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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总统国宴说起
! ! "

!"#$年 $%月! 第十一届全球华商大
会在新加坡召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
做了主旨发言!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参加
了对话晚宴!总统陈庆炎先生宴请了会议
代表"笔者作为海南代表团团长有幸参加
了所有仪程! 但让我深思的是新加坡总统
国宴"

$"月 &日晚六点半!百余名会议代表
应邀来到总统府!温馨礼貌的安检后!大伙
在宴会休息厅一边轻松闲聊! 一边恭候总
统大驾"泰国正大老板谢国民憨态可掬地
和老朋友开玩笑#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则
像尊佛爷抿嘴眯眼地听人倾诉#新希望老
板刘永好端杯可乐四处低调地打招呼#而
万科老板王石却骑士般笔挺地站在一角!

一脸严肃睿智$一身干净利落"我走上前去
问王石%&王总退出江湖了吗'(&谁说的!我
还是董事长"(他两眼一瞪!光芒四射地回
答我"&还爬山吗'(我换了个轻松话题"&山
不爬了!准备航海"(他脱口而出!显然这个
问题已经回答过上百遍了"

大伙正在三三两两地交谈着! 一位白
发苍苍$红光满面的老人已经悄无声息地
进来了!逐一和大家握手问候"过了一会我
才反应过来! 老人正是新加坡总统陈庆炎
先生"总统一脸慈祥$一身谦和!身边没有
一群凶神恶煞的&小平头(打场子!只带了
两个礼兵!一男一女"礼兵的动作和总统的

举止相当默契!若不是一身礼服!倒像是孙
子孙女陪着爷爷来参加一个轻松的 '()*+"

国宴有六道菜!其中包括一道面条$一
道甜品$一道水果!道道量少而精致"主宾
致辞后!总统和大家一起用餐!主宾没有提
议大家干杯! 也不见争先恐后者抢着给总
统敬酒! 更不见国内逐人敬酒打圈的混乱
局面!一切都是那么祥和泰然"不一会儿!

来自大陆的老板们忍不住地推杯换盏了!

场面稍有嘈杂!但亦无失态之士"国宴服务
员个个大厨行头!一脸真诚$一身素洁!不
像国内的高档宴会! 服务员都是一道风景
线" 在国宴厅的一角! 交响乐团在低调演
奏!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主持人喧宾夺
主!让人回到了文艺大篷车时代!亲切之情
油然而生)我当时联想到中央电视台!前几
年感觉中央台就是北京台! 这几年感觉中
央台成了&主持人台(!主持人越来越喧宾
夺主!甚至霸占整个栏目自娱自乐$自我包
装$相互炒作"

国宴之后回到宾馆!夜不能寐!浮想联
翩!思绪万千)

新加坡国土六百多平方公里!不足海南
岛的五十分之一,人口不足六百万!略少于海
南省"标准的弹丸之地!人多地少!资源匮
乏!但却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国民皆不知地
沟油!也不懂得三聚氰胺"新加坡的城市规
划!精致到每栽一棵树都要研究对生态的长

远影响并且建立编码档案"新加坡发家于东
西方贸易客栈! 功成于东西方经济翻译$政
体翻译和文化翻译"新加坡长期重视人才与
教育!培育金融软环境!倡导优雅社会和文
化创新!成功地定位了国家战略支点!长期
富甲一方! 并为世界输出一流的智力与管
理"在国际舞台上!新加坡多年来一直小国
大作!四两拨千斤!颇具影响力"

我并不想评论新加坡当局的政治观
点! 但我认为新加坡是儒文化与西方法制
文明相结合的完美试验田" 其文化内涵决
定着国民规矩内敛$朴实向上的行为方式!

