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灯下!那一束光
张新安

!!!!!!

吴大婶一觉醒来!觉得身边空落落的!

慢慢伸直右腿!用脚左右在床上打摸几下!

终于确定老伴王知秋未在床上" 她摸到床

头的手机!捺下开机键!眯缝着双眼瞅一下

时间! 已经
!"

点多了" 吴大婶这就感到了

不对头" 老两口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晚

上看完新闻联播!洗洗刷刷就上床歇息了"

#今个儿是咋了$ %吴大婶深感纳闷& 东品

品!西想想!一丝不祥之念!像利器陡然往

她神经上刺了一下似的! 激灵闪现在她的

脑海'#咦( 这老家伙别不是趁我睡着了!见

缝插针! 钻到前楼那个寡妇秋韵家重温旧

情去了吧)*%

秋韵退休前是豫剧团的演员!她九岁登

台!扮相俊美!声音甜润!十四五岁便阎王爷

拍桌子!唱火了+ ,文革%斗-批-改时!为了把

帝王将相从占领的文艺舞台赶下去!演员们

被下放到工厂-农村!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台柱子秋韵下放到永红机械

厂!分配到王知秋所在的钳工车间" 王知秋

那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却已经是有着

近三年工龄的小师傅了" 他初中毕业那年!

正赶上,文革%开始!学校先是罢课闹革命!

以后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在农村广

阔天地里可以大有作为"尽管宣传得天花乱

坠!自幼生活在城市里的王知秋心中还是很

发怵" 他耳闻目睹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心眼

里不想去,大有作为%" 正在举棋不定时!永

红机械厂因生产规模扩大!要招收一批计划

内临时工!于是父母便人托人-脸托脸地让

他进厂当了工人"

那阵子! 多如牛毛的战斗队尚未实现

大联合!沉渣泛起!鱼虾混杂!一些地痞无

赖乘机兴风作浪! 下夜班的女工人身安全

毫无保障!王知秋等一班血气方刚-侠肝义

胆的小青年!在与女工结伴而行的过程中!

虽未挑明! 但却心照不宣地扮演起护送下

夜班女工回家的角色"

当时自行车尚未普及! 女工们趁男职

工的自行车!也并不稀罕" 这天一出厂门!

王知秋便像撒欢的牛犊般! 翻身骑上他那

辆八成新的羊角把自行车" 秋韵紧随其后!

落落大方地给王知秋打招呼道 ',骑稳了

吧$ %,稳了" %,上啦( %说着!秋韵用纤细的

右手轻轻拽住王知秋后腰的衣服! 趁搭着

紧走几步!左脚尖点地!身轻如燕地往上一

纵!屁股稳稳地偏坐到后架上"

俗话说!骑车有三快!下坡-顺风-带女

人" 王知秋握把弓腰猛蹬几下!自行车箭般

划破夜色!向前驶去"

刚走没多远!迎面碰上许晓欣" 许晓欣

是剧团的舞美!与秋韵相恋一年有余!近来

二人因为观点不一致!总是因为保谁打谁!

谁的路线对!谁的路线错!争得脸红脖子粗

的! 弄得掰鼻子伤眼! 已经不欢而散了多

日" 这天!许晓欣想给秋韵个惊喜!特意来

接秋韵! 岂料恰巧撞上秋韵趁王知秋的自

行车!不禁妒火中烧!急不择言地挖苦道'

,我说这段时间咋老跟我呛茬!原来又有相

好的了( 哼..%话没落音!气呼呼地调头

而去!当场给秋韵扮了个大长脸!弄得秋韵

十分难堪&

秋韵自幼参加剧团! 文化基础不太厚

实!但却有着一副认理不认人的倔脾气& 此

时见许晓欣醋意大发!使自己当众献丑!脑

门一热! 也气不打一处来地使劲捶了下王

知秋的后背!着急地道',快蹬!拦住他( %

好在是夜晚!路上人少车稀!王知秋提

足劲儿!俯身弓腰!把个自行车飞轮蹬得像

似风火轮!紧赶慢赶了足有半道街!终于在

一个十字街口的上坡处!追上了许晓欣&

王知秋刚放慢速度! 秋韵便迫不及待

地,噌%一声跳下车!三步并做两步追将上

去!一把拉住许晓欣自行车的后架!顺势往

上一提!将许晓欣拽下来!又辣又冲地质问

道 ',许晓欣我问你 ! 我余秋韵该你的不

该$ %,不该& %,欠你的不欠$ %,不欠& %,卖

给你没有$% ,没有& %,好!我一不该你的!二

不欠你的!三没卖给你!从今往后!咱一刀

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你说我和王知秋相好!中( 你可别后悔( %

说到这儿!秋韵出人意料地转过身!直

接了当地问王知秋',王知秋! 他说咱俩相

好!你愿意不$ 要是愿意!我这就跟你走& %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而且正好砸到自

