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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炮仗妙味的宣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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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振军

闲暇几日，有幸探访青
岩古镇，正逢下雨。

和川贵许多古镇一样，
青岩古镇也是依山傍水而
建，六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不
仅留下了九寺、八庙、五阁、
二祠等密布交错、各具特色
的古建筑群，还留下了多民
族、多宗教融合发展相得益
彰的遗风。

应接不暇的各类民族风
情还来不及品赏，“百年糕
粑”“臭香豆腐”“黄姑玫瑰”
的叫卖声便不绝于耳；听觉
的“盛宴”还来不及“消化”，
随风又飘来了“状元蹄”“鸡
辣椒”“苗王酒”的嗅觉“大
餐”。半个古镇还没走完，已
让视觉、听觉、嗅觉美美地过
了一把“大年”。

当我以为古镇的韵味早
已被湮没在此起彼伏的叫卖
声中，准备匆匆而过的时候，
突然被左边差一点擦肩而过

的小石巷所吸引。回首拾阶
而上，竟是一条幽静、深邃的
小巷。入口处石墙斑驳的木
碑上，“背街”两个字依稀可
见。

这是一条深藏在古镇的
颇具特色的小巷，和喧闹的
市井相比，这里仿佛是另一
个世界。背街沿山势弯曲延
伸，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
路面由青石铺成，经过几百
年的冲刷磨砺光可鉴人，走
在上面的每一步都有踏着历
史节拍、穿越时空的神秘
感。街道两边的墙则是用层
层的片石垒成的，仿佛一摞
摞历史书籍，透着古朴和厚
重。这一点，单从古镇走出
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状元
赵一炯，就可见一斑。

古镇的魂在背街，我的
心也在背街。我不曾见过阳
光下背街的风采，但雨后的
背街更增添几分恬静、清幽
和神秘。也许这里更适合雨
天来。

曲曲弯弯的小巷，层层
叠叠的石墙，还有淅淅沥沥
的细雨……让人遐想无尽：
我想起了戴望舒的雨巷以及
丁香般的姑娘，也想起了林
徽因的《情愿》以及“一闪光，
一息风的痕迹”……

也许是时空的巧合，或
者冥冥之中的力量，转过一

道弯，清冷的背街前竟出现
了一个姑娘的身影。她出现
在我们的镜头里，在冷杉树
下若隐若现，直到我漫步走
过去，才发现她在用手机自
拍。看我过来，她先是迟疑
了一下，然后轻声问：“先生，
能帮我拍张照吗？”我打量一
下眼前这位二十岁上下的姑
娘，身着黑色长衣，红披肩，
说话很柔和但不苟言笑，似
乎有点冷冷的感觉。我在一
个古色古香的门口帮她拍了
两张，让她看效果。她仔细
翻看，很惊讶地说：“很专业
的，比我拍得强多了。”我听
她略带四川口音，就问她从
哪儿来？她说，从重庆来旅
游。“一个人吗？”她点点头，
说是一路自拍过来的。随后
她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上
下打量我一下：“你也是一个
人吗？”我摇摇头：“不是，我
们好多人。”她下意识地“哦
……”了一声，赶紧把脸转过
去，不好意思地说：“没关系，
打扰您了……”随后便背起
行囊，撑起雨伞，一个人默默
地向背街深处走去……

雨时下时停，背街若隐
若现，气息或淡或浓……

眼前的一切，又一次让
记忆定格在雨巷、纸伞、丁
香，以及那无法言状的惆怅
中……

□戴鹏

豪情未必依美酒，饱足岂
止唯佳肴？赏心大可非丽景，
潇洒无须借英豪！但我要说
的是，中国书画家必须依仗真
宣纸，好宣纸，才能成就好书
画，传世宝，才能体现宣纸的
无尽妙味，成就妙味的无数珍
品。

难道不是吗？目前故宫
收藏的纸质古籍真善保存最
完好的，大多以宣纸为载体。
《旧唐书》载，天宝年时，宣纸
已独成一绝，列为贡品，深得
帝王喜爱。唐人张彦远在《历
代名画记》中也有论及：“好事
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
以备摹写。”“宣纸”一词，始见
于世也。宋人王令有诗赞曰：

“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
东纸白如春云。”江东即指宣
城、徽州、池州等地。目前公
认现存最早的宣纸纸本就是
安徽省博物馆珍藏的南宋张
即之抄经册《华严经》。

妙味的宣纸之于书画之
人，忠贞持守、不争功名、品格
清尚——成就无数泰斗大家，
默然如我；承载古今佳作瑰
宝，不喜不躁；托举中国书画
跻身世界，大宠不惊。君不
见，宣纸无言，唯留石涛震耳，
板桥流韵，悲鸿啸林，苦禅惊
秋，冠中吐秀；宣纸无色，却叫
白石纷呈，大千可染，美林抱
石，海粟泛金，稚柳扬翠……