很值得我们学习"

本届几千人的华商大会除总统国宴外
全程自助餐! 几百名志愿者服务得平实周
到!大会文艺演出*鲤鱼跃龙门+则是工作人
员业余彩排而成!没&星(没&腕(!却也激动
人心"欢迎晚会借用了新加坡环球影城水上
世界的露天场馆!场外提供自助冷饮!场内
几千名全球华裔政界精英席阶而坐!其中包
括中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先生"主席台的背
景板精致到一个人就可以背走!简捷的致辞
后是一段精彩的水上表演!之后徜游环球影
城!周边十几家风味餐馆则不间断地为客人
提供自助餐"我感觉整台晚会开支小于国内
多数房地产项目的开盘费用"

不过给新加坡人添堵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晚会后场地一片狼藉"由此判断!世界

华商大会目前仍处于鱼目混珠阶段"

新加坡在市内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建设
了大批&公屋(!面积约为 !"-&%平方米"导
游告诉我! 中心家庭或 ./岁以上的未婚人
士只要符合条件均可申购!价格约为市场价
的三分之一"&公屋(居住五年后可以对外出
售!当事人还有一次申购机会!不过要排在
所有第一次申购者之后" 如果没钱购买!亦
可租居 &公屋(! 租金约为市场价的十分之
一"当然!作弊购租&公屋(者会受到严惩"就
这样!在寸土寸金$房价奇高不下的新加坡!

居然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富者可大屋("我
专程到&公屋(区遛了一圈!看到小区居民其
乐融融!怡然自得!颇有点世外桃源"

不可思议的是新加坡至今尚保留了
&鞭刑("这种传统&家法(虽然残酷!但对惩
戒对象而言!可能比判几年刑简单奏效!也
大大减轻了国家司法负担"不过&鞭刑(一
直遭到西方所谓人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相比新加坡的富而不淫! 我强烈感觉
国内的很多活动实在是铺张浪费! 挥金如
土"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年!各地&手写
01'$比着大手笔$争当试验区("在一片灯
红酒绿中!听得最多的话题是房子$票子和
帽子#看到最多的现象是夤缘而上$拉拉扯
扯$吃吃喝喝"不少人温饱足而思淫欲!仓
廪实而丢礼节" 而长期的通货膨胀显然加
剧了文化背叛与道德沦丧! 社会风气江河

日下!假冒伪劣充斥天下!很多正事不能正
办!正事无法办正"

道家曰%&盛则衰!至则返"(如日中天!

行将西下#风水轮流转!富贵不过三"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中太平盛世并不多见! 相隔
几百年!每次几十年而已)中华盛世每次都
来之不易! 盛世之后总会遇到新的挑战甚
至更多灾难"我们不应该陶醉于当前的&太
平盛世()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需
要加快建设法制文明并重塑国民信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社稷无魂$浮生若梦!灾之免于今而会现于
后!祸之祛于甲而会见于乙"

想到海南国际旅游岛! 作为富岛战略
毋容置疑"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海南首先
是个避寒岛!客人冬天来了!夏天走了!更
重要的是旅游产业不等于旅游地产" 我记
得王岐山副总理曾讲过% 海南要有序地科
学开发! 不低级开发就是留给全国人民的
最大财富"新加坡在东海岸围海造田!绿树
成荫!尊重大自然!造福于子孙后代"而我
们全岛沿海岸线种楼栽房! 砍掉了大量海
防林!不知将来会有何种后果)短暂暴饮暴
食的土地财政后! 长官可以豪迈地大谈政
绩!而普通老百姓却只有两个感觉%一是房
价贵大了!二是菜价涨疯了"

令人惊讶的是新加坡作为国际旅游名
胜之地! 居然在一个岛区内建有庞大的重
化产业" 这让我想起了海南多年前高喊打
造的&西部工业走廊(!这些年忽冷忽热!差
点成了不伦不类" 庆幸的是在海南国际旅
游岛的热浪中! 一些有识之士一直没有放
弃新兴工业和热带高效农业" 新加坡的经
验告诉我们!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海南国际
旅游岛战略并不矛盾!两者可以相得益彰"

