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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川独行——
—赵恺传

◎江

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带着阅读诗歌的心 灵
体验和灵魂感悟， 沿着
诗人的人生之路， 朝那
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走去

★如 果 有 一 种 文 体 ，能
让人灵魂燃烧， 这就是
诗歌。 如果有一种诗歌，
能让人精神澎湃， 这就
是赵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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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在《赵恺诗选》后记中写
道：回眸十年，如有所悟，那就是：走
向人类，走向哲学，走向人类，是文
学之必然。
一曲《我爱》，在时代意义上、历
史进程、社会心灵中，代表着历经磨
难、风雨相摧的中国，走出阴霾、迎
来春天的激情与心声。
评价赵恺，最因看重时代背景。
时代造就诗人，诗人刻画时代，这是
命运的公平与存在。 赵恺成为中国
新时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诗人之
一。
无锡，赵恺命中缘结的所在。
太湖，赵恺情缘难了的圣地。
大情、大爱、大美的太湖啊！ 那
千年的誓言， 久远的相约， 恍若昨
日。
刻骨的相思化蝶而去， 在烟雨
中双飞双舞。这种久违的情愫，如一
股清泉缓缓地从心底涌出， 潺潺流
淌。
《圣经》言：真正的信心发现，在
现今环境中，神同在和美善的真实，

是比苦楚更重要的因素。
文学的真谛，即是和美善同行，
且是心灵真实的飞舞。
七年后，赵恺再次走进无锡，来
到太湖边。
在鼋头渚疗养院，“写下三篇长
诗，了却一个魂牵梦绕的夙愿”：《命
运》三部曲《后羿》、《铜鼓》、《长城》
——
—
命运啊命运， 如何用诗行撰写
人生的命运啊？！这《命运》的“
命运”
又该如何落笔呢？！
他记下了这一时刻：一九八六·
五月—八月完成于鼋头渚。
收笔掩卷， 他想到那一丛认真
开放的小百花。
踏过荆棘，涉过冰河，趟过人生
的沼泽。
生命重又恢复了绿色。
“知天命”的赵恺站在淮水堤岸
上，仰望长空。
想起母亲，那脸庞，那身影……
眯起眼来， 远远地眺望， 这大
地、 这河流、 这山川， 不就是母亲

吗？！
这不正是我和文学的怀抱吗？
那一刻，他又闻到了难以忘却、
高雅无比的淡淡香馨……
一顶鸭舌帽，压低了浓眉，压不
住锐利的目光。
一张脸因凝聚的目光而显生
动， 目光中凝着一丝忧郁， 微微凝
重，两手抄在裤兜里，轻风吹来，整
个人浑然散发一种倔强的气息。
卡其布质地，蓝中山装，上衣口
袋里插支钢笔。
这是赵恺四十多岁的影像。
这是走出阴霾、 走进阳光的身
影。
漫天大雪，莽莽苍苍。
这里是1980年岁末的北京小
关。
北风骤紧， 寒气逼人， 飞雪如
瀑，扑面而来。
41岁的赵恺行走在京城的风
雪中。
飞雪扑在脸上、 身上， 寒风透

◎作者：程小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弄 假 成 真 ，悬 念 迭 起 。
超 HOT 经 典 甜 文 ， 潇 湘
书院月票榜首作品

★带 着 萌 娃 谈 恋 爱 ，温
馨 爆 笑 、暖 到 心 田 的 “小
白寻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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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阵刺痛猛地袭来， 叶潇
痛苦地呜咽出声：“
不要！ ”
与此同时，一个五十多岁、肥胖
粗犷的中年男人， 拿着房卡摸黑进
了1501号房。
“
小宝贝儿，我来咯。 ”他色迷迷
地打开灯，却发现房间里空荡荡的，
哪儿有说好的小美女？
离开房间后， 他边走边对着电
话那头咆哮：“顾以城， 你他妈的耍
我是不是？ 告诉你！ 合同别想签了！
你们顾氏就等着完蛋吧！ ”
电梯门刚好开了， 一个黑衣男
人与他擦身而过， 手上还拿着手机
不停说道：“
王总， 韩禛他人不见了
……王总放心，兄弟们正在找……”
五年后，韩太集团秘书室。
“
潇潇儿，来我办公室一下。 ”听
筒里，传来一道慵懒磁性的嗓音。
“好的，韩少。 ”放下电话后，穿
着黑色套装的身影走到了总裁室
前，轻敲了三下推门而入。
门刚关上， 秘书室里立刻叽叽
喳喳地讨论了起来：