宣纸的妙味之于书画史，
更是以婀娜之躯，清素之容，
绚烂于书画世界，晖耀在古今
史册。谁人不知，人类一枝艺
林奇葩，皆因宣纸质朴醇厚滋
养；谁人能忘，书画一宇华星
璀璨，全凭世代工匠苦心支
撑。

闲叙至此，已无需圈点唐
宋以来，那些皇帝后主、大家
泰斗、塾师寒士们对宣纸的痴
迷向往，值得说道的倒是当代
那些离我们不远，甚至耳熟能
详的知恩感恩的书画之人，值
得纪念的那些心存良知、不忘
宣纸的成名之家。因为他们
的拳拳之举，为“书画家之于
宣纸”这个话题赋予了感性元
素，人文情怀，通灵互动。

在泾县中国宣纸博物馆，
我就看到了他们的谦恭身影，
听到了他们的肺腑感言。

不说来厂视察工作的党
和国家领导人，单说黄胄、李
可染、李苦禅、白雪石、刘海
粟、邵华泽、赖少其、刘大为这
些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他们来
到这里慰问工人，挥洒墨宝。
很显然，参观的成分有之，谢
恩的意味更浓！

一代大师李可染曾深情
地对宣纸工人说：“你们是我
的衣食父母，是我的恩人。没
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中华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主席，
著名书法家邵华泽与宣纸终

日相伴，缘源笃深，曾专程到
宣纸厂挥毫赠诗：“泾县产宣
纸，天下数第一。书写数十
载，吾独爱红星。”

当然，亲自来厂的书画家
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没有来
过。

但他们感恩感慨的情愫
真实质朴，始终未了。

书法大家赵朴初赋诗宣
纸：“看挽银河照砚池，泾县玉
版启遐思。澄心旧制知何似，
赢得千秋绝妙词。”

吴冠中专写《宣纸恋》以
抒情怀：“宣纸诞生了，这滋
润、宽敞的处女地真诱人……
黑白之相搏、相咬，淡浓之相
竞、相渗，偶然性和必然性在

‘棉质’的差异中变幻……都
是绘画，都是宣纸这一特殊材
料所引发的绘画特色。”

这样的赞美，不是溢美。
这样的赞誉，绝非过誉！作为
妙味无穷的宣纸，她完全般配
得上，受之无愧！

结束短暂的乌溪采风，时
逢“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
声撼夕阳”的黄昏。

远山把地平线切成锯齿，
金辉为锯齿鎏上紫边。

蓦然回首——
一袭蓝底白花，两袖乌溪

清芬。她迎着夕阳款款走来，
还随手摘下一片青檀树的叶
子插上发髻，向金辉斑斓处飘
去……

□刘昌武

有一首老歌，叫《朋友》，唱曰：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我常纠结：到底是句什么话，成就
了一生友情？

应该是诺言，一诺终生。炮仗
也是，一辈子只说一句话，说完就
炸没了。我很喜欢炮仗，喜庆，嘹
亮，刚烈，一点就着。人也有一点
就着的，俗称爱放炮。

我也爱放炮。过年、放炮是标
配，那些随着一地红碎弥漫开来的
紫色硝烟的味道，是年味儿中的劲
旅，是记忆的脑皮层里永远的驻
军。

每及过年放炮，就会想起二盘
叔，他是我最初的炮友。儿时在豫
东农村的阴历新年，是从第一声鸡
叫开启的：爷爷会很精准地在被窝
里用脚一下子把我踹醒，力度也恰
到好处：起来，起来放开门炮去！
我马上会闭着眼从枕头下摸出三
枚早已备好的火红大炮来。“鸡叫
夜半，狗叫天亮”，但总觉得彼时农
村的鸡都太敬业，鸡叫头遍也就凌
晨一点左右。从豫东火热的被窝
里乍一冲出来，光腿穿上棉裤那种
冰爽，是需要有一种情怀和激励才
能面对的。我每每在酝酿这股勇
气时，就会感受到爷爷用脚指头夹
我腚，他的大脚趾和二脚趾合作起
来娴熟且力度惊人，能绞杀我的任
何一次迟疑和留恋。

于是穿上棉袄棉裤去放开门
炮。“开大门，放大炮；财也到，喜也
到。”爷爷一生固守时序，二十四节
气一天不差，一如他终生默诵的农
谚和对礼义仁信的不二朝奉。他
会在头伏天的早晨盯着我们咕咚
咕咚喝下一大瓢生水，这样就不会
在接下来无尽的日头里中暑。老
人年幼时家境优裕，读过多年私
塾，80多岁高龄逢春节时仍替人
草书春联，尤擅“出门见喜”，再窄
的红条，都能写得笔墨饱满。

