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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亲人

因为懂得所以相遇。
年过半百，我与乔姐在寻找美和知音

的转弯处，高山流水，不期而遇。我眼中的
她，无论人才、样貌还是心灵、性情，皆由内
而外，如花绽放。惺惺相惜间，我们成了默
默相知的好姐妹。

我常主观地认为，能做美容师的人，首
要条件是自身美丽，再就是得有一颗真诚
的心，一份明净的情，让你心甘情愿顺从与
她，被她摆布。那样，她会为你描摹一对浓
淡相宜的秀眉，画就一双顾盼生辉的凤
眼。经她修容饰貌、化妆造型后，你就是她
创作的作品——一个学会美、懂得美的美
丽女人，也会拥有像她一样的美丽和自信。

她常说，我们俩一样，都有梦想，都精
神富足。我知她退休后最开心是拥有了更
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她说，我得赶紧捡拾
起我热爱的书画临摹书写、多年尘封一直
没顾得上看书欣赏阅读、我的原创自媒体
公众号要常更新。还有，我们要常品茶对
话，你弹琴，我写字。她说我的断舍离，是
事业与生活的选择，我选择适时放下。

我说你是跨界精英，但又总是那么从
容淡定，完全没有疲于奔命的一点迹象。

你看那笑脸，常是笑靥如花，将美丽绽
放。品茶聊天中，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不经
意间掠过你心灵的窗，即可抚慰你沧桑的
心，安顿你受挫的情，让你忘却烦恼，随她
开怀大笑。我说你是励志姐。

你听她说话。像是受过专业训练似
的，举动有生气，声音音色好，不仅字正腔
圆，还皆是句句中肯受听，想你所想，诚心

助你摆脱一地鸡毛，欣闻现世美好。我说
你是知心姐姐。

走近她，品味她的好性情。虽已花甲
之人，但依然有着少女般的娇羞可爱、入心
温柔。那天她抱着她的爱猫，对着满是愁
苦的我说：“你看她，多温柔，温柔可是咱女
人最好的武器，以柔克刚嘛！”随意一句话，
润我细无声。此后每每遇事想发作，总能
想起她，想起她说的话。这一缓冲，省却多
少无意义的争执和烦恼。

最欣赏是她一双灵秀巧手。除过作为
化妆师，她能美化你的容颜外，竟还写得好
文、好字、好画作。她的文章，内容广泛，涉
略妆容、书画多领域；她的书法，功夫在书
外，灵动跃笔端；她初学画作，已是峰峦叠
嶂好景致……所有，都在热爱生活的她的
视野之内取材，那是因为她从来以热爱的
姿态善待生活。

我总结她：“作文，你写美好时光下午
茶；写字，你临从容娴雅劲豪健；妆容，你化
浓妆淡抹总相宜；待人，你做到春风化雨润
无声。”

这就是我眼中的美乔，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这是我的好姐姐，将正能量定格，把
美好传递。

美乔如花美乔如花
武凌翔武凌翔

友人友人

父亲的离去让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
中。在那个至暗时刻，父亲的书像一束光
带我慢慢走出。这个过程很长很慢，也很
艰难。

我开始读父亲的书时，并没有读书计
划，只是从书架上随意拿了几本来读，这是
接近父亲、了解并感知父亲最直接的方
式。那时，泪水常常模糊视线，想的都是我
们在一起的日子。

不知是哪一天，我看到了几行文字，立
即被深深吸引，“……他的文章总保有亲切
家常的风范，我这样说，作为一个对人类社
会学完全外行的人，读费老的学术随笔，也
可以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且有所获
益。所有艰深的学术问题，费老都能讲得
浅显易懂，而且使人产生兴味……总令你
如沐春风……”让我心里一震的是这几个
词“亲切家常的风范”“所有艰深的学术问
题……讲得浅显易懂，而且使人产生兴
味。”“令你如沐春风”。这些词让我感到由
衷的亲切，不由得眼睛有些湿润。我在

“《李国涛文存》讨论汇编”上，看到许多作
家谈论父亲的文章文风，都这样评论过，这
些描述给我印象很深。在这篇文章里父亲
是在谈哪位大学者呢？文章标题为《文学
圈外文章高手》，写费孝通先生的，他是社
会学、人类学的宗师。父亲说，费老能把一
件大费周折的事解释得简单又有趣。“说到
英国过去上院和下院的关系，我忘不了他
的比喻：‘在下院说起上院时，只是‘议会的
那边’（Other House）好像一个受气的媳
妇用手指头指指隔壁，代表婆婆的意思，’
谁能不会心一笑呢？”读到这里我也一下子
笑了。那是父亲走后我的第一次笑容。

