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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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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丛林当妈
!"

个月了 !一转眼 !平平都
快一岁半了"

我当妈的第一个举动是!举着一本
洋人写的如何带孩子的书!在燕莎买婴
儿用品时! 服务员看我半神经的样子!

好心过来问#$朋友生孩子买礼物吧% &

我摇头说#'不是" &

服务员问#'那你孩子多大了% &

我想了想福利院告诉我的生日 !

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回答道 #'六个
月" &她上下打量我一番!大概心里说!

您老人家连数都不会数!还能生孩儿!

不简单"

'那多少厘米啊% &她问"

我一愣!说#'不知道" &

'那多少斤了% &

'也不知道" &我非常不好意思了"

服务员非常警惕地看着我问#'是
给您自己孩子买吗% &

只有一天的时间做准备! 实在仓
促!临走的时候月嫂还没有找到!只好
交代助手去月嫂介绍所找! 问要什么
样的!只好说带过孩子的就可以" 平平

回来的路上走了十个钟头!

居然一声没哭! 还经常跟我
们两个对她来讲陌生的面孔
笑嘻嘻的! 我简直觉得她是
神!要我自己生!绝对生不出
来这么好的" 好不容易到了
家!开门的是新来的月嫂!她
的脸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长
的脸! 平平只看了她一眼就
号啕大哭!怎么哄也停不住!

好像要把她生下来以后的委屈一下子
哭干净似的" 我也实在无奈!看孩子哭
得这么惨!只好把长脸月嫂打发走"

平平来的第一周我们做了三件事
情!体检!剃头!去金宝贝上专业玩的
课" 这最后一项我也是刚打听到的!据
说这是美国新发明的一种婴儿教育 !

是连锁店!要求父母一起去
和孩子玩!其实与其说是为
平平! 不如说是为了我!因
为我开始发现我好像不大
会逗孩子!大部分时间都琢
磨怎么逗大人了"到了第二
周! 我带着平平去金宝贝
了! 她的班上有七八个孩
子!都是差不多大" 大概因
为都是独生子女!看见别的

孩子就非常兴奋! 可是平平到了之后
满脸恐慌! 坐下以后一头把脑袋埋在
膝盖里面!再也不抬起来" 我吓傻了!

马上把她抱出来!她头埋在我肩膀上!

两只小手使劲抓着我的领子" 这时候
我才意识到!当她看到这么多小朋友!

一定以为我们把她送回福利院了" 我

抱她出来的时候是我这辈子最感动的
一刻! 我从来不知道责任可以给我带
来这么大的幸福"

平平现在会叫爸爸!妈妈 !婆婆 !

还会说#'我靠( &

这真不是我教的(

我家阿姨有一次砸了一堆碟子 !

动静比较大!随口说了一句!居然这小
家伙就学会了" 我和小平怎么训她也
改不了了" 我当然背着黑锅!所有人都
说!咳!晃的孩子!当然会说这些话"

小年夜的时候 !约了几个朋友在
我妈妈家吃饭!大家聊起孩子学英文
的事情!我说让她先把中文学利落了
再说别的" 我妈妈立刻纠正我说#'平
平现在会说英文了 ! 只要有什么惊
喜!她就说)

#$#

*!只是后面还带着
一个 )

%&

*! 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说
)

#$#'%&

*+ &所有人都笑了!就是
没人敢跟老太太解释 " 谁知过了两
天 ! 我听见我妈也在

#$#'%&(

#$#'%&

的 !我想 !今天我得跟她
老人家摊牌了"

'郭路河死在门口,一只胳膊伸
出门外 !说明他不是自杀 !&陈鹏年
说!'比如#闩门扣子的铁丝!并不是
哪里都有--我敢断定! 你和牛大
人到郭路河家做客! 已经走漏了风
声--&

'这个你不用说! 我也能想得
到!&牛钮一边说着!就仿佛又看见了
那个干巴巴的倔强老头来...

牛钮,张鹏翮已经出了小院门+

那天!又返了回来--牛钮交代
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不怕死+ &郭路河说!'请牛大
人, 张大人记住! 万一我要是死了
--&回忆到这儿!牛钮的脑袋嗡的
一声--

张鹏翮眼前!也出现了那天告别
的场景--'万一我要是死了--河
滩里我还给你们埋着 )好酒* 呢( &

...'好酒 &...张鹏翮皱起了眉头
想了又想!他'啪&地拍到桌子上说!