己头上& 王知秋自然是烧香遇见活菩萨!求

之不得& 但此事传到秋韵母亲的耳朵眼里!

这老太太天生一对嫌贫爱富的鸽子眼!加

上穷日子过怕了!唯恐女儿日后受委屈!一

听王知秋的条件!便一犟鼻翼!撇着嘴角!

操着鄙夷的口气!头摇得拨浪鼓般拒绝道'

,就他一个月只拿二十八毛钱的临时工!想

找俺闺女!那是/墙上挂竹帘000没门1& %

就在王知秋-秋韵二人恋情受阻!剪不

断!理还乱!苍蝇趴到玻璃上!有光明!无前

途的时候!秋韵被召回剧团!排演革命样板

戏!王知秋于年底应征入伍!奔赴祖国的大

西北& 因为担心许晓欣往部队写黑材料!添

油加醋诬告他与秋韵的事!影响自己进步!

王知秋到部队后! 始终未敢给永红机械厂

的工友!甚至秋韵写过信& 天各一方!二人

至此断了音信&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王知秋腿部负

伤!在军区总医院康复治疗期间!认识了护

士吴小玉!听口音不是远人!一叙原来是周

口老乡& 它乡遇故人!倍感亲切& 王知秋伤

愈回部队后!二人书来信往!鸿雁传情!由

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喜结良缘&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王知秋和吴

小玉结婚那年仲夏! 一直默默苦等王知秋

的秋韵!从探家的王知秋战友口中!听说了

王知秋在部队结婚的消息!顿觉肝肠寸断!

魂飞心碎&

正西北黑压压一片!须臾之间!闪电逞

威!惊雷滚滚!雨似箭杆般抖落下来& 秋韵

的精神几近崩溃!她披头散发冲向雨中!狂

奔到她与王知秋曾经无数次漫步的沙颍河

畔!泪水和着雨水!模糊了她迷人的双眼&

多日的憋屈! 如火山喷浆! 一下子迸发出

来!感情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她发疯般呼

喊-痛哭!任风吹雨洗!似乎决意要将积郁

在心中的压抑和不快一下子释放出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2向死而生 !顺时

而行+ 失落归失落!悲伤归悲伤!人生之路!

再艰难曲折还是得走下去的+ 不久!秋韵经

朋友介绍!也与一名外科医生结婚+

百万大裁军那年! 担任团政治部副主

任的王知秋与吴小玉一同转业! 王知秋安

置到政府部门!吴小玉仍干老本行!从事医

务工作!直到先后退休+

秋韵命运多舛!独生女儿大学毕业后!

