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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到商丘，来到
中原，又一次寻找到了华
夏文明的源头。商丘是一
个先有地名，后有城市的
地方，我们在‘商’中学
习、散步，有一种朝圣的
感觉。就我个人来说，愿
意在今后的诗歌创作中加
入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
元素……”2019 年 8 月 17
日，杨克在“商丘市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第22届黄河诗会诗歌论
坛”上如是说。

杨克是广西人，在广东工作，现任广东
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作品》文学杂志社
社长。他社会兼职多得很，最为显眼的是北
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诗
歌委员会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学术委员会委
员。我手头有一本2002年2月号下半月的《诗
刊》，上面有一篇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获得者、广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西的一篇
文章——《话说杨克》。东西在文章中称杨克
为“阳光男孩”，并且说，“我们几个广西的
写作者在南宁聚会的时候，经常会想起从广
西去到广东的杨克，除了有人学着他的腔调
说一句‘你们广西不卵得的’之外，大家还
惊讶于他那张似乎永远也不变的娃娃脸”；并
且说，杨克的“心态好”，“好像永远乐大于
忧”，“杨克是一个可以从任何事情里找到乐
趣的人”；并且说，杨克是一个“透明的人，
率真的人”。杨克还曾经对东西说——“写诗
的人可以写小说，但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能写
诗”。我想，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一些人不高
兴，就文学创作而言，是否是这样，还有待
于进一步调查论证。

著名诗人、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副秘
书长李犁说，杨克的魄力是把宏大而笨重的
题材“灵巧化”，“灵”是指他把黄钟大吕浓
缩成手机屏幕，轻轻一触，万千世界便活跃
在掌股之间，不仅具化灵动，而且可以心领
神会。“巧”是指他化虚为实、小大由之的创
意能力，这是技术，更是想象力，让本体与
喻体构成一种灵奇，一切又都是恰好和本
然，而非生拉硬扯。这说明杨克是一个智商
和情商都很超标的诗人，写诗犹如悬腕疾
书，谈笑间让新奇之诗从庸常的生活里跃出
来，成为一种境界和仰望。

世界很大，也很小。有一天，我整理旧
报纸的时候，忽然在收藏的 《中华读书报》
上发现两条有关杨克的新闻。一是2017年11
月15日《中华读书报》第二版发布的《诗人
杨克为孩子编选百首中国新诗》，二是该报
2017 年 11 月 8 日的报道，在“中国诗·梦飞
扬——慈善行”活动中，诗人杨克编选的

《给孩子的100首新诗》一书捐赠给延安市延
川县永坪镇第三小学1万册。

《给孩子的 100 首新诗》 汇集了徐志摩、
冰心、戴望舒、艾青、舒婷等100位著名诗人
的代表作，题材广泛，集中反映了人类善
良、乐观、勇敢、坚毅、宽容、责任等优良
品质和人文情怀，让孩子们在新诗阅读中感
受到真善美的力量和诗歌魅力。杨克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市面上缺少一本给孩子
们的新诗读本，所以本书选编时“注重经典
性，所选诗歌闪现着汉语的光华，同时注重
语感、语调，适合孩子们阅读”。他让这本书
力求呈现给孩子的是带有诗歌纯粹之美的、
具有感染力的作品，在孩子独立思考的源头
灌注新鲜的养分。

从杨克这些作为可以看出，他不但是一
位诗人，一位编辑家、新诗理论的实践者，
同时也是一位新诗的“布道者”。他身体力行
地把新诗带向大众、带向未来，同时也带出
国门。

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99

（三）“谈言微中，可以解纷”的滑稽人物
与游侠言必行、行必果的重践诺享有民间

威望不同，与佞幸之辈以色媚上、委身伺人而获
得皇帝宠幸更不一样，还有一类底层人物或者
说底层官吏，“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即在谈
笑中含蓄微妙地切中事例，也可以排难解纷，这
就是司马迁先生专门为其作传的滑稽人物。

