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2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一

Ｅ－ｍａｉｌ ／ zkwbwll@126.com 组版编辑 王丽丽
铁水牛 77

������西湖十景分布在西湖周围或者
湖上， 十景各有特色， 合在一起代
表了西湖之美的精髓 。 春天 ， 到
“柳浪闻莺” 看漾漾柳绿， 桃红长
堤； 夏天， 到 “曲院风荷” 看映日
荷花， 暗香十里； 秋天， 看桂花银
杏， 艳烧天边； 冬天， 看断桥残雪，
孤山寒梅……游人从世界各地而来，
只为一睹西湖十景的芳容， 但不同
的人游后感受也大有不同， 有的人
觉得她修饰得太过精美， 也有人觉
得她自由纯粹， 悠韵恬适而流连忘
返……抽个空闲， 我带着儿子来到
西湖， 亲自感受她的美。

到西湖那天， 我和儿子一大早
从宾馆出发步行到涌金门入口， 水
汪汪的镜湖铺陈开来， 岸边绿柳叠
翠， 湖面微波荡漾， 一股淡淡的腥
味儿扑鼻而来。 湖的后面是岛和山，
岛是绿盈盈的相望， 山是翠微微的
连环。 坐到摇橹船上， 炎炎夏日的
云闲天阔， 任时光过往， 任日升日
落， 任阵阵微风吹波击岸……我和
儿子在湖中俯仰悠然， 闭目遐想。

一阵大雨过后， 从柳浪闻莺处
下船， 翠柳飘拂， 千柳成烟， 闪着
晶莹的翠绿， 一下向左， 一下向右，
伴随着鸟儿的声声啼鸣， 舞醉了无
数游人的眼睛， 作成诗写到纸上、
落入画中， 终成景致点缀着西湖。

西湖的荷花美到极致， 自然不

能错过。 和儿子坐上游览车来到西
泠桥边， 这世上如果说品性高洁，
我的一票要投给荷花。 荷花 “出淤
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其根茎
长在水中， 承接着一片片微凹的圆
叶， 花开多重， 颜色从淡粉渐变到
玫红， 像极了少女明丽的脸庞， 其
中含苞待放的颜色最浓， 尖尖的花
苞被绿萼托举， 亭亭玉立在碧叶中。
如果说碧绿的荷叶赋画面以宁静，
粉红渐变的荷花赋画面以灵动， 淡
蓝的天空、 烟灰色的孤山则幻化作
背景泼墨写意的梦里江南。 此时，
我和儿子哼着小曲儿， 划着小船，
摇到藕花深处， 眼观四处美景， 真
是既乐哉又悠哉， 仿佛已经成了仙。

西泠桥一侧有杭州名妓苏小小

的墓， 这个命运多舛却穷其一生都
在追求美的女子， 十九岁染病魂入极
乐， 把所有的美留到了世间， 虽遗
憾， 但于她而言是再好不过的结局。
与西泠桥并称三大情人桥的还有断

桥， 据说是白素贞初遇前世救命恩人
许仙的地方， 才有了一眼千年的隽永
缠绵， 但最终被法海镇于雷峰塔下，
以悲剧收场。 另一座便是长桥， 相传
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十里相送的地

方， 长桥不长， 却因两人来来回回依
依不舍而变得悠悠长长传唱千古。 三
座桥都关乎爱情， 相较其他景点的
厚重便显得有些温婉。

承载厚重文化的还有孤山， 站
在中山公园入口处就能看到这两个

字。 中山公园是当年清代康熙下江
南的行宫遗址， 孤山其实只是西湖
的一个岛， 代表金石文化巅峰的西
泠印社、 典故 “梅妻鹤子” 主人公
林和敬的隐居地、 藏有 《四库全书》
的文澜阁等均在孤山， 还有很多名
人雕像， 正是这些人文符号使得孤
山显得越发厚重。

突然下起了大雨， 沿阶而上躲
雨暂停在万菊亭。 原以为皇帝的行宫
该是站在高处， 一览西湖胜景， 却不
料湖景都被松杉翠柏掩映， 巍巍如
压， 雨的光临， 使其婉约的气质都
改变了。 此刻， 身旁的儿子突然说：
“西湖的优点就是暑假里人不多， 拍
出的照片不用把多余的人 P掉”。 我
愕然， 他眼睛里的西湖竟如此钝感
直接……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
式， 更让很多计划难以实现， 例如旅
行。