匹夫切切!危言耸听!天下本无事!庸
人自扰之"谨望各路看客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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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很干净!太阳亮亮的!是个放飞车
的好日子"

那时!我二十多岁!正是一个放飞车的
年龄"

放飞车真的很过瘾"

风!在耳边欢笑着!细细抚摸着自己的
面颊!轻柔如音乐一般"路面上!阳光干净
地跳跃着!闪动着"田里的庄稼!路边的树
木!还有溪水!还有黑瓦白墙!都在眼前一
闪而过"这时!我把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烦
恼!都抛在脑后!用一两声轻快的口哨!抒
发着自己的舒畅和快乐!很是潇洒"

当然! 路上! 时时会走过三几个女孩
子!眨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亮亮地望着我!

让人感到心里无限地舒畅" 这时! 我的心
中!仿佛满布着三月的青草$四月的鲜花和
五月的鸟鸣"

但是!今天却不同!今天我的车上带着
母亲"

母亲是第一次坐摩托车!很不习惯!甚
至有些害怕!从她颤巍巍的手上可以感到"

我稳稳地跨在摩托车上!两脚分开着地!

一动不动"母亲慢慢上车!尽量的!不让我的
车子晃动"坐在车后座上后!她像完成了一项
很艰巨的工作似的!长长嘘了一口气"

摩托车动了!是一档!轻微地滑动"母
亲紧紧搂着我的腰!很稳"

车子走得很慢!因为我时时提醒自己!

后面带着母亲"母亲坐在后面!一动不动!

一句话也不说% 她听我说过! 说话或者晃
动!都会影响到开车人的注意力"

路上很安静!没什么车辆"太阳暖暖地
照着!很温和"慢慢地!我的车也加快了速

度"不时地!我会回过头!问%&娘!快吗'(

母亲说不要紧"

我放心了!车子更快了!耳边有风一缕
缕飞过"来到一处拐弯前!我使劲地摁着喇
叭"路那边!很寂静"我放心地让车冲了过
去!拐过弯!傻了眼%对面!一辆汽车奔过
来!冲向了我"面前!又是一条水沟"要再过
去!我很可能车子一闪!就过去了"可是今
天不行!因为后面有母亲!她老人家从来没
有坐过摩托车!会吓着的"

但时间已容不得我多想!一横心!车子
飞了过去!溅起一片水花"幸运的是!我们
的车子贴着大车而过!丝毫无碍"母亲一句
没吭!仍搂着我的腰"但我清晰地感觉到!

老人轻轻一抖"

车子又走上了平路!老人仍然一言不语"

我心里有点不安!问%&娘!刚才吓着你
了吧'(

过了一会儿!母亲平静了呼吸!慢慢地说%

&是吓了一跳!倒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你"(

轻轻的!不经意的一句话!在我心中投
下一粒石子!把我骑飞车的那种得意$畅快
的感觉击得粉碎" 一种从未有过的惭愧和
自责袭上心头!让我无言以对"

我的车速!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母亲对儿子刻骨
铭心的关心!那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而是
在灾难到来时!全然忘却自己!一心牵系在
儿子身上的轻微的一个颤抖"

那一刻!母亲是怎样地担心啊'

想想!从买摩托车到现在!自己放过多
少次飞车啊" 每一次! 当我在路上吹着口
哨!潇洒地奔驰的时候!母亲在家里!该是
如何地坐立不安啊"

以后!我再也不放飞车了"

而且!每次骑车到了地方!总是赶紧给
母亲打电话!在电话里!我说%&娘!我到了!很
平安"(那边!传来母亲的微笑!和长长的嘘气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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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见我们总
是处在不自在中! 甚至苦难是常常追着我
们的" 我出生不到半年就跟随父母坐国民
党的牢去了#海南解放后母亲从牢里出来!