与男友一起到深圳创业! 丈夫五六年前不

幸死于脑溢血! 鳏寡一人的她退休后一直

独居+

命运! 有时候就像是一个善于捉弄人

的怪物+ 两年前!老城区一带旧房拆迁!王

知秋和秋韵家阴差阳错! 鬼使神差地搬迁

到同一个小区+ 当然!这是乔迁新居后!有

一天王知秋和吴小玉一块儿去超市! 在小

区院内不期而遇秋韵后! 双方这才知道住

在同一个小区+

走过去后! 吴小玉询问王知秋怎么认

识这个举止高雅-衣着不俗的女人+ 王知秋

觉得老夫老妻的! 自己与秋韵之间那段陈

谷子烂芝麻的事!已没有隐瞒的必要!便如

实地向吴小玉讲述了她和秋韵曾经的刻骨

铭心-又颇具传奇色彩的初恋+ 吴小玉尽管

了解王知秋的人品!表面上没有说啥!但内

里从此便多了块心病! 总感到像吞了个苍

蝇一样!不是个滋味+ 不言而喻!她担心王

知秋和秋韵背着她鹊桥再会!旧梦重温+ 这

会儿!见王知秋深更半夜不见了人影!怎叫

她不疑神疑鬼+ 于是!吴大婶穿衣下床!抓

起手电筒!下楼寻找王知秋+ 首选目标!自

然是秋韵家+

在部队历练多年的吴大婶! 像个经验

丰富的侦探! 先在秋韵家楼前楼后观察一

遍!见屋内已全没了灯光!没有抓住实恰的

事!又不敢贸然敲门+ 难道这俩人出去浪白

去了$ 吴大婶决定先扫清外围!在小区圆圈

找找!如果附近不见人影!就在秋韵家的楼

门口蹲点守候!追根究底!今儿个非弄清王

知秋干啥去了不中+

主意拿定! 吴大婶深一脚浅一脚地出

了小区大门!拐弯上了宽阔的大路+ 老远!

就看到橘黄色的路灯下!蹲着一片人!她好

奇地近前一瞅! 见都是小区门里门外的街

坊!有掌鞋的姜瘸子!卖糊辣汤的白老歪!

修自行车的魏大喜!算卦的半仙刘瞎子!卖

干鲜水果的洪亮!脑溢血后遗症-半身不遂

的退休干部吴自立!还有三两个不认识的!

呈扇形围坐在王知秋前面! 一个个都支楞

着耳朵! 听王知秋给他们念报纸',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

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 与人民同

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

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

答卷+ %光线暗淡!王知秋戴着老花镜!脸几

乎贴到了报纸上+

明眼人一点就过! 吴大婶顿时明白了!

这些人每天早出晚归做生意!白天没有空学

习党的十八大精神!老伴是在利用晚上的时

间!组织他们学习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她顿时

意识到错看老伴了+一刹间!所有的疑惑-猜

忌!全都散了个净!只觉得心头一热!不由自

主地推上手电开关! 一束明亮的光柱!,刷%

地投向王知秋眼前报纸的字里行间+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 李 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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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本书
吴昌中

!!!!!!

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真正意

义上读书 -爱书 !并被一本书深

深打动!还是在上大学以后 + 那

是一个健康 -向上 !阳光明媚的

年代+ 大自然很清洁!很新鲜!人

的心也很纯净 !很朗润 + 那时的

我自卑而且孤僻!是一个来自农

村的苦孩子!不阳光-不合群 !对

公共活动常常敬而远之 + 于是 !

常常就在课余时间 !来到学校图

书馆借一本书 ! 然后走出学校 !

在校门外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

岸边躺下读起来+ 累的时候就头

枕书包!把打开的书盖在脸上眯

一会儿+ 那时!打动我的一本书!

当是肖凤写的3冰心传4+ 主人公

曲折的人生经历 !温婉 -恬静的

外表!敏感-多情的内心!可歌可

泣的爱情!尤其是那引在书中的

一首首小诗!诗里流露出的朦胧

的感觉 -幽渺的情绪 !以及对自

然与人生的爱和颂赞 !读起来真

是一种美的享受+ 感觉心灵一次

次得到净化 -洗礼 !精神一次次

得到振奋-舒展 + 我至今还能全

文背出冰心赴日留学时写于海

上航船中的那首3惆怅4+

改变我对哲学的认识 !并极

大地加深我对哲学这门学问兴

趣的! 是一本由美国人威尔5杜

兰特写的3哲学的故事4& 严格说

来! 这是一本讲述西方哲学史的

书& 从中我了解了苏格拉底以及

其妻-其死的故事2柏拉图以及其

雅典学园的故事2 亚里士多德以

及其作为一个多学科知识的集

大成者的故事 & ,烧掉所有的图

书馆吧! 因为一切知识都在他的

脑子里了 %! 这句比喻亚里士多

德博学多才的名言! 我至今印象

深刻& 当然! 还有泰勒斯及其与

色雷斯少女井边遭遇的趣事 2第

欧根尼作为一位犬儒主义者的

怪异而又耐人寻味的言行 & 3哲

学的故事4 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哲

学原来这么有意思 ! 高度抽象 -

枯燥的理论原来可以这么生动 -

形象地呈现出来& 这本由三联书

店出版!上-下两册的3哲学的故

事4! 至今仍珍藏在我的书架上!

虽然它的装帧- 设计远没有今天

的许多书精美- 大气! 而且书页

也都已经泛黄-变脆了&

最使我爱不释手的一本书 !

