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时间：5月1日
采访人物：古稀之年的孟长清家

住通山城区。对他而言，在宣纸上挥
笔泼墨，收获的不仅仅是书写心得，
还有一份难得的忘我意境。

采访整理：记者 朱亚平

书法爱好者孟长清：

矢志不渝挥妙笔

中乐在其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写字，在乡下读了

几年私塾后，我便跟亲戚来到了咸宁上
学。在学校里，我的书法天赋很快被老师
察觉。老师发现我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夸
奖之外，还将班里每次办壁报、板报的任
务都交给了我。

凭借一手好字，我轻松地考上了一所
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回家乡当老师。退
休后，我把书法作为自己晚年生活最大的
乐趣。

我每天要坚持至少练习书法 5 小
时，这对于我来说，早已是雷打不动的惯
例。每天6点起床，我要练会儿毛笔字，
吃过早饭后上午写两小时，下午再写两
小时。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我坚持临
帖、读帖，并报名参加华师大书法函授班
的学习，还参加中国书画家研究班在北京
广州等地组织的学习培训。

2012年，我开始练习篆书和甲骨文

书法。每年我都要花2000多元订阅书画
类的报刊杂志，花2000多元购买画画练
字的宣纸。

在通山老年书画研究会，我找到了一
群兴趣相同的朋友，大家经常在一起相互
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探讨。为书画爱好
者讲课授课，更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教学相长”的美好。
练习书法不仅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

习惯，也是我修身养性、锻炼身体的重要
渠道，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心情。

练书法时，我的心情是平和的，血气
自然流畅，这对于延年益寿大有裨益。
别看我虽已有72岁了，但耳聪目明，思维

敏捷。
坚持不懈总能小有所成。如今，我的

书画作品深受社会各届人士的喜爱和收
藏，多次在全国、全省、全市的比赛中获
奖。

书法让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也让我找
寻到了快乐。只要没有倒下，我还会坚持
写书法，因为那是我毕生所爱，也是我余
生的快乐所在。

锁匠王永：

真心为民解“锁”事

与你同行与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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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

粗心家长差点弄丢孩子
惊吓！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带着3岁孩子去朋友家做
客，孩子却独自溜出去玩耍，家长到处寻不到人，孩子差一点
走失。近日，家住温泉城区的居民刘先生家遭遇虚惊一场。

刘先生介绍，五一假期期间，他独自带着自家3岁的儿
子小童来到位于桂花路附近的亲戚家里做客，中午1点多
吃饭时，他光顾着和朋友喝酒，孩子独自跑出去玩耍时，他
并没有发现。在酒足饭饱时，他才发现孩子不见了。

“开始以为小童是跟着亲戚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了。
结果到天快黑时，也没有见到小童回来。”吴先生着急万
分，便跟着亲戚外出寻找，一直没有找到，吴先生心急如焚
之下只得报警。

所幸当天晚上有位好心人在桂花路附近的一条小街
口发现了小童，及时报了警。民警赶到时，带着小童在附
近寻找其家人未果，便将他带到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
下，当晚近9时，吴先生终于和小童团聚。

“特别感谢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好心人，下次我会特
别当心的。”刘先生也因此得了教训。

记者感言：这个爸爸太粗心，希望以后刘先生能汲取
教训，用心看好孩子，不要再发生这样的闹剧。

男子眼睛小体检难“过关”
尴尬！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有人说小眼聚光更精明，但也
有人因为眼睛小而摊上尴尬事，比如说温泉的廖先生——

4月26日一大早，就职于城区某事业单位的廖先生趁
着当天工作量比较少，水也没喝早餐也没吃，就来到温泉
某体检中心，进行年度体检。

每年都体检，廖先生可谓轻车熟路。没想到今年却在
视力检查时，“毫无意外地出了个糗”：与往年不同，这次检
查视力，不是传统的那种捂着一只眼睛辨别墙上的符号，
而是将下巴垫放在一个类似显微镜的仪器上，睁大眼睛，
先由仪器识别，之后系统自动拍照，再由坐在仪器对面的
体检医生观察、得出结论。