'快!立刻派人搜查好郭路河家!尤其
是黄河滩头郭路河藏酒的地窖+ &

牛钮啪地拍在脑门子上说!'哎
哟!看我笨的( &

黄河河防岁岁年
年修! 何止千千万万
雪花银! 从物料购置
到施工验收! 赵世显
权大无边+ 据郭路河
的酒窖中的账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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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还记录了!赵世显利用儿子
娶亲,女儿出嫁聚敛财富!以及以儿
子, 女婿名义所置宅院田地的规模,

地点+ 还有身兼河东,江南盐运史的
赵世显! 与江南盐商巨富安麓村等
人!不清不楚的馈赠+ 以及纵容赵家
总管催大贩卖私盐!使崔氏三兄弟崔
大,崔二,崔三都成为巨富等情况+

灯万盏!还是河督尿得高

齐苏勒也回来了! 他的脸黑了,

人瘦了!眼窝深陷了下去!眼圈下是
乌青的眼袋+齐苏勒找到了另外的证
人!赵世显在提升河道总督前!确实
去找了江宁织造曹寅+带了两船泰山
奇石!还有几万两银子+

曹寅很是喜欢! 对赵也颇有好
感+在酒席宴间!赵拐弯抹角说!在山
东不少年了!'年纪不小了!不知将来
怎样&之类的感慨+

曹寅是何等聪明之人!一听就明
白了!就试探着问!'可!现在没有空

缺啊+ &

'也不见得!&赵世显说!'大家是
朋友我才敢跟你说!宫里传出河道总
督张鹏翮很快进京任刑部尚书+ &

'你怎么会知道% &曹寅脸上有些
惊恐!'弄不好!会掉脑袋的+ &

'所以!我刚刚就说!&赵世显说!

'是把你当朋友才敢说实话嘛! 再说
了! 连每每在皇上面前参你的陈鹏
年!你在皇上面前头都磕烂了保他性
命--我们--&

最后!曹寅说!'我只能上折子说
说好话!能说到什么份上就说到什么
份上!但我不能保证能成+ &

这第一!说明他当年官职来的不
正+

第二是利用手中职权!为亲戚朋
友大谋私利! 自己也从中捞取好处+

齐苏勒问!'你们见没见过刘凤海在
武陟的宅子% &牛钮忽然又想到了什
么事!'你说这个刘凤海好像没少听
说!他到底是谁% &

'口害 ( &张鹏翮说!'赵世显的小
舅子呗( &

'哦!& 牛钮这才恍然大悟!'前
年, 大前年有人参赵
世显! 说他借河工备
料,河工工程,河滩土
地承包!谋取暴利!广
置房产 ! 蓄养优伶
--多有提到这个刘
凤海+ &

齐苏勒点点头 !

继续说道! 在武陟县
刘凤海有四处宅院 ,

整个坊街, 二千二百
二十七亩地! 这还不
算! 他在黄河南岸荥
泽县还有大量田产 !

仅 '刘万山庄园 & 都
不知要花去多少银子+

二月二,龙抬头!赵世显回请张
灏及鲁豫两省河道官员!于庄园内点
一万五千五百五十八盏灯笼!庄园周
围二里之内的山梁上都挂满了灯笼!

大白天看上去都红乎乎, 似若云霞+

客人们都到了! 嘁嘁喳喳扯着闲话,

嗑着瓜子! 赵府的崔总管走近前来!

喊了一声'点灯...开席( &

十来个河标跑来到了近前!给所
有客人作揖后!四处奔去+ 很多人正
在纳闷赵大人点万盏灯!怎么就那么
几个点灯剪烛的河标%

客人们正疑惑间! 忽然万灯齐
明...赵世显, 赵河督真有办法!他
们用火药线来点灯!点燃一条线就万
灯齐明--

沿河两岸武陟 ,荥泽 ,阳武 ,

温县百姓 !多 有 看 到 者 !无 不 交
口称奇 ,瞠 目 结 舌 + 老
百 姓 们 都 愤 怒 并 嫉 妒
着 说 ! ' 还 是 赵 河 督 尿
得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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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去念慈济医科啊!花莲
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一向都很善
良!骗不了我的!我觉得如果你去念
医科!一定会是个好医生呢+ &