当属原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

基的3金玫瑰4& 这是一本讲述文

学创作的散文集 !其中的每一篇

都令人感动- 难忘! 可谓字字珠

玑!篇篇锦绣&3珍贵的尘土4中夏

米和苏珊娜纯真又悲惨的爱情 !

3夜行的驿车4里安徒生和葛维琪

奥莉传奇又酸楚的相逢! 让人百

读不厌& ,每一分钟!每一个无意

中说出的字眼! 心脏的每一次不

易察觉的搏动! 一如白杨的飞絮

或夜晚水洼中闪耀的星光000无

不都是一粒粒金粉**而作家 !

以数十年光阴筛取这一粒粒微

尘!不知不觉将其聚拢在一起!熔

成合金 ! 然后铸成我们的金玫

瑰000小说-散文-或长诗&%作者

在3珍贵的尘土4一文结尾处这段

对于文学创作艰辛与意义的精彩

议论! 至今我几乎可以一字不落

地背下来& 因为!它!以及文中夏

米打造金玫瑰献给心爱的姑娘

苏珊娜的故事 ! 使我深深感到 '

一个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职

业!有着与文学创作同样的艰辛

和意义& 甚至 !我那一届又一届

学生堂上思考 -课下苦读 !对知

识和理想孜孜以求的情景 !又何

尝不是如此$ 3金玫瑰 4!一本美

不胜收的文学经典&

武汉大学教授樊星! 在一次

演讲中说到!很多人走向成功!是

因为他找到了那本属于自己的人

生宝典& 我只是一个并没有取得

任何值得炫耀的所谓成功的普通

的爱书人! 却也在用一生的时间

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宝典! 像寻找

一位恋人!像寻找一份缘&新世纪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仍在

通过不同渠道! 寻找着更能打动

我心灵的一本书&前几天!我在一

本3书摘4杂志上!读到了摘自曲

黎敏3生命沉思录4中的一段话 '

,人生最终的成败在于格局!而与

聪明等无关& 现在的年轻人太过

聪明了! 反而容易耽误自己! 那

种温柔敦厚-肯吃苦-懂得感恩的

孩子靠谱! 但现在有的人不敢教

育孩子/厚道1!总怕将来吃了亏&

其实这种人就是一个算计心理 !

但目光有些短浅&从长远看!温柔

敦厚之家!才能百毒不侵!才能走

得稳当而长远&这就叫做/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1& %

我相信这就是我下一本要

寻找的书&

我以为 ! 爱书人的一生 !就

是永续寻找一本书的过程&

莫言的"陈州杂吟#

侯俊豫

!!!!!!

著名作家莫言问鼎
."!.

诺贝

尔文学奖成为近段较热的新闻之

一& 就是这么一位文学大师当年

在获知淮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后 !

曾欣然接受请求抒诗一首'3陈州

杂吟4& 要了解莫言为淮阳抒诗的

经过! 不能不提淮阳县人大常委

会原主任- 淮阳县慈善总会会长

张继成& 近日!记者见到了他!并

了解了他和莫言一面之交及莫言

赠诗的前前后后&

,前不久!听到莫言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消息! 我在感到惊喜

之时! 也勾起了和他有过一面之

交的回忆& %见到记者!张继成开

口便如是说& 与莫言的那次谋面!

屈指算来已经九年多了 & 那是

.""4

年!县里借鉴外地经验!由他

组织编写一套 3淮阳历史文化丛

书4!计划作为
.""5

年首届姓氏文

化节的礼品馈赠嘉宾& 当年
6

月

上旬!他便带着重托到了北京!邀

请老领导与名人为丛书题词 !并

联系编印出版具体事宜&

在淮阳老乡的热心帮助下 !

张继成先后请新华社原社长穆青

题写了,淮阳历史文化丛书%书名!

请曾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委

书记的宋照肃!曾任河南省委书记

的马忠臣及军旅著名作家魏巍书

写了题词!还请时任光明日报副总

编辑的赵德润写了序言&

6

月
/

日这天! 在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的老乡胡建波介绍下!张

继成约请已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

报社工作的知名作家莫言为丛书

题词或作序& 这天上午
$

时!莫言

如约而至& ,第一眼见到莫言!我感

到有点意外& %张继成说!,他穿着

很普通的短袖衬衫和长裤&从他不

起眼的衣着看! 似乎不像个大作

家&方型脸上长着一双小却特别有

神的眼睛! 操着地道的山东口音!