父亲已经被溃败的政权秘密杀害" 这只是
不幸的序幕"父亲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在
旧社会里社会地位较高! 他牺牲的身份不
但没有得到确认反而被弄反了! 我们成了
被杀属!母亲自然是个阶级敌人"房子被没
收! 母亲挑着一副床板几个锅从此流落街
头"母亲很能干!她弄些木板和茅草在路边
棚子!让我们兄妹五人安顿下来"中国说

穷总是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我们家连四壁
都没有!没人看得起我们"

当年小学一年级有篇课文 *打麦子+!

&噼噼啪!噼噼啪!我们来打麦"打麦磨面
粉!面粉蒸馍馍"馍馍白馍馍香!过去地主
吃!现在我们尝"(同学们都转回头看我!下
课围着我笑"我很委屈!我告诉他们!我父
亲是参加革命牺牲的" 小朋友们笑得更大
声了"我又说!我父亲参加过黄花岗起义!

到过日本留学!是中山大学教授$琼崖华侨
实业银行行长,,我挨打了! 是被孩子们
群殴的" 我最后一次打架发生在我读中学
的时候"那时同学间喜欢说兄弟这个词!我
称一位同学为兄弟!他觉得奇耻大辱!揪住
我的胸口不放! 一定要我向他道歉" 我不
肯!他不放我"上课的铃声响了!偌大的学
校只有我们两人僵持在教室外面" 女同学
很生气! 涌到窗口$ 门边大声斥责那位同
学"真正的悲愤是由女同学的声援开始的!

我挥拳猛击那位同学!把他打傻了"

初中毕业我到农场劳动! 知青的生活
变得严峻起来"所谓严峻对于我不是出路!

我没有出路" 母亲为我能当农场工人感到
高兴#她甚至计划好!老了做不动了就到农
场跟我过"我的问题是自己怎样做人'一次
回海口!碰到那位不让我进教室$坚决要与
我划清界线的同学! 他对我说!&我这辈子
是失败的)(他说得没前没后!不知道他什
么意思'但我为他感到狼狈"我由此想得很
多"做人要做自然的人!很多时髦的东西是
不必在意的!更不要用它来装饰自己"虽然
拿着锄头砍刀!我不愿意浑浑噩噩!更不愿
意投机取巧,,我的卑微处境我没办法!

我可以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父亲参加革命做的是地下工作! 随时

都在危险之中"他多次交代母亲!今后没饭
吃也得送子女读书"小时我并不好好读书!

现在却是如饥似渴" 我曾步行四十多公里
到县城买新华字典! 把字典从第一页看到
最后一页"那时看书真是甜蜜!如甘如饴的
感觉令人陶醉"在生产队里!我是唯一一位
带书到工地的人"热爱学习说起来好说!做
起来不容易的" 休息时人家都在聊天或者
跑到山涧林子里采竹笋$摘木耳!我捧着一
本没用的书喃喃自语!真是神经病啊"其实
我不是独立特行! 难道命运不是从我出生
就对我另眼看待$落在哑口无言的境地吗'

我长年在一块大苗圃地上劳动! 是一个山
头!最高处有一棵山茶树!树上开着白花"

常常有一群火鸟飞来! 雄的火红! 雌的酥
黄!跃在树上吱吱喳喳像燃烧的火"我坐在
树下绒绒的拳头草里看书! 构成我对美的
体验"一个渺小的人仍然拥有&自然权利(!

没有人能剥夺我对美好的发现和感受"这
对于自己是一个惊心的感悟! 人是可以从
自己内心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的"这
个世界有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我对读书的
取舍标准是人的尊严$ 生活的幸福和对自
由的追求"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是一本破旧
不堪的小说!不知谁扔在我的床上!没头没
尾已经发黑!一翻就爱不释手"小说描述的
是贵族的生活故事! 作者对人性的精到理
解!用词的准确生动!特别是作品的幽默感
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我看了一遍又一
遍!一遍又一遍"十多年后!我在海口新华
书店发现了完整的这部书! 才知道是十九
世纪英国作家萨克雷写的*名利场+"时代
变了!这本书在我眼里变得罗嗦冗长!不能
卒读" 不过当年看这部书的甜蜜直到现在
还齿颊留香" 后来我以文学创作为立身之
本! 对文学风格的追求! 是从这部书开始
的"

我看了很杂乱的一些书! 其中包括一

些大学语文"书是借的!我常常边看边抄!