之后我沉浸在读父亲的书中，我抄写、
朗读他的文章，我在书里汲取营养，父亲在
书里教会我许多道理。

父亲所写的随笔涉及面广，数量很大，
多是文化随笔，涉及古今中外典籍很多。
父亲是一位博览深思、有学问且有趣的学
者，他以敏锐的眼光，新锐的见解，写出这
种文化随笔，这些随笔来自他读“万卷
书”。父亲的文笔优雅，萧散有味，兴味盎
然，让人受益匪浅。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博
大的世界，那是父亲的世界。我知道了许
多大家、学者，许多高尚、博学又风趣的人，
领略了花草树木、山川江河之壮美，还了解
到一些海外学人、外国学者的文化情感和
生活趣闻，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父亲的文章读起来很亲切，像跟你聊
天似的，谈论一些普通的事情，然后用浅显
易懂的语言引领你了解一些文化知识，让
你在不知不觉中受益。比如《说糖炒栗子》
一文，那是大家多么熟悉的事情。父亲写
得趣味盎然又富有知识。他从看到的一幅
美国当代画家安德鲁斯·怀特的名画《炒栗

子》谈起，三言两语勾勒出画中年轻的炒栗
女士和这幅油画的背景，继而说到“秋冬之
季，中国北方的街头，老是有这种糖炒栗子
味，很温暖，很甜。你走过炒锅，有时还听到
一声沉闷的爆音，那是一个栗子硬皮裂开
了，炒锅里升起淡淡的蒸汽，香味浓起来
……”多么诱人的气味和声音啊！接着父亲
引出“李和儿炒栗”这一有名的典故，说它竟
与爱国情怀有些联系。他引用宋代诗人陆
游的记载和周作人的诗“长向行人供炒栗，
伤心最是李和儿”来讲解此事。文章还说到
法国诗人艾吕雅写德国法西斯占领巴黎以
后的情怀，有一句说：巴黎街头再没有炒栗
子的香味了。这是多么动人又耐人寻味的
一句，让你想读。父亲总能把一件小事写

“大”，总能和文化联系起来。在一篇不足两
千字的文章里，父亲旁征博引，典故、轶事，
随手拈来，使一件平常的事变得丰富有趣充
满知识，这是父亲随笔的一种风格。

父亲在《北宋文人的大度》一文里谈到
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事情，
很感人。“那个时期，文学界里相互宽容，且
互作扶持，真是大度而风雅。”他们共同形
成一个壮观的文学时代。后来王安石变法
改革，与欧、苏形成不同朋党，互相迫害，但
苏轼受辱贬谪，路过金陵，知道王安石已告
老退休，他又去看望，两个老友见面谈得很
好，冰释前嫌。文章震撼人心，让我对苏轼
想有更多的了解。正好父亲《在苦难中的
超越》一文里，谈到王水照和崔铭合著的
《苏轼传》，给予很好的评价。我立刻在父
亲的书柜里找这本书来读，果真是一本好
书，让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我想，按照父亲
的推荐去读书，真是一个好方法。父亲认
可的书，准好。

每当我抄写完一本父亲的书时，总有一
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不愿放下手中的笔，总
觉得笔尖上还有父亲的温度。掩卷而思，我
会想到英国作家伍尔夫在评《伤感的旅行》
一书的一段话，“恰如潮水漫过海滨，把每一
条波纹、每一个漩涡都留在沙滩上，仿佛刻
在大理石上似的。”父亲的书正是如此。但
是于我，它是镌刻在我的心中。

小说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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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越是不笑，周幽
王越是想要她笑，美人的
笑，在周幽王心目中比江
山社稷都重要了。他公
然颁旨，谁能让爱妃一
笑，赏赐千金，加官晋爵。
这一道圣旨，将宫廷贪欢
和骊山烽火台牵扯在了
一起，也就要打破西周的
安全秩序了。

给周幽王出点子的
是虢石父。他要周幽王

登上骊山，点燃柴草，戏
弄诸侯一把，在烽火狼烟
里 欣 赏 美 人 的 笑 颜 。
好！只要美人能笑，能过
一把瘾，有什么豁不出去
的？美人尚未笑，周幽王
早高兴得捧腹大笑了！

虢石父这鬼点子还
真灵验。

周幽王拥着爱妃登
上了烽火台，一声令下，烽
火四起，烈焰腾空，顿时号
炮冲天，鼓声如雷。各方
诸侯带领将士匆匆赶来，
跑得气喘吁吁，热汗流淌，
却怎么骊山下风平浪静，
不见侵敌？正纳闷，只听
周幽王高声喊道，没有战
事，只图爱妃一笑，大家回
去吧！一时间，诸侯将士
怨声载道，偃旗息鼓，踏着
黄尘疲惫地归去。褒姒看
得惊奇异常，禁不住笑出
声来。美人一笑，周幽王
也乐得欣喜若狂。好啊，

这把火没有白点，总算如
愿以偿了！

不说周幽王奖励虢
石父千金，只说不久骊山
告急，真的燃起了烟火。
那是西戎国的将士杀到
了镐京，周幽王慌忙命令
点火求救。可惜，狼烟冲
天不见将来，火光熊熊没
有兵到，各路诸侯以为又
是周幽王和爱妃闹着玩
呢！前回的怨忿还未消，
谁 还 愿 再 充 傻 冒 去 上
当？西戎兵马轻而易举打
过来了，闯入城中，杀死了
周幽王，抢走了褒姒，还一
把火烧了周幽王和美人寻
欢作乐的宫殿。在冲天的
火光中，西周王朝化为了
灰烬。周幽王的行为应
了句现代话：过把瘾就
死！周幽王的死因不用
再细说，很简单，就是破
坏了既定的
攻守同盟。

