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跟孙哥发小， 从小到大
一块儿玩， 如今满头白发， 两
家还没断。

孙哥他爸， 我孙大爷是个
老木匠， 一身的好手艺。

孙大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在单位里是个木工 ， 听他说
过， 那个年代， 单位里的木工
每天主要工作就是修门窗、 修
办公桌椅， 那时的木材珍贵。
到了改革开放， 有了议价木材
一说， 北京西郊有家木材厂，
生意那叫一个兴隆 ， 但也得
“有路子” 的采购员才能买到。
孙大爷说， 厂里采购员买来少
量的议价木材， 厂里做办公家
具的事才多了起来。

木匠真正显贵， 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
一直到世纪之交。 那段时间孙
大爷可真牛啊！ 风光！ 上世纪
七十年代末西四家具店凭票供
应西式板式假腿家具， 漂亮！
栗色的大衣柜、床、五斗橱，一
水儿的假腿儿，流行、风靡！

我的记忆里， 那时还住平
房 ， 村里李大爷二儿子要结
婚， 李大爷春天就和儿子骑着
自行车起早摸黑儿去西郊木材
厂排队买木材 。 买什么木材
好， 李大爷也早和孙大爷问好
了： 水曲柳儿最好， 柞木也不
错，都属硬杂。 红松也不错。

李大爷说 ，我打听了 ，这
一批木材桦木多，行吗？ 孙大
爷 叼 着 烟 斗 ： 桦 木 也 属 硬
杂 ， 就是脆点 ， 不过花纹细
乎， 也成！

排了三四天， 李大爷才买
上木材， 是爷儿俩骑着三轮车
从西郊蹬回丰台的。

那一个夏天 ， 每到星期
天， 孙大爷就背着木工家伙去
李大爷家， 小院里， 这一天就
听见大锯 “哧啦！ 哧啦！” 杀
料的声音， 李大爷一家子上上
下下跟着忙活打下手， 前前后
后地给孙大爷端茶倒水递毛
巾 ， 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地款
待。 到了秋天， 孙大爷找来他
的同事， 一块儿帮李大爷家攒
家具。 那年， 住这一片儿的，
都来李大爷家看孙大爷打家
具， 一边看一边议论， 说哪儿
哪儿的出国人员， 出国多长时
间， 可以到免税商店买一套罗
马尼亚的板式家具 ， 不用油
漆， 贴皮子的， 那柜子不分大

立柜、 小衣柜什么的， 一面墙
都有了……孙大爷不爱听这
些， 嘟噜着个脸： 那玩意儿就
是个样子货， 都是些个锯末板
做成的。 这！ 孙大爷一拍手下
半成品的家具 ： 实打实的木
料， 保你两三辈子不坏！

2001年我们那片拆迁搬进
新楼， 孙大爷一家可是闹了好
几肚子的气， 就为了那家具。
孙儿嫡女的都说搬新家， 换套
新家具，敞亮。 孙大爷想不开，
闷着脸嘟囔： 有俩臭钱就知道
糟！ 好好的家具就不要啦？ 咋
啦 ！ 孙大爷瞧瞧自己亲手打
的、 油漆的大立柜， 摸摸给孙
子学习用的攒了很长时间木料
做出来的水曲柳写字台。

搬新家的时候， 孙大爷家
的家具是换了， 但他们老两口
的双人床底下的一大堆木料和
木工家伙孙大爷舍不得扔。 孙
哥心软， 劝家人： 给老爷子留
着吧， 那是他的念想儿。

搬进楼房没了平房小院，
孙大爷闲着是浑身骨头不舒
服， 一天天老了， 一天天眼见
谁人家都不做家具了， 眼见一
床铺底下的木料落满灰尘， 那
天， 他忽发奇想： 坐马扎， 要
不木料放在家里不好打扫卫生
不说， 等自己老了的那天， 那
木料还就真糟践了。

于 是 ， 楼 下 花 池 子 旁
边 ， 老爷子搭起木楞， 一根
一根地从楼上扛下木料， 一个
一个地做小马扎、 小椅子， 老
街坊谁家有小孩就送给谁家。
一时间， 孙大爷做小马扎、 做
小凳子免费送人传遍小区， 许
多老哥儿们、 老姐们儿到花池
子前找孙大爷预订， 孙大爷喜
笑颜开。