以备温习之用" 有一段时间我搬到村头的
一间茅草房居住" 离茅草房不远是村里唯
一的厕所! 女知青临睡前会成群结队到那
里"天晴还可!昏暗的雨夜里!树影和山上
野兽的叫声使她们心悚! 有胆子特别小的
女孩会突然惊叫着从里面奔跑出来" 我读
书时如豆的灯光!成了她们壮胆的路灯!我
为此把夜读的时间延长"苦难能使人麻木!

也能使人敏感!我有幸得到了后者"我心里
有一个隐秘的愿望! 我要证明所谓的狗崽
子不是坏人"

前不久新东方教育集团总裁俞敏洪回
母校北大讲演! 说的是与人为善的道德力
量"他说他上大学的四年!天天为同寝室的
同学打开水"这点他不如我"我除了天天准
备知青宿舍里大伙儿的洗脸水! 还时常打
鱼鳞$翻鸡肠$切牛肉,,一干就是七年"

俞敏洪曾帮女同学的男朋友扛皮箱! 上的
是楼"我曾给男知青的女朋友扛箱!木头的!

从生产队到场部!走的山路七公里"有一天!

海口知青回生产队作下乡四十年纪念"中巴
车上知青们说!这车上没有人没受过你的好
处"大家都笑"我说!是啊!我一个人在井台
上打鱼鳞!你们不帮忙!还来催我快点!你们
饿啊)大家又笑"其实当年知青是分伙活动
的!不可能人人受到我的好处"人就是这样!

不但会落井下石!还会锦上添花"问题是人
在踽踽而行之时要相信自己! 憧憬未来"憧
憬未来不是盼望一幅织锦在面前展开!而是
追求努力与坦诚的无愧人生"

中年以后! 我常应邀到各中学和大学
对学生说话"学生当中!有些家庭是相当困
苦的"我说!你们的困难!不会比我当年更
加严重" 一个为穷愁所困的人不是没有出
路的! 你最好乘势潜入自己内心! 磨炼自
己$充实自己!克制自己$征服自己"你可以
不是左右逢源能力强大的人# 但你不能不
是热情的人$真诚的人$有憧憬的人!因为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世人看不
起诚实!连鲁迅也说老实是无用的别称"一
般来说可能是这样的" 但你是一个有原则
的人!比如有那么一点疾恶如仇的样子!你
的老实就带有别样的锋芒与光辉" 这样的
人是任何社会$团体与个人都无法蔑视的!

因为你有力度$有美感!对社会$对大家有
利!必然会被看重"如果不是这样!世界早
折腾完了"

我父亲的平反事宜得到很多人帮助!

有的领导帮我写申诉信! 更多的朋友帮我
拿去投递" 父亲是 $232年被追认为烈士
的!他的遗骨还存放在母亲家里直到 $224

年"这时帮忙我的人更多了"我又一次到某
单位要求把父亲埋进烈士陵园里! 抚恤科
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上楼找局长"局长
叫张安东!他蹲在地上刮胡子"他听我说完
就说!你叫他们上来)抚恤科的人来了"局
长说!你们说他父亲不能葬烈士陵园!你们
把道理一二三写出来)两天后我得到通知!