战国时期齐国的著名滑稽人物是淳于髡。
淳于髡是招赘到齐地的上门女婿，身材短小，滑
稽可笑，能言善辩，曾在齐威王手下当客卿。齐
威王即位之初，彻夜饮酒作乐，把国家大事托付
给卿大夫们，自己荒淫无度不问朝政。上行下
效，朝中文武百官也都跟着放浪形骸，弄得周边
敌国虎视眈眈，大有亡国危险。近臣大都不敢
规劝齐威王，淳于髡就嬉皮带笑地给齐威王讲
了个段子：“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
不鸣，王知此鸟何也？”齐威王知道淳于髡这小
子是在用隐语讽劝自己，顿然醒悟，也用隐语答
道：“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
惊人。”就这样，齐威王振作起来，马上接见 72
个县令长，采取奖励一人、杀死一人的方法立
威，继而整顿军队，让邻国刮目相看，齐国的声
威从此威震36年。

齐威王八年时，楚国集结重兵攻打齐国。
齐威王拿出100斤黄金和10辆四匹马拉的战车
为礼，打算派淳于髡到赵国去搬救兵。淳于髡
闻听仰天大笑，把帽带子都笑断了。齐威王就
问：“先生笑成这样，是嫌礼物轻吗？”淳于髡口
说“不敢”接下来还是讲了一个段子：“我刚从东
方来，看见路旁有个向田神祈祷求丰收的人，拿
着一个猪蹄、一杯酒，祈祷着五谷丰登，粮食满
仓。我是想到那个拿一点点祭品却有那么高祈
求的人，才越想越好笑呢！”齐威王显然听懂了
这个段子，将出使赵国的礼物追加到原来的 10
倍以上，黄金千镒、车马百驷，另加白璧十双。
淳于髡带着厚礼前往赵国，很快借来精兵十万、
战车千乘，吓得楚国连夜撤兵。

齐威王非常高兴，为淳于髡摆酒庆功。酒
桌上，齐威王问淳于髡的酒量，淳于髡说：“臣饮
一斗也醉，饮一石（一石相当于十斗）也醉。”齐
威王不解：“你饮一斗就醉了，咋还能饮一石
呢？”淳于髡的论喝酒段子就此展开：“能喝多少
看场合也看氛围。喝大王赏赐的酒，执法官在
旁，御史官在后，我胆战心惊低头俯地喝，不超
过一斗就会醉了。如果是为父母祝寿，我挽起
袖子跪着为家里来的贵客敬酒，时常会赏我一

杯残酒，举杯祝酒，我喝不过二斗也会醉了。如
果是好久不见的朋友突然相聚，推杯换盏倾吐
衷肠，我大约喝五六斗也会醉。如果是老家乡
井聚会，呼朋唤友，男女同坐，饮酒下棋，不讲规
矩，没有禁忌，无拘无束，除了高兴就是高兴，喝
上八斗也许只有二三分醉意。喝到天黑，酒也
快喝完了，把剩下的酒倒在一起，杯盘弄得乱糟
糟，主人敞开怀去送人，非留下我再加深印象，
这时候高兴，再喝两三斗也没事，加一块不就是
一石酒嘛！”齐威王听得津津有味，接着淳于髡
话锋一转，微言大义：“故曰酒极则乱，乐极生
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尽而衰。”齐威王从
此停止了过去彻夜饮酒作乐的不良习惯，并封
淳于髡为接待办主任，专门负责陪酒监督。

淳于髡还有一次用在外交上的滑稽佳话。
说的是齐王派淳于髡到楚国进献一只白天鹅，
走到半路一不小心让白天鹅飞跑了。淳于髡提
着个空笼子去见楚王，随即编了一个段子：“齐
王派我来送天鹅，路过水边，我不忍心天鹅口
渴，就放它出来喝水，不料这天鹅竟飞跑了。当
时我想一死了之，却担心有人议论大王您因为
一只鹅竟让士人自杀。天鹅是长羽毛的东西，
如果随便买一只顶替它交差，大王您也许看不

出来，但我没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是不诚实欺
骗大王。我还想到了逃跑，但又念及这事关齐
楚两个国家的友好通使，不能因我半途而废
啊！所以我就只好掂着空笼子前来，说明情况
甘受惩罚。”楚王听了这个故事，连夸齐王手下
的人是诚实贤士，不但没有怪罪，反而赏赐给淳
于髡超过那只天鹅一倍的钱财。