旅行的好处在哪儿呢？ 有的人是
为了治愈、 有的人是为了回归， 有的
人是为了留下， 而我， 是想把焦虑迷
茫、 疲惫单纯释放， 在翠山碧湖有家
人相伴， 让习惯了浮着的心慢慢回到
起点， 激情满怀地继续赶路。 我， 好
好工作， 儿子， 静心学习。 现在虽还
没有回到起点， 但我这个老母亲的
心， 已经在感受这世间真实了。

������修笔人每隔一两个月， 都会来到
我们校园为学生修钢笔。 晨光洒在校
园里， 我又一次见到了修笔人， 这是
这个学期修笔人第一次来校园， 上次
还是去年中秋节前后来的。

修笔人在校园门口东面的一棵柳

树下停下来， 每次他都会在这个地方
为学生修笔。

我走近修笔人。
与上次比起来， 他瘦了一些， 清

癯的脸上架着一副老花镜， 嘴角挂着
和善的微笑。 衣服上， 还有手指上，
大大小小、 深浅不一、 红的蓝的黑的
墨水印儿证明着他的职业。

修笔人的自行车更旧了， 车子前
面的木板上， “修钢笔” 三个毛笔字
遒劲有力。 自行车大杠和两个斜杠之
间， 挂着一个倒三角形的帆布袋子，
里面装着他的碗筷， 还有衣服。

我的父亲是老师， 所以在同龄人
当中， 我是较早能用钢笔写字的学
生， 也喜欢写钢笔字， 因而对修笔人
打心眼儿里感觉亲近。

修笔人开始摆摊子了，， 他解开自
行车后架上的绳子，， 搬下木箱子。。 打
开木箱子，， 露出一层玻璃，， 里面摆满
了钢笔配件和修笔的工具。。

修笔人修过的钢笔很多。。 他说钢
笔分为三六九等，， 高档的有 ““派克””，，
中档的有 ““英雄””，， 学生用低档的，，
一两块钱。。 他修低档的最多， 也喜欢

为学生修钢笔。
大约十几分钟， 修笔人的生意就

来了。 今天的第一单生意， 是正笔
尖。 由于握笔姿势不端正， 或者钢笔
受到外力后 ， 笔尖就会歪向一边，
下墨就不利索了。 修笔人盯着笔尖看
上两三秒， 拿出尖嘴钳子， 巧用一劲
儿， 左校、 右对， 眯眼再打量， 笔尖
便恢复了正位。 修笔人拿出油石， 轻
轻打磨笔尖。 再试， 钢笔下墨流畅，
大功告成。 修笔人会告诉来修笔的学
生， 钢笔不用的时候， 一定别忘记盖
上笔帽， 因为只有你爱惜它， 它才会
好用。 他还教学生如何灌墨， 如何清
洗皮膛， 并反复安排要用蓝墨水不要
用黑墨水， 因为黑墨水最容易堵住笔
尖， 还有甩墨水的时候， 要用巧劲，
手腕动、 手臂不要用力等等。

课间， 我又跑到修笔人面前。 我
问他： “你修钢笔， 是因为喜欢钢笔
吗？” 修笔人说： “有支好钢笔， 写一
手漂亮的钢笔字， 这是文化人的标志。
我原来当过老师， 是民办的， 教语文，
也教过书法， 后来学校合并了， 我就
不当了， 改修钢笔了。 俺家老父亲做
毛笔， 我修钢笔， 这算不算传承？” 我
不懂是不是传承， 就笑着点了点头。

那个时候， 有同学把笔尖特意折
弯， 这样写出的字有粗有细， 被同学
当作潇洒。 修笔人却不做这生意。 有
位同学提出这样的请求， 修笔人对他

一顿训斥。 他说， 中国字方方正正，
笔尖应该笔直才是。

午后的春光很灿烂。 我请修笔人
帮我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割笔。
只见他左手拿着钢笔， 右手拿着刻
刀， 左一下右一下， 不一会儿， 一句
名人名言， 或是一句祝福语句， 再加
上一叶帆船、 一束兰花、 一枝蜡梅，
便出现在钢笔上， 图文并茂、 赏心悦
目。 这并没有结束， 修笔人还会拿出
一种金黄的颜料， 往图案上一洒， 再
拿出一块绒布， 熟练地一抹， 再看钢
笔上的图案， 金光闪闪， 光彩夺目。