父亲可以安葬烈士陵园了" 我拿着条子赶
到金牛岭选地点!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为父
亲建造了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纪念牌!还
在墓碑的左右两旁各种下一棵南洋杉"我
把父亲带着弹痕的骨殖放进基座! 母亲来
看了!一旁的凤凰树正爆着火红的花"母亲
望着天空说! 想不到你爸爸还能住上这么
好的地方)

我还想说的事是! 那天抚恤科的人走
后我跟着走了!没向张安东局长道别"这是
我唯一一次见的张安东" 过后听说他到市
政府当了秘书长!现在可能退休了"我没想
到要特别去感谢他" 我永远记住这样的一
句话%只有内心的默默感激!才是真正高贵
的一笔账"我相信!张安东做决定是理所当
然的!他根本不记这件事!他是高贵的人"

祈祷世界和谐没有苦难! 但苦难天经
地义地到来!我们还得抬头挺胸迎接它"我
们也许当不了官!发不了财!但我们没理由
不做好一个人"做好一个人!我们的人生就
成功了!我们共同的名字就叫人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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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走得实在是有些远了! 心情却不肯
跟着走!老想着还是过节!就还是花好月圆"

今年的中秋!因为先生的到来!新加坡的月
亮显得比往年圆了一些---其实那天! 是下雨
的"月亮!并没有"

华人离家远了!就特别爱过家乡的节"仿佛
家乡的节过得多了!就离家近了"新加坡的中秋
节来临之前!商家跟国内是一样的!各种月饼摊
位早早的就搭建起来# 月饼也长得跟国内的一
样!卖相不错"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尝过!不是买不
起!只是不愿意!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不愿意)

以前日志中曾经提到过在新加坡河的河畔
吃过一次饭!感叹那条与海口一样的市内河沟!

却被治理的优美非常"女儿听过了赞美!很渴望
也亲自感受一下!趁着中秋节和乐融融的氛围!

我们举家畅游了一次!无论是景致还是美食!都
令人流连忘返"

因为中秋节的原因! 这条河非常应景地装
了许多灯饰!使得平时就绚烂的河景!更加亮丽
起来"

你所看到的灯光处!全都坐满了就餐的人!

我们就在这河畔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凉风袭
人!眼里看着美景!嘴里吃着美食!心情是何等
的畅快淋漓)

这就是著名的辣椒螃蟹!必点的哦)吃吧!

文字都无法表述的美味)

其实这些饭菜都是英文名!翻成中文我还找
不到适合它们的名字"三人吃了四道菜!吃得有点
撑了!但是每道菜都觉得不点可惜了"一顿饭吃下
来!花了大概 $%%新币---真的物超所值"

被英国殖民过$被日本统治过的新加坡#华
人占七成!却毗邻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的新加
坡"说起她的美食故事!就有了复杂的历史#说
起她的美食起源!又有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小小
的国家!五味杂陈#又因为小!各国各地美食!就
能完好的照单全收!全都包容"更为难得的是!

包容归包容!绝不篡改!每个国家或地方的美食
都绝对保持原汁原味"

饭饱!酒却没足"没错!河的对岸!有一条酒
吧街!不喝也逛逛吧!太有 5667了"

走着!看着!不免幻想!也许有一天!龙昆
河!也如此美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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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轩主人!吾琼仙风道骨之士也"

近几年!我曾数访梅轩!或向主人吴老
运环先生请益! 或为编印书报收集其生平
事略"

!%%.年夏月!与*海口书法+报诸同仁
一起造访梅轩!首次见到主人吴运环先生!

即有相见恨晚之感"吴老年逾八旬!银发飘
飘!身材虽削瘦单薄!却也硬朗挺括"其面
部清癯有神!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声音浑
厚雅逸!一派寒儒风致$书生情怀"其笑声!

清亮悠扬!跌荡起伏!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
之优雅,,数次作客梅轩! 观吴老挥洒翰
墨!听吴老吟哦韵句!均令人如沐春风!如
痴如醉,,

每次造访8我都要留连于后院的梅花树
下"梅树已有近百年树龄!表皮苍古龟裂!