如今， 孙大爷身板儿依然
硬朗， 有时在花池子前看大爷
做小马扎， 我开玩笑说： 赶明
儿孙大爷再给我做一套家具
吧。 “一边去！ 起什么腻啊！
给你做你都不要。”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黄东光

雅俗共赏诠释千年神韵
———读《王立群妙品古诗词》

我和我的祖国

□贺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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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一年级的那个暑假， 父
母在山上的养鸡场里住， 我和两
个哥哥在山下的家里住。

我们家在村东， 是村里新批
的宅基地， 只有十一户人家， 大
片菜地将新房和旧村隔离开来，
我们属于 “荒山野岭”。 父母和
左邻右舍打了招呼， 让他们照顾
一下我们。

我们兄妹仨一个比一个胆子
大 ， 那时刚刚播完 《少林寺 》，
我们心里都有个大侠梦， 感觉一
腔豪情无用武之地。 那个夏天，
周遭的菜地经常招贼， 常听这家
菜被偷了， 那家菜少了， 两个哥
哥一商量， 决定夜里逮贼。

我负责打手电筒， 大哥手持
木棍，二哥口袋里装满了石头，手
里还握着个大蛇皮袋， 设想发现
有贼偷菜， 大哥先用木棍将贼击
倒，二哥用蛇皮袋将贼的头套住，
我除了打手电筒还负责递绳子。

我们晚上在菜地里巡逻， 巡
了几天也没发现贼， 后来被电视
剧吸引 ， 逮贼的事也抛之脑后
了 。 一天晚上 ， 大哥出去上厕
所， 看到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在李
叔家的菜地里穿梭， 大哥忙跑回
家喊我和二哥抄家伙逮贼， 哥儿

俩一前一后跑了出去。 真要上战
场了， 我却怂了， 我怕我们打不
过贼，反挨贼一顿揍，于是我推开
后窗，朝后面李叔家喊：“婶子，有
贼偷你们家菜！ ” 婶子尖着嗓子
回：“你叔在菜地里浇地呢。 ”

听到这话， 我立马撒丫子往
外跑， 边跑边喊： “别逮了， 不
是贼， 是李叔在浇地。” 可还是
晚了一步， 大哥已经抡起木棍砸
在了李叔腰上， 李叔 “哎呦” 一
声蹲在地上起不来了。

那晚， 两个哥哥架着李叔回
了家， 他俩吓得脸都青了， 李叔
一个劲儿说， 都是误会没事的，
李叔既然这样说， 我们也就放心
回家了 。 可第二天李叔又变卦
了， 他说大哥这一棍子下去， 他
只能拧着身子走路了， 乡亲们都
问他 ， 这是咋弄的 ， 他实话实
说， 没想竟有人私下传走了样，
说是他夜里浇水是托词， 偷菜是
真。 他真是比窦娥还冤， 白挨了
打， 还得了个贼名声。

那日， 父亲从李叔家出来，
对我们说， 李叔的腰病不轻呀，
大哥那一棍子力气够大， 差点把
人打残了， 最关键李叔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除非将那个偷菜贼

逮住， 还李叔一个清白。 我们兄
妹仨以后要跟着李叔巡逻逮贼，
听李叔指挥。

从那以后， 我们每天晚上都
跟着李叔围着菜地转一圈儿， 李
叔还带我们照蝉猴， 巡逻一圈，
贼没发现， 我们收获不小， 一晚
上能逮住十多个蝉猴。 李叔说，
让我们先睡， 夜里他起来到菜地
转转， 有情况喊我们。

整整一个暑假， 我们时刻准
备着逮贼， 但夜里没被李叔喊醒
一次， 也没再听说谁家丢过菜。

后来， 才听父亲说， 李叔那
次是装伤， 大哥那一棍子并没把
他打伤， 他故意放出风说自己被
打得不轻， 还喊山说要逮住偷菜
贼还自己清白。 其实是说给偷菜
贼听的， 让贼知道， 每晚都有人
巡逻， 大哥也在巡逻队伍里， 半
大孩子下手没轻没重， 碰到了不
定打成啥样呢。