很多年后，楚国也出了个滑稽人物叫优
孟。优孟是楚国楚庄王时期的歌舞艺人，能言
善辩，也是段子高手。楚庄王有一匹非常喜爱
的马，当成宠物养，给马穿上绫罗绸缎，安置在
雕梁画栋的房子，整天喂的是蜜饯枣干。结果，
这马因为肥胖症，很快舒服死了。楚庄王很悲
伤，要大臣们按照士大夫的礼仪给这宠物马装
棺下葬，并下令谁因为马葬礼的事妄议杀无
赦。滑稽段子手优孟听到这件事，走进殿门，放
声大哭，让庄王很吃惊，忙问咋回事。优孟哭着
说：“马是大王您最宠爱的，听说您要用士大夫
的礼仪安葬它，这对实力雄厚的楚国来说太小
气了，应该用君主的礼仪安葬它才是。请求大
王用花纹美玉做内棺，用花纹梓木做外椁，发动
兵士挖掘陵墓，派年迈体弱的老人家背土筑坟，
请韩国、魏国的代表出席葬礼，然后再盖一座庙

宇用牛羊祭祀，规划个万户的大县专门供奉。
这样，各个国家都知道大王您对马的感情比对
人还重啊！”楚庄王幡然醒悟：“我的过失竟然到
这种地步了吗！你说咋办呢？”优孟不失滑稽地
说道：“还是让我按照牲畜的办法安葬它吧，筑
个土灶做外椁，用口铜锅当棺材，用枣姜香料调
气味，用稻米柴火做祭品，用火光做衣裳，然后
把它安葬在人们的肠胃里。”楚庄王听了哈哈大
笑，赶紧把那死马交给御膳房去处理善后。

后来，优孟还用类似滑稽段子的方式帮助
楚国名相孙叔敖落魄的后人得到厚待，“优孟摇
头而歌，负薪者以封”。再后来，秦国也出了个
歌舞艺人出身的滑稽人物叫优旃，曾在秦始皇
面前大呼小叫让皇宫冒雨值班的卫士得到轮流
休息，靠夸张的段子改变过秦始皇扩大皇家园
林的计划，还巧妙劝止过秦二世异想天开油漆
城墙的计划，只可叹生不逢时。

褚先生续写《滑稽列传》提到了汉武帝时期
的郭舍人、“狂人”东方朔、“衣褐怀宝”的东郭先
生、“君子相送以言”的文书王先生等，其滑稽的
内涵和水平与司马迁先生讲述的似乎不在一个
层面。倒是补记的《西门豹治邺》故事，与子产
治郑、子贱治单父的“民不能欺”“民不忍欺”相
比，上升到“民不敢欺”的境界，堪称经典，但因
为这段故事早已列入当代语文教材而为人耳熟
能详，不再赘述。

见闻曰：游侠、佞幸、滑稽，也在薪火相传，
虽然随着世易时移而外在表现不同，但言必行、
行必果的游侠精神，幽默玩笑间化解难题的滑
稽智慧，也是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正能量。至
于巧言谄媚的佞幸之辈也在传承，虽然不会再
有唶吮病痈的恶心之举，但也只是换个马甲前
赴后继，以史为鉴，当戒！

游侠、佞幸与滑稽：底层人物的不同人生演绎（下）
□ 郭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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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大 喷 （ 4 ）

岁 月 去 □□ 许春霞许春霞

诗 人 记 忆 □□ 李志亮李志亮

小时候，我家很穷。因为我的曾祖父和祖
父去世得早，所以我曾祖母和祖母的丧葬及叔
叔结婚，姑姑出嫁，都是我父亲一手操办的。
用我娘的话说，我家老底子亏。

好不容易办完长辈的事情，尔后我们兄妹
五个，特别是三个哥哥，都像甘蔗拔节似的，一
个挨一个地全长大了。父亲便又开始操心为
他们盖房子娶媳妇了。

从我记事起，我家只要一办大事，譬如给
哥哥盖房子或者订媒结婚，父亲就得去求亲告
友借钱或贷款。然后再从他那少得可怜的工
资里抠着去还债。所以小时候，我家真的很
穷。穷到有时揭不开锅，不得不去姨母或姑母
家借粮的地步。因此，小时候的我几乎从未穿
过新衣裳。