枝干虬曲挺拔! 常年寒暑风雨侵蚀留下的
痕迹!常常引人发出幽古之思"

数次造访!惟一引以为憾者!便是不曾
访见梅花盛开之华姿"

辛卯岁初!友人急电告知!吴老旧疾重
犯!或恐不久于人世"

于是!正月初六!与黄小鹏$施文海二
友驱车驰赴琼海市长坡镇文屯村"

过了长坡镇不远! 即是绿树掩映的文
屯村!梅轩就坐落在绿荫丛中"只是今天的
绿荫!浓重而沉郁,,

到了梅轩! 吴老的长子领我们来到后
院!眼前的情形令我不由为之一震%那株苍
然肃穆的老梅!在正月午后晴朗的小院里!

正撑起一树洁白的花朵!而地上!台阶上!

已积满一层不时飘落的花瓣"

我的心!不由一阵戚戚和怅然%老梅今
年或许预知! 陪伴多年的主人行将驾鹤仙
去!竟以花为泪!伤心泣别9

后院!梅树西侧的小屋里!吴老神志迷
糊地躺在病榻上!鼻子插着一支输氧管"周
围寂静无声!屋里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
半个世纪"此时此刻!我们实在不忍心打搅
一个世纪老人的宁静"

吴老的长子附耳告知有人前来探望!

老人顿时瞪亮双眼! 吃力而缓慢地举起右
手和我们相握! 口中喃喃轻道%&谢谢,,

谢谢,,(

我们转告了海口诸友的问候以及大家
对其书法成就的高度评价"

吴老听罢!一边喘气!一边谦虚地摆摆
手!嗫嚅道%

&书法成就高!那是大家的看法!有些
东西!还不成熟"(

&人生:划上;句号是必然的"一切美好
的东西!一撒手!就都消逝了"很多事情想
做!都来不及了"(

&好慕虚荣!追名逐利的人!品格境界
自然不高!其作品也不会被后世所重"(

&:书法;作品:最后;应该老$朴!自然是
第一!装腔作势!不值一看#自然的作品才
好!古人好的作品都是自然的"(

&搞书法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只求古朴
沉着!属坚守型!此类:作品;亦有价值!但缺
乏现代人审美情趣#另一种:是;活跃!想创
新!只搞花架子!毫无意义"(

&面貌风格!每个人都有!它与人的性格$

修养分不开!不能强求!它是自然的流露"(

&:年青一代;要继续努力!在传统上下
功夫"(

吴老还想再说!无奈为咳所滞"我们实
在不忍心!赶紧劝其歇息"

小屋的东边!开了一扇小窗"窗台上!

两盆悄然伫立的小兰花!枝叶低垂!萎靡不
振,,

墙角边! 友人早年赠送的黄花梨树根
亦静静地斜卧着! 吴老曾说想用它制作一
件随形笔挂!如今看来是赶不及了"

环视院中!梅轩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
回忆!这一切!会随着主人的离去而消逝吗9

&父亲一生爱花$爱读书$爱书法!年青时
则喜爱音乐"(临别!吴老的次子低声相告"

&这株老梅一定要保护好呵!今后!它
就是半个主人啦"(院中握别时!我悄声对
吴老的次子道"此外!我实在想不起更多宽
慰的话"

告别吴老!告别梅轩!在前往文昌的路
上!我却一直无法告别眼前这样一幕%一位
仙风道骨的诗人书家!曾经口吐锦绣!胸怀
远志#曾经挥洒烟云!笔走龙蛇#曾经远涉
南洋!传播翰艺,,现如今!却只能无奈又
无助地躺在开满洁白花朵的梅花树下!身
旁依偎着两盆小兰花,,

告别人世!自有诸多遗憾"而相伴多年
的老梅不离不弃!如妻如子!以花为泪!依
依惜别!除古钱塘林和靖!今世谁人能有此
殊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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