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1 月 12 日的《文

艺报》第 6 版，摘登了一篇文

章，题目叫做《多情似我以卿

狂》。我读完之后情思涌动，兴

致盎然。

这是一篇散文，以作家与

北宋词人张先“相遇交流” 为

引子，讲述他的风流韵事。 他

挖空心思为李师师创制了新的

词牌《师师令》；他留下的《张

子野词》， 至今仍为诗词研究

者和爱好者喜读之书。

《文艺报》刊登这篇文章的

最后署名摘自《守望》。 我立即

叫儿子在网上为我查找，从当当

网贩得此书，爱不释手地每天挤

点时间阅读，一个星期读完。 这

本书是烟台年轻女作家林纾英

的散文集，内容分为三辑。

第一辑 《万叶千声皆是

恨》，包括 7篇文章，讲的是从唐

宋至明清七位文人情爱故事，其

中既有欧阳修、 张先的艳情展

示，又有才女朱淑贞、冯小青、贺

双卿等的婚恋悲惨结局。

第二辑《拾光剪影》，收入

散文 8篇，写的是她一家四代的

生存状态和她自己不和谐的婚

姻最终离散另结新欢的历程。

第三辑《守望》，收入文章

6 篇，叙述了她的家乡巨变、她

的婚恋与张爱玲同胡兰成婚恋

的对比以及她当警察值守机场

所遇各种人物及事件的处理情

况， 还包括最末也是最长一篇

记叙体散文《与鲁院有关》。

全书近 19 万字，21 篇文

章，有的如泣如诉，有的慷慨激

昂，情真意切，令人动颜。

当中在第三辑中的《结语》

一篇，开笔就写“婚姻与情恋是

女人永远都说不完的一个话题，

像一道道魔咒紧紧地绑缚着女

人的一生。没有谁能够躲得过。”

紧接着从《张爱玲传》中引出张

爱玲与胡兰成“三年之痛”的悲

哀婚史。把林纾英自己不幸的婚

姻与张胡的婚姻一段一段地进

行对比，然后总结为“我与他一

场短暂的爱情，无论从哪方面来

看，都像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那

场爱的翻版。 ”

林纾英的创作本来就是从

诗词开始的，填词犹为所长。她

的这部散文集，情思靓丽，文笔

幽深，故事委婉动人。

作者 宋科炳

情浓意切

击人心声

读林纾英散文集《守望》

“全家福” 征文选登

征稿启事

1、那些难忘的“年味儿”

对于春节这个华夏子孙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不少

难忘的回忆。这些回忆可能是一桌色

香味俱全的年夜饭、一杯久别重逢的

酒， 也可能是被鞭炮声唤醒的回忆

……如果您有故事，分享给大家吧。

要求：1、文字在 800字以内，有图

片 。 2、 投 稿 发 送 至 邮 箱

2313967729@qq.com， 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过年’ ” ,邮件内须

注明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

2、我与武侠小说的故事。

你与武侠小说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深夜偷偷看小说， 看坏了眼睛，还

是沉迷故事，煮糊了饭？ 又或者你最

喜欢哪个武侠人物？ 快，写下你曾经

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

要求：800 字以内。 投稿邮箱

2313967729@qq.com，“投稿人姓名

+‘武侠小说’ ” 。

3、全家福。用一张“全家福”照

片讲述幸福故事。

要求：800 字以内；照片必须是

本人家庭照片； 若因使用他人照片

而引发的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

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

律责任，由照片提供者自行承担。

3、书画摄影作品长期征集

提醒： 以上投稿发送至邮箱

2313967729@qq.com，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征稿主

题’ ” , 邮件内须注明真实姓名、联

系电话、通信地址。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的忠实读者，

年满 50岁，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展

示的舞台———贵阳乐龄，从报纸到新

媒体，邀您来玩，晒出您的幸福生活。

如果您有才艺，有持之以恒的爱

好，请与我们联系，晒出您的才艺，我

们还会邀请专家学者为您点评。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一般的

经历，请与我们联系，我们诚挚邀请

您分享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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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2017年 5月起，《贵阳晚报》分