望着沈佳仪闪闪发亮的眼睛!我
的拳头可没应景地握了起来+

医学院--还有比这种爱情更
激励人心向上的吗%

后来!我无聊到数学参考书上的
每一题都演算整整十一遍/这个次数
我至今耿耿于怀!不能或忘0!英文课
文朗诵到都快烧刻在脑纹里+毫无意
外!我第一次高中月考就来到自然组
全校第九名!英文跟国文都是全校最
高分!震惊了我那一群好友,还有持
续担任忠班导师的赖导+

但沈佳仪更霹雳!一举拿下社会
组第一名!上了司令台从校长手中领
取奖状+

'妈的!总有一天我也要上台!跟
沈佳仪一起领奖+ &我叹气!看着司令
台+

那意味着!我可得拼到全校前三
名才行啊--如果真有那一天!以我
超频太甚的脑力!一
定会脑内暴浆!少年
中风啊+

由于我常常晚
上留校的关系!总是
跟我一起骑脚踏车
回家的许博淳早发
现了我的异常!后来
看在我强烈推荐的
'成绩好像可以变
好 &的分上 !许博淳
也开始晚上留校念
书+

我必须说!这是
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却饱满了更多的友情+

许博淳是我求学时期最好的朋
友!我们两个大男生之间存在了太多
让人张大嘴巴的巧合+就在许博淳决
定一起夜间留校后!便发现他最新喜
欢的女生!竟然也跟着她的姐姐留在
晚上的学校念书+

'留校念书真的是--一件非常
好的事啊( &许博淳呆呆地看着教室
里的她+

某天晚上!我们在夜风中踩踏着
脚踏车!顺着熟悉的'习惯&路线!许
博淳陪着我先绕到李小华家再各自
回家+ 我突然有个奸诈的想法+

在 '谁先被沈佳仪发现在喜欢
她!谁就提早出局&的奇怪作战原则
底下!我决定跟这位超级死党分享我
的秘密+

'许博淳!你跟阿和也很要好对
不对% &我试探性地问+

'对啊+ &许博淳+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跟你说
一件很酷的事! 请你顾念我们的义
气!千万不要跟阿和说+ 嗯% &我伸出

手+

'没问题!你爱上了他姐姐吗% &

许博淳乱讲!伸出手+

两人击掌+

'不是!是沈佳仪+ &我笑笑!爽快
说道+

'--&许博淳有些吃惊的表情+

'千千万万! 不可以跟阿和讲
喔+ &我微笑!挥手+

我们分开的瞬间!我的脸简直笑
到歪掉+

许博淳一向跟阿和很要好!这种
恋爱大事是不可能不透露给阿和知
道的+我故意跟许博淳泄漏自己的心
底事! 就是想让许博淳帮我带个话+

如此一来!阿和这位强敌就会一脚踏
进沈佳仪的'绝对禁区&(

'糟糕!我会不会太奸诈了% &我
看着月亮+

!"#$%&' ()

用功读书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
过去!我曾用力撞到全校第五名+ 但
还是不够资格与始终保持社会组第
一名的沈佳仪一起上司令台领奖+

不过人太奸诈 !

真的会遭到报应+

寒假到了! 高一
去了一半+

整个无聊的寒假
我都忙着准备沈佳仪
二月二十三日的十件
生日礼物! 其中有张
四开大小的手绘生日
卡片! 一篇五千字的
落落长作文! 甚至包
括自己刻一个橡皮印
章这种过分勤劳到违
反我本性的事! 我也
忙得不亦乐乎+

但只有礼物还不够!我还需要一
个无厘头的惊喜+

下学期开学那天!是半天课的大
扫除+ 一大早屁股还没坐热!我就写
了一张没头没脑的'绝交信&!请许志
彰帮我快递到和班给沈佳仪!让她开
始提心吊胆的一天+

许志彰回到教室! 疑惑地问我#

'你写给沈佳仪的是什么东西! 怎么
她看了非常紧张!一直问我你到底在
生什么气% &

此时廖英宏,谢孟学,许博淳,李
丰名,杜信贤等人都被我的手势给招
呼!围了过来看热闹+

'先不要问这个+ &我正经八百地
拿出一块有够丑的砖头! 说#'来!大
家拿立可白在上面签名!一起送生日
礼物给沈佳仪吧( &

'砖头% &廖英宏狐疑+

'对!就是砖头+ 呵呵!让沈佳仪
硬是带一块有够重的砖头回家!不是
很有趣吗%哈哈(而且她一
定不会忘记+ &我将砖头砰
地摆在桌上!拿出立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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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钧

!