记忆里好像有过两次穿新衣的经历，但如
果严格起来的话，也不能算作是新衣。不过好
歹也能算作给新字沾点边。

记得有一年的春节，我穿着一件破棉袄。
由于这个破袄大哥穿过二哥穿，二哥穿过三哥
穿，三哥穿过我姐穿，我姐穿过才轮着我穿。
所以早已补丁摞补丁，破烂不堪。特别是领口
袖口和衣襟补都补不住了，时常露着又黑又硬
的棉胎。我穿着这袄，活脱脱一个小叫花子，
因而婶子大娘们都寻我开心。她们说我是父
母捡来的孩子。而且越是临近过年，她们在我
面前说得越起劲。以至于有一次，我竟信以为
真嚎啕大哭起来，惹得母亲也在一旁抹泪。她
说今年不吃不喝都得给大妮二妮买身新衣服，
两个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
衣服呢。父亲也点头应允。

第二天父亲早早地就上街赶集去了，而我
则欢天喜地地在家等候，等着父亲裁回新布给

我和姐姐做新衣。
可是父亲到底还是未能为我们裁回新布

来。父亲告诉母亲，说布料实在太贵了，两个
妮的布料钱如果籴成粮食的话，够全家人吃一
两个月的呢。总不能让孩子穿着新衣饿肚子
吧。母亲无奈地点点头。不过好在父亲也并
非空手而归，他从人家裁缝铺子里捡回来一些
崭新的长布条条。

记得那天天气晴好，母亲二话没说将我身
上那个破棉袄脱掉，把我捂在了被窝里，午饭
好像都是在床上吃的。而她则把我那个破袄
拆洗了一番，把领口袖口，衣服的前襟后襟的
底边，乃至前襟缀扣子挖扣眼的两道竖边，全
部用父亲捡的新布条条补了一圈。尔后又用
糨子浆洗了一遍，用棒槌在磨盘上捶得板板正
正。当天下午就缝好了让我穿上。

我俨然穿了新衣一般，乐颠乐颠地四处串
门到处炫。婶子大娘都直夸我好看。小伙伴
们也都羡慕我滚了一圈新边棉袄好看，说像
《少林寺》里的和那个小和尚在一起的白无瑕，
穿的衣服滚了一圈的花边，真好看。我着实美
了乐了好大一阵子。

后来上了初中，家里依旧贫穷，我依旧穿
补丁衣服。不过抑或又好像没有儿时的补丁
多。

1988年，二嫂嫁到我家。而且带来了二
哥他俩订媒时我家给她买的那台缝纫机。二
嫂是个勤快而且讲究体面的人。一天她对母
亲说，你看二妹都上初中了，你还老是给她穿
带那么多补丁的衣服，而且还都是用手工补
的，皱皱巴巴的，多难看。她翻箱倒柜，找到了
两条二哥和三哥穿过的古铜色的烂裤子。

当时两个裤子的膝盖和屁股处，都被磨出
了再无法缝补的大洞。二嫂就把两条裤子全
拆了，把两条裤腿腿的后面全撕下来，裁裁剪
剪，把发白的那面向里，并分别在屁股和膝盖
处，糊了两块翻过面来的大补丁。用两条旧裤
子为我翻新了一条新的喇叭裤，而且熨得板板
正正的。我也算拥有了人生第一件不是新衣
胜似新衣的衣服。记得当年我曾在二嫂陪送
的大衣柜的穿衣镜前，翻来覆去地照了一遍又
一遍。心中的那个美那种乐，无法言喻。反正
是开心了好多天。一直穿到烂得不能再穿为
止。当然我非常感激二嫂，她让我第一次懂得
和拥有了体面。