批向乐龄记者发放《贵阳晚报乐龄

记者证》， 仅用于本报组织的采访

活动。 为便于管理，该证到 2018 年

6月 30日全部作废，特此声明。

如有人持《贵阳晚报乐龄记者

证》参与任何活动，与本报无关。

《贵阳晚报》2018年 7月 9日

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我的家是一个勤劳、祥和、幸

福、美满、活泼开朗的家庭。

现全家十口人， 我现年 85

岁，曾是贵阳八中高级教师、教研

组长、 市化学会执行理事长兼秘

书长。 贵州省化学化工学习理事、

中学化学组组长。 1994年 7 月退

休， 退休后担任八中离退休党支

部书记八年。 曾被评为市先进基

层党组织，个人优秀党员。 曾担任

市教育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

兼化学科评审组组长。

退休后主要锻炼身体， 另在

外给学生补课兼搞化学会工作。

2013年秋进入市老年大学诗词班

学诗词，80 岁生日时出版 《银梓

春韵》一书。诗词只占该书三分之

一篇幅， 主要是总结几十年教学

成果。 到 2016年又出版《夕阳思

叙》一书约六万多字。主要总结三

年多来学习诗词的心得体会。 每

日仍然坚持体育锻炼， 继续学习

写诗词。《贵阳晚报》成为我必读

刊物。

贤妻周有孝现年 79岁， 在云

岩区民政局复员退伍军人转运站

工作，1995年退休。 副主任科员。

主管家务，她艰苦朴素、勤俭持家。

我们相濡以沫、相互尊重、互相合

作、 共同抚育三个儿女长大成人，

大学毕业， 在事业单位工作。 他

（她）们现在生活很好，每家都有

大房子。 每家都有小汽车，都很孝

敬父母。

长子副教授，贵州大学任教，

建筑总监。 儿媳在省肿瘤工作，主

治医生。 大女儿在贵州理工学院

工作， 工程师， 资产管理处副处

长。 大女婿省移动通讯公司工作，

硕士生，编程员。 小女儿在省金融

担保中心工作，硕士生，科长。 女

婿在省移动通讯公司工作， 硕士

生，科长。

家孙李可欣，硕士生，美国时

尚媒体专业毕业， 回国后在上海

一家公司（香港分公司）工作，担

任编导，兼出国培训部教学。

外孙汤泠韵现广州市华南农

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就

读，今年毕业，已考研究生。

注： 为了隐私子女们姓名未

写出。 作者 李树银

生活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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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

36年前， 我们贱卖奶奶郑重

交给我们姐妹俩的老屋， 愧疚至

今。

老屋远在浙西故乡， 建于民

国之前。 爷爷历尽千辛万苦才买

来的二手房，用作替人看病、带学

生，连带居家。 奶奶慨叹，当年她

含泪卖尽了所有陪嫁，才凑足钱。

房子并不豪华， 但结构紧凑

实用，有 4个卧室加两个客轩。

记得盛夏里， 我们几个孩子

还轮着抱柱子取凉， 天井房檐有

金属槽和落水管收集水滴， 干燥

整齐，爷爷又拆除了客轩，改修三

面顶天立地的书橱为壁， 前面完

全敞开，中间做了大长方桌，供讲

课和学生学习。 厅堂和他自己房

间的后壁， 也都安放了同样的书

橱，都有专用的人字梯上下。

大门坛里除中间铺有鹅软石通

道之外，两边都有垒砌花坛，种植花

卉药草，有一丛天竺、金雀、桑树、枇

杷等供病家取药引， 还有一株我们

孩子都合抱不过来的老石榴树，到

了五六月， 满树火红的石榴花十分

耀眼。 来我家看病的人也无需向人

问路，大家都知道：北门石榴花诊所

就是，成了自然的标志。

卖老屋是我终生之痛， 我生

于斯、 长于斯，17岁才告别外出，

感情之深不亚于爱我抚养我长大

的奶奶。 那天，我抚摸了老屋的每

个角角落落，到最后交付时刻，我

去厨房捡了一块木炭， 止不住满

脸热泪写下了：

别梦依稀三十年，

故宅已非旧家园。

残檐不胜淅沥雨，

败壁犹辨儿时痕。

金雀无力恋故土，

新燕有情衔春泥。

重门难再觅旧梦，

一杯乡土慰别离。

最后， 我带着石榴花树下的

一抔园土，凄然离开了老屋。

作者 何鹤玲

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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