商都钟鼓

著名演员修宗迪领衔主演的电视连续剧

!农民代表 "# 已经播过几个月了 # 剧中的一个

情节却时时萦绕我的脑际 $ 退下金牛集团领导

岗位的老书记徐志诚 # 亲自率领集团主要领导

骨干去 %参观 & 两个地方 # 此两地并无什么美

景 # 相反却颇为阴森 ' 压抑 ( 一个是监狱 ) 一

个是殡仪馆$

我之所以对这个情节念念不忘# 是因为它彰

显了影片主人公徐志诚的不凡眼光与思路$ 走进

这两个地方# 最能够让人体会到自由的无价' 生

命的可贵) 这两地看似 %杀风景 &' %不吉利 &#

却是教人心灵震颤' 发愤图强的特殊课堂*

可惜并非每个人都能真正理解 %自由的无

价& 和 %生命的可贵 &# 所以世间有那么多的人

或者 %一失足成千古恨& 陷身囹圄失去自由# 或

者疾病缠身未老先衰甚至英年早逝* 金牛镇 %农

民代表& 徐志诚刻意让集团年轻领导成员到这两

个地方 %观光 &# 正是想让他们珍惜人生 ' 善待

生命# 一辈子走正道' 做好人# 不要图一时快活

违法乱纪误入歧途# 也莫因追名逐利而伤身劳神

乐极生悲# 毕竟每个人都是 %赤条条来# 赤条条

去&# 功名利禄全为身外之物 $ 徐志诚的良苦用

心# 委实令人感同身受佩服之至*

我认识一名 %处座 &# 曾是前程看好的 %少

壮派&# 还当过我的 %领导&# 前些年我俩曾一道

下乡去豫北某县蹲点搞扶贫和小康村建设$ 一年

的相处# 发现此人喜欢热闹' 热衷仕途# 对官场

%潜规则& 非常精通 # 尤其谙于迎来送往上下打

点那一套 # 对于媒体反腐倡廉的报道却不感兴

趣$ 有一次我提起河北巨贪李真被判死刑的事 #

他却转移话题 # 大谈各地人事变动的 %内幕消

息&# 谁提升 ' 谁平调 ' 谁是谁的后台 ' 谁将东

山再起# 真真假假津津乐道# 让我好不惊诧++

回城后不久# 他晋升某职能局局长# 翌年却风闻

被 %双轨& 了# 不久就被证实( 上任伊始他便以

%调整机构& 为名大肆卖官鬻爵 # 短短半年索贿

竟至七八十万元* 我想# 倘若之前他的领导也像

徐志诚那样带他去那 %两个地方& 看看# 或许今

天他成不了 %阶下囚& 的*

据说 !农民代表" 中徐志诚和金牛集团的故

事都是真实的' 有据可查的# 我就更为这位新时

期 %农民代表& 的眼光自豪和钦佩$ 但愿每一位

有志于宏图大业的公民# 每一个愿意为人民服务

的公仆 # 不妨抽空去这两个 %杀风景 & 之处看

看 # 至少心里要有这个意识 # 瞅瞅服刑者的无

奈 # 想想举丧者的悲痛 # 你会有一种内心的震

撼 $ 果如此 # 恐怕就不会因一念之差 %失身落

马&# 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就沉疴缠身无缘工作了$

剧中徐志诚说得好啊( %生活着是美好的# 失去

了就后悔莫及*&

细 雪

!

新书架

1寻根问祖游中原2 丛书从四个方
面展示了中原历史文化大观+

,+

万的文
字所配的近

/""

幅插图! 是作者在两年
中! 访全省

0

3

/

县市的名胜古迹, 美山
秀水时! 亲手拍摄的+ 使人们详尽认识
中原文化的不同侧面+

1寻根2 一册! 作者将河南分成五
个地区# 郑州, 豫东, 豫南, 豫西, 豫

北! 分别展示了姓氏文化! 追述了
)"

多
个源于河南的主要姓氏+ 以讲故事代引
据考证的形式! 把趣味性融入到知识性
中+

1问祖2 一册所选取的是出现在中
原的 $始祖级 & 人物 ! 如盘古 , 女娲 ,

轩辕黄帝, 神农等+ 作者在讲述他们的
故事, 民间传说或神话的同时! 又介绍
了相关的遗迹和景点+ 既反映了中原独
特的 $始祖文化&! 又展示了中原丰富的

$旅游文化&+

1朝圣2 一册里! 写的大多是历史
$圣贤级& 真实人物+ 如诗圣杜甫, 医圣
张仲景 , 乐圣朱载 , 画圣吴道子等 !