“请睁大眼睛。”“麻烦你再睁大一点。”“不行，你这眼
睛不睁大点，仪器不识别不拍照啊！”……

眼睛天生“一眯缝”的廖先生委屈啊，他别过脸，哭笑
不得地冲着医生说，你看看，我已经用洪荒之力在睁眼了，
可它原本只有这么大啊！

哈哈哈！一旁等待检查的其他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最终，廖先生以手指用力扯开上下眼皮的方式，勉强通过
仪器识别，而视力检查的结果，是“散光”！

记者感言：如今科技日益发达，很多检查项目都由仪
器代劳，倒是省却了人工繁琐。可由电脑操控的仪器，往
往只会刻板地将相关数据对号入座。看来，还是不能事事
依赖仪器设备。

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桌子，一台小
小的配钥机，桌面上放着锉刀、刷子等工
具，前方挂着十几种钥匙模，这就是锁匠
王永的铺子。

5月3日，记者来到他的铺子，体验一
名锁匠的辛酸苦辣。

说话间，一位顾客骑着摩托车停在了
摊位前：“老王，你赶紧帮我配一把钥匙，
这U型锁的钥匙怎么就不管用了？

王永看了两眼钥匙后说：“这种买锁
送的钥匙质地太软，可能会断在锁孔里。”

说完，他利索地挑出一把钥匙模，在钥匙
复制机上一别，右手用力一压，钥匙模型
就呈现出了锯齿。三五下的工夫，一把钥
匙就做出来了，动作干净利落，前后用时
不到一分钟。

“这还没结束，还得用锉刀把新配的
钥匙槽磨磨光滑，这样用起来比较灵光。”
王永解释道。

看起来比较简单，记者也要求试一
试，便也拿起一把锉刀来磨钥匙。然而，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磨的时候却一不小
心，把手弄伤了。

王永连忙让记者停下，不好意思的
说：“这是个熟练活，要多练，我以前也经
常磨伤手。”

王永讲述起他的故事：大概二十年
前，机缘巧合之下，他向一位锁匠学技

术。“师傅不会手把手教你怎么操作，你
只能站在一边留心观察他的每个步骤。”
他说。

经过学习以及自己的努力，王永配出
来的钥匙精准度近乎百分之百。王永记
得，有一年，城区一所学校找到他，要求其
为学校配钥匙，共计200把左右。

于是，王永带着机器到了学校，不到
一天的时间，所有钥匙都配好了，接着就
要轮番试开它们。“我们花了差不多两个
小时的时间，才试完了所有的钥匙，结果
只有三把钥匙在开门的时候有点费劲。
听着一声声干脆响亮的开门声，老师们都
惊呆了。”说起往事，王永很自豪。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在锁摊旁有位
做小吃的老奶奶，她说自己是王永十多年
的“邻居”。

在她眼里，王永挺厉害，从未听说有
他开不了的锁；他还很善良，有时遇到忘
带钱的老人，他就权当免费配送；他够实
诚，如有顾客说钥匙有瑕疵，他二话不说
重配一把。老奶奶话语间都是对王永的
认可。

虽然干起来得心应手，顾客也很支持
他，然而，现在干这个行当的人却越来越
少。“锁匠的工艺非常复杂，但又赚不了大
钱”。王永解释说。不过，王永的想法也
很简单，只要自己在一天，就要把工作做
好。 （记者 赵晓丽）

●

●

照顾朋友生意反倒被宰
倒霉！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真心帮朋友，却不料被坑
了一把，说起最近遭遇的一件事，陈先生既愤怒又无奈。

陈先生性格很仗义，只要朋友提要求，他即使自己做
不到，也会拜托别人帮忙办到。然而，这次的问题也是他
仗义“惹的祸”。

原来，陈先生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烟酒专卖店，平时，
他也没要求陈先生买酒。但陈先生却想着帮朋友一把。