◎作者：杨 翠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东方文化幻想”少年
小说开创之作！ 脱胎于
《山海经》《诗 经》《搜 神
记》等古代典籍，复活上
古精怪传说，传承东方经
典文化
★承担责任才是真勇敢，
包容他人才是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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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韩少又找她进去了呀？ ”
“
就是， 明明我们长得比较好
看！ ”
“
难道韩少改口味了？ 山珍海味
吃腻了，想吃清粥小菜了？ ”
“咳咳咳。 ”周秘书一阵猛咳，三
姑六婆们立刻噤声。
总裁室内。
冷肃霸气的办公桌前，叶潇，现
在应该叫高筱潇， 进门后就一直安
静地站在那儿。
她盘了个老式发髻， 不施粉黛
的小脸白皙又细致， 只是却架了一
副超大型的黑框眼镜……一眼看
去，就是个其貌不扬的女人。
十分钟后， 休息室的门终于打
开，一个修长高挑的身影走了出来。
他是韩禛，D市鼎鼎大名韩太
集团的总裁， 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天
之骄子、 上帝宠儿， 也是她隐婚三
年、有名无实的丈夫。
之所以会娶她， 大概就是因为
她简单，听话，又是个孤儿，能省去
一切不该有的困扰吧？
眼前的韩禛，有一张很英俊、很

养眼的脸。
浓密有型的眉毛下， 一双漂亮
的桃花眼深邃如黑曜石，鼻梁高挺，
薄唇诱惑，再加上完美迷人的下巴，
干净白皙的肤色， 整个人散发出无
穷的魅力。
目光向下， 一件白色的衬衣被
他很随意地套在了身上， 一粒纽扣
都没有系！
裤子也松松垮垮地吊在那儿，
露出大片的胸膛和腹肌，肌理分明，
结实有力， 像是时尚杂志上经过了
PS的男模。
高筱潇眉心紧蹙， 直接上前伸
手， 将他的衬衣纽扣从下至上一一
系上，又拿过一旁的领带，利落地打
了个结。 好了！ 处女座的她拍了拍
手，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
面前的颀长身形弯腰低下，韩
禛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微微皱着，
薄唇戏谑地开口道：“媳妇儿， 你这
是想要勒死老公吗？ ”
高筱潇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转
身要走， 却被他温热的大手给拉住
了。
（精彩下期继续……）

起航了，载忧船

妖怪客栈2·龙女的假期
“根本没必要这么早把我叫
醒！ ” 萤火虫像个小孩子那样抱怨
道，“你们等大暑时分再来找我，就
这么决定了。 ”说罢，萤火虫先生缩
回龟壳，再也没有动静了。
大家都很失望， 柳真真说：“难
道我们理解错了锦囊的意思吗？ ”
“我们没有理解错。螭吻先生不
是会和萤火虫先生一起参加聚会
吗？只要我们跟着萤火虫先生，就能
找到螭吻先生了。”知宵的目光转向
诺儿，问道，“诺儿，要哪一天叫醒萤
火虫先生才合适呢？ ”
“大暑那天下午六点， 年年如
此。 ”诺儿说。
这不正是明天吗？ 他们信心慢
慢地回去， 准备明日再来请教萤火
虫先生。
到了妖怪客栈， 他们惊讶地发
现， 嘲风竟然在客栈里悠闲地听音
乐，还哼着歌！
这几天， 嘲风的心情确实好了
很多，看到三个孩子，嘲风拔下一根

1979年3月， 赵恺重获创作权
利。他开始投入心灵的激情，写了与
自己命运紧密相关的刘老庄。
这里留下了他青春岁月的深深
伤痕——
—刘老庄就是那个浸透血泪
人生的“
公墓公社”。 距离他们当年
的劳动营地仅有一华里， 他熟悉这
里的田野村庄、一草一木。
1943年，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
九团四连82名指战员，于淮阴刘老
庄抗击三千日伪军， 在毙敌170余
人后，全部壮烈殉国。
“
从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
路， 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
庄”。
（精彩下期继续……）