共有 $九圣 &+ 作者描述了他们的生活
环境, 成长经历! 组建成一个个人生故
事+

1古都2 一册看似写中原的四大古

都郑州 , 安阳 , 洛阳 , 开封等城貌和
景观 ! 在展示古都的历史风云描写中 !

重在写活跃在古都不同历史时期的人
物 + 例如 $郑州...

/,""

年的古都 &

一章 ! 讲了从成汤到盘庚建都的故事 !

又讲了 $一叶渡江 & , $断臂求法 & ,

$程门立雪 & 等历史经典故事 ! 从中让
我们了解到古都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深
蕴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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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坛

晨颂

阳光拍打着窗玻璃热情地固执地寻找着信徒

掺合着钙质的紫外线喧吵着汹涌着四外扫描

敞开郁闷欲狂的胸廓虔诚地请光明拍照

呼唤那些醒来的美丽灵魂翔集一起为新生舞蹈

呵!夜"黑暗"阴影"梦魇"呓语"惨淡的月晕和苍凉的星睇

从心壁倏然剥落# 我祈祷!我庆幸!我祝福

我为鸡啼声"鸟鸣声"汽笛声"脆生生的车铃声与婴儿绝妙的哭闹声

我为淘米声"打夯声"朗笑声"甜蜜蜜的姑娘细语声与男子粗犷快活的吆喝声

我为所有的花苞从此有了欲望!所有的叶片从此有了色彩

我为宇宙间竟然还存在着太阳

而陶醉!而爱!而写诗

我的诗将鼓动起一切不会写诗或不想写诗的人的创作情绪

使整个世界由诗句砌成

憾

微风里

长青藤小声笑着

攀泥墙

螺旋式上升

它的音色极美

使人想起

情人的许愿

风烈了

它笑得更快活了

乔木和灌木

都慕呆了

泥墙突然死亡

长青藤

没有完成作品

日出

朝霞

爆发的火山

滚烫的岩浆

喷射天宇

自诩的星星

矜持的月亮

战栗着

坠落

天空极美

湛蓝的像大海

庄重的像秋歌

解放了的太阳

冲出地平线

兴奋而沉着地

一层

一层

攀登天梯

!外二首"

78$9:;<=

马 佳

!

文史杂谈

隋唐时期的$路引&!便是朝廷发给
官员的$鱼符&!$符&!即符号,标记!所以
$鱼符&即可理解为当时的$身份证&+ 鱼
符又称符牌!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
形为鱼! 分左右两片! 里面刻有官员姓
名,任职衙门,官职品位等内容+ 当时凡
亲王和三品以上的高官所持鱼符! 用黄
金所制4次之为银质4低级官员则为铜质
了+装鱼符的袋称为$鱼袋&+至明代!$身
份证&变成$牙牌&!牙牌是用象牙,兽骨
或金属制成的小片!上刻持牌者的姓名,

所事衙门及职务等! 有点类似今天盛行
的证明身份的$胸卡&+因为它们 通常挂
在腰间!故又称腰牌+

古代还有一种称为$门券&的东西!

也是一种身份的证明+ 邮驿是古代通讯
联络迎来送往的重要渠道! 所以门券意
义重大+ 门券形式繁多!包括符信,铜马
节,虎符,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持
门券者不仅可以在驿路上畅通无阻!还
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除了出行方便外!

驿站还根据所持门券的不同! 分别给予
不同规格的食宿和照顾+

古代的出家人也有$身份证&!那就
是度牒!也叫戒牒+ 1水浒传2里的鲁智
深,武松犯了命案还敢招摇过市!正是因
为他们身上有本度牒+当然!那花和尚的
戒牒是真的! 而武二郎则是冒用他人度
牒!幸亏那时没有照片(

喜鹊春梅

吉善涛

太行王莽岭雪霁 无忌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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