前段时间，这位朋友每逢有应酬，就把陈先生喊上，逢
人便说：“这是我铁哥们，大家罩着点。”陈先生心里很感动。

这几天，这位朋友开始跟陈先生诉苦：现在生意不好
做啊，兄弟要是有什么需要，多照顾点生意。

陈先生主动提出要买酒，这位朋友感激不已，立马拍
胸脯保证给最低的折扣。

陈先生喜滋滋的拿回家，不料，回到家中，一听价格，妻子
上网一查 ，就说买贵了，陈先生不相信，认为妻子在胡说。

直到某天他在超市看到一瓶一样的酒，价格却低了许
多，才知道被朋友“宰”了一刀。

记者感言：朋友之间以诚相待，才能长长久久。这位
老板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占朋友便宜，不值得深交。希望
陈先生也能吃一堑长一智。

体验时间：5月3日
体验地点：城区温泉路
体验岗位：锁匠

女儿打扮中性父母干涉
无奈！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都说生男生女一个样，这
话来形容我家女儿简直不能更合适了。”4日，说起自家假
小子般的女儿，温泉的冯阿姨哭笑不得。

冯阿姨的女儿小霞今年16岁，按理说正是亭亭玉立的
年纪。可小霞却不爱打扮，一年到头身上穿的不是校服就
是运动服。一般女孩子喜欢的护肤、打扮、穿裙子的爱好，
小霞都不感兴趣。走起路来也是大步流星，说话做事更是
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身边的同龄人都开玩笑叫小霞“霞
哥”。

“你们家儿子长得真精神。”昨天，新搬来的邻居一句
话让家人摸不着头脑。原来五一假期过后，小霞居然把头
发剪成短短的“蘑菇头”。不了解情况的人猛看一眼，还以
为小霞是货真价实的男孩子。

不得已，冯阿姨语重心长地教育小霞，女生该有女生
的样子。“周围好多女生都走中性风，这种风格很舒服，不
明白你们为什么反对。”小霞很洒脱，继续坚持自我。

“爸爸妈妈们真的很恐怖，连穿什么、穿成啥样都要
管，穿得太性感，怕太惹眼，让你换，穿成嘻哈摇滚样，又怕
你不招人喜欢……”小霞在朋友圈吐槽。

记者感言：现在的年轻人都追求自我个性，父母要给
孩子多一点关心和理解，不要强制改变孩子的生活习惯，
否则容易引起逆反心理。

明代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篇“灌园叟晚

逢仙女”，讲述江南秋姓老翁浇灌花园，爱花成癖的故

事。无巧不成书，咸安也有一位老人，花费一年光阴，

精心搜集本地花卉，呕心沥血配文编成《百花集锦》，

让更多人感受香城泉都的芬芳之美。

立志传承家乡之美
“以前我家庭院前有两株栀子花，和刘老这个图集

里的一样。”刘克英的邻居蒋先生说，他没事就要到老
人家来坐坐，借阅《百花集锦》翻翻，让他有种久违的亲
切感。

咸安区永安办事处同心路社区党组织书记胡剑明
表示，86岁的刘克英自费出书，免费赠阅，十分不易。
老人积极向上、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也给周围的人带
来了正能量。

“我不是专业文字工作者，也不是植物研究人员，
但这对我是莫大的肯定。”刘克英把他人给他的鼓励当
做一种荣誉。虽已临近耄耋之年，他为了记录和宣传
咸宁风光，仍在奔走忙碌着。

“几个子女都和我住在一起，为的就是互相照应，
也方便我工作。”刘克英终日奔波，最欣慰的就是老伴
和孩子都很支持他的工作。

不光只是编纂《百花集锦》，退休十余年以来，刘克
英逛遍了咸宁的山山水水。他经常带着干粮骑着自行
车走街串巷，遇到有价值的故事，就用笔记下来，回家
进行整理。

刘克英还搜集各种文献资料，更从报纸、杂志上摘
抄文章，再加工创作了400多篇文章、100多首诗词，
大多反映咸宁风貌和历史文化。不仅如此，老人还花
费数千元将作品印刷出版。这对已退休的刘克英来
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资。

“书还不尽完善，很多花卉植物都没有详细记录，
部分配文也要再修改。可是我毕竟是老头子了，希望
有更多年轻人来加入。”刘克英最大的希望，就是《百
花集锦》能感染更多的人赏花、爱花、养花，做护花使
者，让绿色引领香城泉都的时尚。同时也希望更多
的市民来关注、记录、传承咸宁的美，充分展示绿色、
现代、活力的咸宁形象。