可真正完全穿上新衣是在 1989年我考上
师范的那年的秋天。

那年姐姐已经初中毕业一年，并且在我们
学校的校办印刷厂帮忙。记得那年流行黑底
金色竖道道的西装，姐姐用她第一个月的工资

给正在读高中的三哥买了一件新衣，又用剩余
的钱给她自己做了一身当时非常流行的西装，
穿上后显得身材修长修长的，格外漂亮和窈
窕。

可是由于我要去商丘城里读书，姐姐硬是
把自己仅仅试穿了一次的西服送给了我，说自
己在家咋都好凑合，不能让城里人笑话妹妹。
而我竟然没有任何推脱和客气就给姐姐穿走
了。那身西装使我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
城里人寒酸，反而令我自信满满。其实姐姐彼
时刚刚走上社会，下一步就要面临介绍对象找
婆家，也是正需要打造形象的时候。而我竟然
不懂事地穿走了那身对姐姐来说，也是生平第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衣。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的好自私，好不懂
事。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可以自私成那个
样子。我将为此深深自责一辈子，甚至在姐姐
面前忏悔终生！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生活有了好转，再也
穿不着补丁衣服了。特别是结婚后，因为没有
什么负担，自己基本上是想穿啥就买啥了，几
乎是一年四季穿新衣。上百块钱的，上千块钱
的衣服都曾买过。可是我无论穿上多么时尚
的新衣，都已无法再穿出过去的那种喜悦，还
有那份难得的温馨、美好与感动了！

难忘那年的新衣裳

已亥秋气澄，澄湛耀上京，
京师阅雄兵，兵势雷霆动。
动威朗日高，高阳沐禁宫①，
宫阙呈峻紫，紫气凝燕岭②。
岭巍观战阵，阵容堂堂正，
正步动长街，街阔战车隆。
隆隆声威震，震撼破长空，
空域展雄姿，姿威腾巨龙。
龙腾壮中华，华夏飚雄风，
风卷残云势，势猛举世惊。
惊天泣鬼神，神威势彪炳，
炳赫长空浩，浩荡麾③武擎。
擎舞心力凝，凝聚三军威，
威猛势长恒，恒定报国情。
情系家国安，安邦建军功。
功卓军梦圆，圆满中华梦。
梦想必成真，真味今正逢，
逢此国盛世，世人悉称颂。
颂扬威武师，师出万邦崇，
崇尊更精进，进尔铸精兵。
兵具止戈武，武备息兵戎，
戎马神州固，固疆稳国境。

境安国民泰，泰若昆仑峰，
峰高雄师攀，攀高天地清。
清朗志辽远，远大谋卓宏，
宏博军威壮，壮怀国一统。
统一无所憾，憾灭豪气生，
生当做人杰，杰雄照汗青。
青史留英名，名立真豪英，
英气贯长虹，虹光耀苍穹。
穹霄独胜妙，妙色神州映，
映照异彩锦，锦绣万里程。
程遥知马力，力倾托身命，
命运共同体，体现天下公。
公心报家国，国盛军更雄，
雄师慨而慷，慷慨初心定。
定国强兵④理，理坚志成城，
城乡美如画，画中军旗红。
注：
①禁宫：紫禁城故宫。②燕

岭：京郊燕山之峰岭。③麾：指
挥军队的大旗。④定国强兵：三
国·魏·曹操 《置屯田令》 云

“定国之术，在於强兵足食。”

国庆七十周年观阅兵
（飞花令）

□ 谭体英

一
改革开放破困局，
实事求是谱新篇。

“三个代表”指航程，
三讲过后尽开颜。
落实科学发展观，
农不交粮梦笑靥。
发展经济人民富，
展望小康幸福感。

二
社会主义新时代，
走进两个一百年。
国富民强中国梦，
民族复兴逐实现。
精准扶贫已完成，
消除贫困世界先。
人类命运共同体，
彰显华夏最超前。

国庆有感（七律二首）

□ 李合柱

刚金秋、我收到老牛的信。信读
完了，朝霞临窗，老牛的身影向我走
来，激起我往事的回忆。

几十年前，我被分配到柿园去当
教师。这是一个有三百多户人家的
山村。村的南山中间有清水流过，村
子两边是柿林。这里逢阴历初五、十
五、二十五才有一个集市。社员买些
菜、辣椒、盐、酱、油之类，平时却异常
清静。夜里偶尔能听到几声狗的叫
声点缀着小村的平静。

出乎意料，在学校第一顿饭是这
么丰富。肉、鸡，还有蛋汤。不是说
这里生活条件很苦么？怎么吃得这
样好呢？校长看出来我的神色，笑
道:“野鸡肉，老牛请的客。”

“老牛？他是谁？”
“学校的炊事员，当地陇东人，爱

人在农村劳动，带着四个孩子，冬天
还穿不上棉裤呢。学校过节救济他
一些，他总是不要。穷，有个穷志
气。他星期天到北山去打些野鸡兔
子到集上去卖了，换些粮食。”