大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我
们家的黄狗很不情愿地从狗窝里
摇头摆尾跑过来，呜呜地在我腿上
蹭，以表示它随时都在岗。我提了
提松垮的棉裤准备去睡回笼觉，一
扭脸看见二盘叔站在一旁，黑黢黢
的，说：“起恁早？咱去擀炮吧？”

擀炮就是自己做手工炮仗。
用一个水光溜滑的钢件杵儿，像擀
制手工面一样，把裁剪好的废报
纸、课本纸或牛皮纸擀成炮筒。那
时报纸、牛皮纸紧缺，因此过罢大
年，我总缺少课本可读。做完炮
筒，然后给炮筒打底儿、装火药、封
顶、装炮芯，一枚炮仗就组装完毕
了。在那个机具匮乏的年代，二盘
叔能擀制出如彼精致、或大或小的
炮仗，我对他早已装满对鲁班、毕
昇等能工巧匠才有的叹服。

二盘叔又带我做完几个炮仗，
鸡就开始叫三遍了，他爹在堂屋里
也开始咳嗽，那是他患肺病多年的

爹睡醒了。他爹咳嗽到高潮时，好
像随时能咳出肠子来，脸憋得像母
鸡下蛋，眼瞪得溜圆还一眨一眨
的。我和二盘叔袖着手站在灯影
里看，二盘叔的娘骂骂咧咧地把夜
壶凑过去，肺病患者哼哼唧唧地挪
过来身子，歇斯底里地啐上几口，
然后骂骂咧咧地躺倒继续睡。

看看他爹大口喘着气哼哼唧
唧地睡着了，二盘叔悄悄扯了下
我，到门口的大石碾上去试炮。天
刚麻麻亮，二盘叔说：“俺家还没放
开门炮，咱先放个大的！”说完从怀
里掏出一枚大炮，点根从他娘那儿
偷来的用烟丝自己卷成的纸烟，猛
吸几口，然后咳嗽着把烟头往炮芯
上凑。我恶作剧地擦亮嗓子，“啪、
啪”地大声诈唬他，吓得他身子一
耸一耸的，点了几次都没能接上
火。天色尚暗，瞄不准炮芯，二盘
叔又羞又恼，索性用左手捏住炮仗
去点火。那肥实的炮芯，遇火像一
条暴怒的龙，“咣”的一声就放出一
道闪电，炮炸了！二盘叔右手一下
子握住了左手手脖子，我看到他左
手的大拇指盖儿像一只刚褪下的
蝉蜕，脊背大张着，汩汩流淌出黑
红的液体。

大年初二回娘家。年初二，母
亲会给我换上新衣，带着我回到她
的娘家，就在邻村，三四里路的样
子。我姥姥举家早年移民东北长
春，母亲是去给她的伯母和堂兄拜
年。母亲说，虽至亲远居，但老宅
还在，那儿就是她的家。她的堂兄
叫李效斌。我的大舅李效斌尚不
足百天时丧父，时值年节，一家人
哭个半死，大舅因无人照管自小落
下病根，终生未能婚娶。每次我到
他家，大舅就会从卧室深处的柜子
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一截很短的大
红炮仗来，笑笑说：“去放吧。”然后
袖着手，倚在门框上笑着看我放
炮。邻居说，他过年从来不放炮。

大舅和大姥姥娘俩儿住的是
西房，堂屋是我姥姥家的，一直空
着，后来他们才搬进堂屋住。西房
的中堂不大明亮，老式桌椅后，挂
的是崭新的年画《西厢记》。我很
专注那组画，莺莺、红娘两个鲜艳
的女子和妆抹，雪白的水袖，大红
的绣绢，和一个终生未娶的老男人
进进出出的迟钝身影，而且他从不
放炮。

一晃30多年了，如今我的大
舅已经70多岁，身体硬朗，其间我
只去看望过他一次。依稀记得那
次他坐在收音机前听戏，脚在地砖
上噗吧噗吧地打着节拍：

“花轿起三声炮惊天动地，
周（呀么）周凤莲呐，
周凤莲坐轿里我笑滴滴——
都说是
新女婿浓眉大眼有福气；
俺也是
身材多苗条呀，
长得白又细，
水灵灵的大眼双眼皮……”

背街

朝花夕拾

献春吟曲七律一首

瑞雪催春梅报春，金鸡高唱送温馨。
喜迎春雨春风好，犹乐春花春草新。
春柳春耕织春画，春溪春鸟汇春音。
更怜春暖城乡美，当趁春时齐奋奔！

丁酉春抒怀

雄鸡高唱报春临，万象更新福满门。
福靠贤劳福源广，福依厚德福根深。
福山福海常珍爱，福寿福星须敬尊。
但愿福田勤细理，神州处处展芬芳。

□杨德本

烟火人生

似水流年

诗词歌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