历时一年创作图集
4月27日，记者走进咸安同心路社区的一条

狭窄小巷里，一座墙体爬满绿叶的小院里，86岁的
退休老人刘克英正细细翻阅自己配文整理好的
《百花集锦》。一个马扎、一幅字画、一副眼镜，让
安静的气氛又多了些许文化的韵味。

刘克英出生在咸安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清
末的秀才。在刘克英的童年记忆中，家人除了教
他四书五经，还总会跟他讲述咸宁当地的传说故
事。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刘克英也深深爱上了家
乡的历史文化。

淦河水在静静流淌，叹息的是，很多人并不了
解咸宁美丽的自然风光。“咸宁有香城泉都的美
称，漫山遍野的花卉都是大自然的宝贵馈赠，我得
尽自己的努力，好好记录下来。搜集的越多，就越
能留住家乡美。”刘克英决心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2016年某一天，刘克英在社区附近的桂花广
场转悠，刚好结识了同样爱好咸宁历史文化的八
旬老人万正新。谈到合作编纂《百花集锦》的想
法，两位老人一拍即合。商量好由万正新负责拍
摄花卉照片，刘克英则给图片作诗配文。

分工明确后，刘克英横下心来，一门心思埋头
于枯燥无味的文字工作中。

配文作诗的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诗词
有格律、字数、平仄韵脚的限制和要求，遣词造句
还要有文采，不能平淡乏味，更要契合每种花卉植
物的特点。那段时间，刘克英经常戴着眼睛，翻着
书页泛黄的字典查询。“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
须。”成了他那段时间的生活写照。

天道酬勤，在刘克英个人及团队的努力下，费
时一年编纂的《百花集锦》终于顺利完成。刘克英
又个人出资近千余元，联系咸宁的一家印刷厂，印
刷出书，众多读者纷纷给予高度肯定。为了传承
咸宁故土风貌，刘克英将部分书赠送市区相关文
化部门和单位留档珍藏。

精心编纂遣词造句
记者翻阅《百花集锦》，该书涵盖了咸宁本地的40

余种花卉，有90多张不同角度、栩栩如生的花卉图片，
每张图片下面标标明了花的学名和相对应的诗词。

“每一种花，都有一个故事。”翻看笔记时，刘克英
的脸上写着满满的成就感。翻开厚厚的手稿，记者看
到很多用红、蓝两色笔圈点出来的地方，还有一些用胶
水贴在页面的小字条。

老人介绍，有些配文是直接引用前人的诗作，更多
的是他自己编写的。以桂花为例，刘克英结合咸宁桂
乡的特点，编成“嫦娥奔月折桂行，桂籽繁生在咸宁；田
野桂花开满地，全国位居算头名”，既朗朗上口，又契合
咸宁桂乡的文化背景。樱花篇：“武汉大学樱花美，游
客观花挤又挤；如今咸宁樱花多，坐着汽车看十里”，运
用了打油诗的写法，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

刘克英给花卉配文大多是在夜里完成的。“夜里安
静，容易有灵感，没人打扰。”刘克英说，“受到启发，就
要立刻写出来，不把诗写完就不能睡觉，也睡不着。”

由于不会打字，刘克英干脆将厚厚一摞手写文稿
直接搬到打印店，逐字逐句和工作人员校对打印，再将
成稿送到印刷厂。

为了精益求精，刘克英会请亲朋好友们来家里坐
坐，念给他们听，不好的地方再修改。刘克英还请了一
些老师、文字工作者进行斧正。三删五改，刘克英已记
不清给花卉们写了多少诗稿，但他都保存得非常完整。

“作诗配文既可以防止患老年痴呆症，锻炼大脑的
灵活性，又可以记录家乡美景，把自己的创作成果奉献
给社会。既老有所为，又老有所乐，使退休生活过得既
充实又有意义。”刘克英高兴地说。

耗时一年，自费收集本地花卉，编纂《百花集锦》，以传承香城之美

咸安八旬老人成“花痴”
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夏芙蓉 王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