蓦地，红漆漆的门外出现一个四
十多岁的人来，用纯正的陇东话笑
道:“校长又在讲我了。”“他就是老
牛。”校长介绍说。

我这时才打量了他一下。他刷
子似的短发，显得很有精神、鬓角两
道明显的红印嵌在圆圆的脸上，这是
长期酗酒的象征。

“这人好爽快!”我们之间的来往
频繁了，成了好朋友，星期天他约我
到他家做客，我们谈得很痛快。“咱这
柿园日子那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
一年了。”我把他的话挑逗起来了。
他翻了翻眼说:“这柿园大多数人家
是勒紧裤腰带干活哩，柿子树有的砍
了当柴烧了，剩下的树、粮食都是干
部的，社员别想沾边啦!”

我不解地问道:“那为什么不向

上级反映呢？”
“唉！有啥用哩！”老牛面带愁容

地说，“现在社员生活是医生摆手，没
有治了。”

“将来芝麻花开节节高的日子会
有的。”我安慰老牛说。“我说的只是
眼前，哪能看得那么远呢？”

“是啊，现在，咱村社员是蚂蚁爬
进磨眼里——条条路不平啊。就拿
柿园我家这几棵树来说吧，也给划成
大队所有了。我一家老小要喝西北
风了。”

我听到后感到心中也确有几分
不平，托县委工作的一个同学，走了
走他的后门，老牛几棵柿树算保住
了。老牛什么时候见到我就说:“你
可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哪!”我只有
安慰他几句，也就过去了。

风萧萧，柿子儿熟了。老牛从他
家里给我送来了一小书包柿子，又说
些客气的话，恐怕我不接受。他提高
了嗓门，又大谈了一番柿子经。他
说：“且不说柿子成熟后含 15％以上
的碳水化合物和多量的葡萄糖，它所
含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以及钙、磷、
铁等矿物质，胜过苹果、梨、桃、杏
呢。且不说干制成柿饼还可以治痢
下血哩。用糯米1斤，柿饼10个磨成
粉，再和枣泥掺和做成糕，小儿吃了
效果很好。”

“哦!你还是个中医大夫呢!”我
同意他的观点说。老牛笑了笑又讲
下去，“你听到过柿的七绝么？”“没
有!”我爽快地回答。

一多寿，二多荫，
三无鸟巢，四无虫蠹
五霜叶可观，六嘉实可啖，
七落叶肥大可以临书。

“哦!”我暗暗佩服老牛的知识很
是渊博。

“在民间有铁杆庄稼之称的名字

哩。旱涝保收，可充粮。”“树大强健
是刻章的必用原料对吗？”我接着补
充说了一句。两人相视而捧腹大笑
起来。

晚上，我听了老牛的谈话，心中
像大海似的怎么也平静不了。什么
原因我说不清，我仿佛看到了凛凛寒
风中，他穿着单衣上山去打柴；我仿
佛看到他那幼小的儿子拿着柿子，吃
得正香呢。我调到省城已八年了。
老牛的生活又是怎样呢?我无从知
道。

老牛在信上是怎样写的呢？
老赵：
你接收信令感到震惊吗？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农村生
产责任制。咱们这柿园的变化可大
啦，原先那光秃秃的山上，现在都长
满了果树。原先那渭河沙滩，现在变
成稻田。我原先那救命的几棵柿子
树，现在已是一大片柿子园了。到柿
子热了，一个个的柿子儿悬在空中像
小灯笼，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发光
哩。星期天和孩子们摘下柿子享受
着丰收的喜说，耕种着自己的土地那
是太高兴了。现在，经济上是富了。
但我已宣布戒酒了。因为我和酒交
上了朋友只是为了解愁。这种恶习，
我现在改过来了。

……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想着老牛

的信，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的眼前呈
现……

风，染红了柿树，叶镀红了老牛
的家乡，云染绿了山川。我看到的不
再是萧条山川寂寥的色彩，觉得柿园
抹上了万紫千红的色泽，处在欣欣向
荣的气象里。春风剪裁着山山水水，
和风丽日，繁红嫩绿，树上处处鸟鸣
声声。一川松竹，有桃园几片，蝶儿
忙着……

往事漫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