处女座的她

我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你
D市，忆豪酒店。
“潇潇，你先去1501号的房间
等着，妈有急事必须得回去，放心，
一会儿向北就去找你了。 ”
电梯门口， 母亲高贞宁笑得一
脸慈祥，说完这番话就匆匆离开了。
叶潇听话地点头， 伸手按下了
15层。
她大约十七八岁， 穿着式样简
单的白色毛衣， 黑亮的秀发柔顺地
披在肩头，愈发衬得她小脸瓷白，五
官秀气，一双眉眼清亮又干净，就像
晨雾里一朵清雅绽放的百合花，淡
淡地吐露着清香。
“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叶潇
正找着门牌号， 走廊的灯却突然间
灭了，顿时眼前一片漆黑。
是……停电了吗？ 她不安地想
道。
前方猛地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
步声， 下一秒， 她直接被人撞倒在
地， 耳旁传来男人喑哑又急促的声
音：“给我……”
她根本看不清男人的长相，拼
了命地挣扎着，可还是逃不过，很快
被捂着嘴拖进了一个角落……

衣，彻骨的凉，心却很热。
他的思绪在雪海中沉浮。
“平反”一年多来，脱胎换骨的
生活，使他感到重活一回。
雪花砸在脸上，一动不动。不敢
惊醒它，不愿阻挠它。落在脸上的雪
片悄然融化， 它们融化在泪水近边
而不同于泪水，他感受到灼热的烫。

长发交给知宵， 说道：“我的头发里
带着我的法力， 比一般的武器都更
有效， 到时候你们就用它把螭吻绑
起来吧，他绝对挣脱不了。我把它交
给你，你就能给它下命令。 注意，你
只有两次机会。一定要把他绑起来，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明白吗？ ”
知宵回到家，刚刚躺到床上，就
有人忽然拧住了他的鼻子。 他吓得
一下从床上弹起来， 看到了青蛙怪
笑眯眯的脸。
“
好久不见，来跟我的小朋友打
个招呼。 ”青蛙怪说。
知宵生气地坐起来， 对青蛙怪
说：“如果你真的想做我的朋友，就
不应该这样随便闯进别人家里！ ”
“
你总算明白我才是你的朋友
了！ ”青蛙怪又笑了起来，“好吧，作
为朋友，就不打扰你休息了。我知道
这几天你和几个小朋友玩得很高
兴。 祝你们明天好运！ ”青蛙怪拍拍
知宵的肩膀，就化成一阵风消失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这次，十九星

驮着知宵和柳真真， 沈碧波披着羽
衣， 一起飞到萤火虫先生所在的山
林。
大乌龟萤火虫先生总算醒了。
萤火虫先生看了看三个孩子， 仿佛
是第一次见到他们， 问道：“你们到
底是谁？ ” 等他们分别介绍自己之
后， 萤火虫先生摸摸胡须说：“你们
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去， 我喜欢年轻
人。 ”
这时， 萤火虫先生已经从诺儿
口中得知了三个孩子和嘲风打赌，
还有嘲风准备收沈碧波为徒的事。
他看起来很惊讶， 对三个孩子说：
“别看嘲风总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样
子，她骨子里呀总是缺少自信。螭吻
天性乐观，嘲风却常常自我怀疑，所
以她得用那些规则武装自己， 保证
自己行走在正确的路上。 ”
“水横舟姐姐肯定非常辛苦。 ”
柳真真说。
“以前，大概一百多年了吧，那
时候瑶华还在， 嘲风的性子还要温

和一点。 瑶华也是嘲风的弟子，她不
如水横舟温顺听话， 喜欢和嘲风对
着干。 不过，无论是人是妖，总是更
看重不听话的晚辈， 嘲风也更喜欢
瑶华，瑶华也为她带去不少欢乐。 ”
萤火虫先生一开口就没完没了，不
过很快， 沈碧波的一声大吼解救了
大家。
“
大家快看那边！ ”沈碧波伸手
指着左前方， 那儿有一丛橘黄色的
火光， 看起来就是大暑宴会的所在
地。 萤火虫先生用竹杖围着大家画
了一个圈。 他的法力搅动了四周的
落叶，它们纷纷飞了起来。 一瞬间，
知宵头晕目眩， 不过很快又恢复了
正常。 他们瞬间转移到了灯火所在
之处。
山中的小溪流经这儿时， 拐了
一个大弯，泥沙便堆积在河岸边，形
成一片肥沃的土地。 茂盛的野草和
各种各样的野花生长在这儿， 又吸
引了数不清的萤火虫。
（精彩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