当时和修笔人一同出现在校园里

的， 还有电台交友。 我交了一位笔
友， 信阳明港人， 叫俊峰。 两年间，
我们相互通信， 成为不曾谋面的好朋
友。 这次， 我为俊峰准备了一支钢
笔， 交给修笔人， 请他刻上 “敬请俊
峰惠存”， 还特意让画上了几枝松柏，
寓意友谊之树长青。

傍晚的时候， 修笔人的双手还在
木箱上忙碌。 校园里， 他的身边围绕
着一群活泼的少年。

……
那次之后， 我走出家乡， 再也

没有见过修笔人， 不知道他的这门
手艺有没有后人传承。 算来， 修笔
人现在已入耄耋， 或许他的手艺不
再需要传承， 因为那些金光闪闪的
钢笔， 如今难觅影踪。

感受西湖之美
■王春燕

校园修笔人
■常全欣

������偶尔听到一种说法，孩子投胎的时候
可能是带着前世的恩怨情仇，所以有的孩
子是来报恩的，有的则是来讨债的。 很幸
运，我的女儿是来报恩的。

我的女儿是 00 后，现在是研究生，再
过两个月就是她 22 周岁的生日。 看着女
儿从呀呀学语成长为现在的研究生，过程
虽然很辛苦，但内心真的很欣慰。

女儿从小到大都乖巧懂事， 喜欢学
习，从幼儿园、小学直到考上研究生，在学
习上从来没让家人操过心，邻居常常投来
羡慕的目光，说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记得在某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
婴儿特别聪明，一旦抱习惯了，极易成为
人人害怕的“夜哭郎”，应该尽量不抱。女儿
出生后，我很少抱她，喂奶也尽量躺着喂，
也许是习惯了，女儿醒着的时候大都是挥
舞着小手，蹬着小腿自己玩，从来不闹人。

我结婚前妈妈因为脑出血偏瘫，婆婆
则在女儿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摔断了股

骨头，我和爱人是双职工，只能请保姆照
顾女儿，担心女儿受委屈，保姆换了一个
又一个，后来请姥姥来照看女儿才放心。

女儿的自理能力很强，早早就学会了
走路、说话，从会走路说话开始，自己就学
会下床上厕所、自己穿衣服穿鞋子，虽然
有时候会把衣服穿反，上厕所时也会尿到
裤子上，但基本不会去闹太姥姥。

女儿从小就喜欢认字，记得她两岁多
的时候，有天我爸带她去医院看病，等化
验结果时，女儿问我爸：“姥爷，什么是‘牙
斗眼斗’啊？ ”我父亲很奇怪，就问她：“你
说的什么，姥爷听不懂啊？”女儿往医院的
科室门牌上一指，原来她是在念“牙科眼
科”，连医生护士都笑疼了肚子……

还有一次我下班比较早，便带着女儿
去逛街， 闲逛到七一路一家服装店门外
时，女儿突然压低声音，说：“妈妈，我认识
这几个字，‘末力女人’”。 我抬头一看，原
来是魅力女人，当场就把我笑喷了。 那段
时间，只要是我们家庭聚会，讲起女儿认
字时的这些小片段， 大家都会笑到飚泪，
女儿则一脸无辜地看着大家，不知道大家
在笑什么。

因为某件事情，我与家人发生争执或
意见不合时， 只要我稍微有点不高兴，女
儿就会想办法哄我开心。特别是我妈妈去
世那段时间，总感觉走不出来，每天伤心
之余会情不自禁问女儿想不想姥姥，年仅
8 岁的女儿便会抱着我， 说着安慰的话，
还会给姥爷打电话， 提醒姥爷按时吃药、
打针，注意身体，我抱着女儿小小的身子，
瞬间感觉被治愈了。

女儿上大学后，更努力学习，每年都
获奖学金，但自己并不舍得花，尽量省下
钱让我买喜欢的东西，每天都会抽空跟我
微信聊天，视频通话，跟我分享她的开心
和快乐，提醒我注意身体。放假了，女儿会
为我做可口的美食，拉着我逛街，陪着我
看电影和电视剧，用她自己的方法让我开
心。

现在的我，每天都被女儿带来的幸福
包围，我确信，这个女儿是来报恩的。

来报恩的女儿
■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