牛吃了青
草为什么那么

有力量，马吃了青草后
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因
为青草接受了阳光的照
射，它把太阳的能量经
过光合作用收藏在草叶
纤维里。那么吃草等于
吃到了太阳发出的能
量。粪便晒干了之后，
燃烧发热也是因为它收
藏了太阳的能量。太阳
的能量储藏在树里面、煤
炭里面、草里面、岩石里
面，也储藏在人的身体和
血液里面。尽管天上只
有一个太阳，它却让全世
界的生物获得生机。

说他们四人是小羊
羔不对，小羊羔白，头上
的毛是卷曲的，两只小
犄角像葡萄那么大。他
们四个呢，海兰花穿一
件绿短袖褂，巴根穿着
一件蓝色的长袖衣服，

金桃穿着一件红衣服，江
格尔穿着紫衣服。那么
他们就是红色、绿色、蓝
色和紫色的羊羔，头发都
是黑色的。这四只四种
颜色的羊羔蹦蹦跳跳，为
村里捡越冬的燃料。

江格尔累了，坐在地
上，对巴根说：“牛为什
么不多拉点粪呢？牛应
该站在咱们面前啪嗒啪
嗒一直拉粪才对。”

巴根说：“牛没有吃
那么多草，怎么能拉那
么多的粪呢？它必须吃
足够的草才拉粪。”

江格尔说：“我长大
养一头牛，早上拉粪，拉
到中午再拉到下午，然
后拉到晚上，一天能拉
出一堆粪，这多好啊。”

金桃说：“你的牛一
天就拉出一堆牛粪，那
不出三天你从家门都出
不去了。一座牛粪山把

你们家门口全给堵住
了。”

江格尔想象黄澄澄
的粪山挡住了他家刷绿
漆的门，不仅人出不来，
也进不去，他很生气，
说：“牛粪把你们家的门
口堵住了。”

金桃说：“你们家！”
江格尔说：“你们家！”

“你……”
“你你……”

岳父去世已六七年，每每想起，他的
音容笑貌，总浮现在眼前。

岳父出殡那天，我是流着泪送他老人
家的。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
到伤心处。”村里看热闹的人，都说我这个
女婿哭得这么伤心，难得有一份孝心。我
的泪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一点也没有
做作。

岳父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从小父
亲走得早，是母亲把他们兄妹四个拉扯
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岳父参加劳动
早，结婚早，过早承担起家庭重担。也曾
出去闯荡，在北京当工人，三年自然灾害
期间，为了养家糊口，放弃北京正式工作，
回乡刨地，回归为农民。

在艰苦的农村长大，岳父吃苦耐劳，
脾气直率，爱憎分明。也正是正直善良的
家教，他的子女们个个忠厚朴实，特别是
女儿们，永远都是做在人前、吃在人后，先
别人后自己，也赢得了左邻右舍、周边知
情人、交往过的人的普遍赞扬。

我与岳父共同生活相处不多，我在外

参军工作，每年过年或偶有探亲时相聚，
才有交流。更多的是我们是一个属相、生
日只差一天，又有同样的眼睛里揉不进沙
子的性格，他爱好虽不及我那么多，但每
每说起喜欢的，我俩总是一拍即合。我知
道他爱下棋，常带几副象棋回家给他。每
当我去岳父家，翁婿之间总是和谐融洽。
他了解我的喜好，总是把他认为我喜欢
的，也是他认为较好的东西，拿出来让我
吃，让你吃在嘴里，暖在心里。之后，邀请
我与他对弈。要不，就把他的棋友叫来，
我们一同鏖战。一旦“战事”开始，就没有
长幼之分，有时互不服气，场面紧张热
烈。在一起，玩一玩，乐一乐，那种感觉，
真是包含着亲情、感情，让你高兴、愉悦。

他活着的时候，是家里的“中心”，是
“开心果”，过年子女欢聚，三桌都挤不
下。对我而言，我的父母先他而去，他不
仅是我的长辈，更是我生命当中的依靠。
他走了，走的是一位长者，更是一位知己、
一位棋友、一位朋友。现在回家，总是有
些失落。虽然岳母很热情，但更多的只是
敬重和怜悯。

我对岳父的评价是：生前，生儿育女
敬老护幼勤俭持家劳苦功高；逝后，遗德
留名庇祐子孙光照后人风范永存。是啊，
岳父走了，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始终是后
辈们的榜样和标杆，一定会激励后辈儿孙
奋发有为，不断进取；后辈们健康平安，幸
福安康，是他的所愿所想。

泪送岳父泪送岳父
靳广英

是您带我去看博大的世界是您带我去看博大的世界
李如玉/文 牛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