怀。
李家喜看了很高兴，晚上把宝明喊过

来，喝两杯。哪知道，却出了意外。喝着
酒，老爷子去厕所，结果脚下一个踉跄，不
慎摔倒，人们送他去医院，他说啥也不去。
哪知道夜里突然发烧，就和于世林病重的
时候一样，一时明白一时糊涂，明白时要人
们拍牌坊照片给他看，昏迷时还不断念叨
牌坊、石狮子。天快亮时，李家喜进入了昏
迷状态，送到医院后，经过抢救，李家喜醒
了过来，有气无力地说，人死如灯灭，我死
后，不要穿白戴孝，不要吹拉弹唱，不要汽
车队伍，简简单单，死了死了，一了百了。

人们劝他不要过于担忧，很快就会好
的。他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我的命，我知
道，该走啦。

睡了一会儿，他睁开眼，刚才做了一个
梦，梦见了于世林，他在那边很寂寞，等着
我去跟他逗闷……没说完，眼角滑出两滴
泪水。晚上七点，玉田知道爹每天都看中
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赶紧把电视打开，
《新闻联播》已经开始了。他转头说，爹啊，
爹！看电视……

可是李家喜已经没了反应，他再无力
睁开那双老眼，嘴角挂着笑意……
（连载完。明日连载《迎接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