李叔夜里压根没起来巡逻
过， 他是唱 “空巡计” 呢， 但把
我们兄妹却折腾得不轻， 夜里都
不敢踏实睡觉。 父亲说， 夜里睡
不饱， 正好白天没精神疯跑， 正
如他和母亲的意。

呃， 大人都是活诸葛呀。

中国是一个盛产诗歌的国
度， 从三千多年前产生第一部诗
歌总集 《诗经》， 到之后唐诗的
空前繁荣 ， 再到宋词的双峰并
峙， 千百年来， 这些脍炙人口的
古诗词， 便以文化符号的方式，
广泛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中， 濡染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
心灵。 秋意款款中， 著名文化学
者王立群携新著 《王立群妙品古
诗词》， 以其个性化的解读， 旁
征博引的精妙阐发， 将中国古诗
词的千年神韵悉数一一道来， 令
人沉醉不已。

书中， 王立群精心撷取了各
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100首经典
古诗词， 不求逐字逐句讲解， 而
是抓住一首诗最重要的地方， 展
开言说。 比如诗中的名言警句，
整首诗有什么特点等等。 值得一

提的是， 王立群在言说中， 不但
从国学的角度， 分析评判这些诗
的所优所长， 而且还善于从同类
型作品中， 从不同诗词大家迥然
不同的遣词造句中， 去捕捉当时
作者写这些诗词时的生存状态、
心理状态。 如李白的 《将进酒》，
恣意汪洋、 洒脱狂放， 是典型的
浪漫主义创作手法。

王立群分析说， 他的 “君不
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
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等诗句，
表面上是写人生苦短， 实则是为
下文劝酒做出了很好的铺垫。 随
后的佳句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
须一饮三百杯”， 更是将 “诗仙”
李白直率的品格和万丈豪情， 表
露得一览无余。

王立群进一步地阐释道， 同

样是写劝酒的篇章 ， 较之白居
易 的 “晚 来 天 欲 雪 ， 能 饮 一
杯 无 ” ， 王 维 的 “劝君更尽一
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难免
小资了点， 李白的 “呼儿将出换
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却豪气
干云。 这种由字面到字外， 由纵
比到横比的多重拆解， 不但强化
了大众对诗词本身的认识， 而且
也加深了我们对诗词写作者精神
世界的了解。

由于年代久远， 以及历史文
化上的一些差异， 普通文学爱好
者对古诗词的认知， 可能更多的
停留在课堂和网络上， 这难免会
显得学究气有余而活泼性不足。
此番， 王立群着意打破这种传统
的授业方式， 以十分贴地气的平
实语言， 甚而至于以当下的网络
用语， 就诗词的主题思想、 艺术
价值， 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境、 文
学追求， 展开了轻松愉悦而又多
维度的畅述。 他从李商隐的 《无
题》 中， 体会到诗词里所弥漫出

的那份缠绵， 感同身受地说作者
是 “忧郁的王子”， 并不无幽默
地赞许李商隐在文中所营造的意
境， 细腻传神的 “确认过眼神，
遇见了对的人 ” 。 他从王维的
《终南别业》 中， 品咂着 “山不
在高， 有仙则名” 的审美意象，
诙谐地说作者是 “佛系男神 ”，
并从文化传承的角度， 高度肯定
正是因为王维的存在， 才 “引爆
了” 终南山， 让终南山成为一座
诗性的山， 令人向往的山。 如此
契合当代语境的妙析， 对于探幽
古诗词中的多种意境， 提高我们
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无疑做出了
有益的尝试。

王立群说， 古诗词里包含很
多古代文化的东西， 所以对现代
人来说， 它是一个美育的教育、
德育的教育，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
关注的。 他认为现代人通过古诗
词可以培养自己的诗心， “从而
让我们生命的脚步不再匆匆， 让
平凡的日子也能活出诗的精彩。”

■图片故事

那那年年暑暑假假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空空巡巡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