说话缓慢而沉稳&我们向他表达仰

慕之意时!他谦虚地介绍说'/我是

个农家子弟!只上过五年级!后来

当了兵!才又有了学习的机会& 因

为自幼就喜欢写点东西!到部队有

了比较好的条件! 我就写起了小

说& 1问他小说怎么写得那么生动-

有趣!自成一体& 他说'/我的小说

多是取材于家乡的故事!或是少年

时的经历与感悟!书里散发着很多

乡土气息&土就是我的作品最大的

特色& 1%

接着!张继成又介绍说!当他

向莫言讲了淮阳有关的历史典

故-风土人情及编写3淮阳历史文

化丛书4的构想!请他作序或题词

时! 莫言想了想微笑着说',这不

是我的强项! 我从事的是文学创

作!我阅读下你们提供的资料!写

点短文吧& 啥也不写! 对不起你

们& 不过! 用不用由你们斟酌处

理& %,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结

束时!他又给了我一个惊喜& 莫言

说'/刚出版了一部小说 3四十一

炮4!送给你一本& 1他打开扉页!

流利地写上'张继成先生雅正!莫

言& 我接过书!激动不已!连声致

谢& 他依旧谦和地说!供你闲暇时

浏览& %

!"

多天后! 从北京回来的张

继成便收到了由老乡胡建波寄来

的信函! 里面是莫言用自己不曾

用过的体裁五言诗写的一首
.4"

字的3陈州杂吟4& 这个可见大师

功力的作品被收录在 3淮阳历史

文化丛书 4的 3陈风流韵 4这本书

中&

张继成说! 那次与莫言相处

时间虽然不长! 但让他领略了低

调- 谦和的大师风范! 确实有种

,与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的心

灵感触&

无独有偶!前不久!记者和淮

阳县政协副主席张继华一次闲谈!

聊到著名作家莫言为淮阳抒诗,陈

州杂吟%之事时!他又提供信息称!

由中华书局主办! 国家文物局-建

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

委员会协办的3中华遗产4杂志!在

.""5

年创刊号上曾收录了莫言所

写的3陈州杂吟4&记者随后在网上

搜索一下! 发现张继华所言确凿&

能够被国内首份关注自然-文化和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权威杂

志看上!可见莫言写3陈州杂吟4的

功力及昔日有陈州之称的淮阳历

史文化的分量&

附!"陈州杂吟#

莫言

淮阳古陈国!巍然镇中州"

民族发祥地!文明古源头"

羲皇演八卦!白龟呈瑞祥"

斯文定姓氏!琴瑟和乐章"

神农尝百草!放火烧蛮荒"

教民制耒耜!播种谋稻梁"

此后五千年!群贤纷登场"

孔圣三驾临!蒲茎充饥肠"

白起拔郢都!暴秦一旦亡"

更有曹子建!追谥陈思王"

七步成佳句!洛水流华章"

晏殊填新词!香径独徘徊"

花落花复开!燕去燕归来"

范公揽明月!弯弓射天狼"

武穆三复城!壮怀何激扬"

汲黯卧治淮!包拯放粮来"

苏辙读书亭!狄青梳洗台"

乐舞担经挑!粉墨梨园春"

闻声思旧友!无泪可沾襟"

女娲抟泥处!曾栖双凤凰"

凤凰何处去!泥狗声悲凉"

忆昔河南游!听君歌淮阳"

曲终人不见!踌躇复彷徨"

墨 宝
戚富岗

!!!!!!

提起张云羲!在古城很少有人

不知道的& 老先生的书法远溯,二

王%!中取颜-柳!后习王铎-郑燮-

何绍基! 博采众长又自成一体!用

笔遒劲洒脱-取势恣肆雄浑-结体

严谨奇崛-章法错落参差& 二十岁

就已有,古城秀笔%之誉&可他不求

闻达!淡于浮名!一直以教学授馆

为生& 时下已七十有三!身体还算

硬朗& 平时很少外出走动!只喜在

家中种花草-读诗书&

这次贺知县到任后的第一件

事! 就是让刘师爷去求几幅张云

羲的墨宝&

这差事还真让刘师爷作了

难& 若换作其他人的字都好说!就

是省里-京里哪位大名家的字!刘

师爷也能想办法弄回几幅来& 可

这位张云羲的字从来不卖! 哪怕

你搬个金山银山! 照样会被拒之

门外& 还有张云羲赠字也从来不

看来人的身份! 越是显官贵人去

求字越可能碰钉子& 有时求字之

人非常穷困潦倒! 他反倒会挥毫

泼墨!慷慨相赠&

难归难!知县大人交办的差事

又不能不办不是&刘师爷没有直接

去找张老先生碰钉子- 讨没趣!而

是在城里大大小小经营字画的店

铺里转悠& 什么翰墨轩-古香斋的

刘师爷都逛了个遍&店铺里挂有张

云羲墨宝的倒是有那么几家!可是

老板们却是众口一词',张老先生

的墨宝是本店的门面! 再说了!是

向老先生保证过的!绝不会拿他的

字去卖钱!所以断不能卖& %

一晃几日过去了! 刘师爷向

贺知县诉苦',求张云羲的字和求

东海夜明珠没什么区别! 几乎是

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能**%

贺知县笑了',真比求东海夜

明珠还难$ 你看我这里怎么已有

了两幅$ %说着贺知县取出两幅画

轴&

见刘师爷惊奇地瞪着两眼 !

贺知县又笑了!,现在你就和我一

起去见见老先生& %

刘师爷赶紧冲外面喊了声 '

,备轿& %

贺知县却道',不!步行& %

张老先生住在城西& 几间草

屋-一个小院&

贺知县推开院门见一位老人

须发皆白!急忙屈身施礼&

寒暄几句之后 ! 贺知县道 '

,先生的贤名誉满古城!在下十分

敬重& 此次是受京城石大人之托!

专程来拜见先生的& 您有何吩咐

就只管讲& %

贺知县所说的京城石大人指

的是朝中的石松亭石大人!贺知县

原是石松亭的门生&且说石松亭年

幼时家境贫寒!而张云羲当时是他

的老师!不仅教他读书识字-吟诗

作赋!还曾在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

助&石松亭自幼聪明!且读书刻苦!

后来高中榜首入朝为官!仕途一直

顺畅!直至显位& 石松亭飞黄腾达

了!自然忘不了恩师张云羲& 以前

曾多次差人或写书信问老先生有

何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可张老先

生总是那么一句话! 生活得很好!

没啥困难也没啥需要&这次贺知县

来古城赴任之前!专程去拜望过石

松亭&贺知县知道石松亭的老家就

在古城!就问他在老家可有什么事

情要办&石松亭说',家中亲人都已

不需自己挂心& 只是有一位恩师!

至今仍很贫苦!一直以来很是过意

不去& 这些年来!家乡亲友故旧都

或多或少的有事求我帮助过!只有

这位恩师从没有让我办过一丁点

的事情& 此次你去古城!能关照些

最好&%有了石松亭这番话!贺知县

自然尽力&

张老先生的回答大意在贺知

县的意料之中&

,上了岁数了 !饭量也减了 !

一天有一斤面熬粥- 烙饼足可以

充饥!别无他求& %

贺知县叹气&

少顷&贺知县道',近日来&找

先生求字的可比先前多些$ %

张老先生手拂胡须回答',近

年来眼也花了! 手握笔时也总是

颤抖& 可还总是有人为求字而找

上门来& 说来也怪!这些日子每日

登门求字的比以往更要多些& %

贺知县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

,那是因为在下在求先生的字& 先

生是心如清水!无欲无求!可能做

到像先生这样的天下能有多少 $

古城能有多少$ 大多数人还是希

望能得到本县关照的& 他们既知

本县深爱先生墨宝! 自然倾力投

本县所好& 不瞒先生讲!本县手上

现已有几幅先生的墨宝& 这些墨

宝已有人正快马加鞭送往京城 &

我相信很快就会挂在石松亭石大

人的书房里& 到那个时候!先生的

字会很快在京城成为香饽饽的 !

来求字的人自然就不一样了& 甚

至连巡抚道台们都会在先生的书

案前排成长队的& 先生也很快会

成为名动京城的一代大师**%

不久后!贺知县突然想到!应

该再去看看张云羲老先生& 争相

求字的情景一定很热闹的! 贺知

县想&

贺知县从缓缓落下的轿子里

走出来! 他的眼前依然是几间草

屋-一个小院&

紧接着跃入贺知县眼帘的是

两个特别醒目的大字'封笔&

高山!平湖 馨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