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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绘画艺术，作为世界上
一种独立的美学体系和表现体
系，拥有数千年的优秀传统。从
商周青铜艺术到秦砖汉瓦，从南
北朝的佛教文化和石窟雕塑艺
术到唐宋五代的山水绘画，特别
是宋元以来文人画的兴起，至明
清之际登峰造极……这一艺术
传统在历史的演变中，发出耀眼
的光辉。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中国
艺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
向西方艺术学习导致的“异化”
和固守传统陷入的“僵化”之间
进退两难。

幸运的是，在上世纪的最后
十年，中国艺术界出现了这样一位
人物和这样一件作品，令人耳目一
新，为之震撼。这便是李伯安和他
的画作《走出巴颜喀拉》。

二

李伯安，一九四四年出生
在古都洛阳，自幼受黄河文明
的熏陶。他十五岁进入郑州艺
术专科学校，有志于成为画家。
他当过小学教师，做过工人。从
一九七四年起，他先后在河南人
民出版社和河南美术出版社任
美术编辑，直到一九九八年骤然
离世。

李伯安很早便开始画肖像
画。他为许多文学作品画过插
图，自己创作的水墨画也曾参加
国展。一九八九年，其人物作品

《日出》在中国第七届全国美术
展览会获铜奖，开始引起美术界
注意；此作还与其他中国作品一
起，于一九九一年送展巴黎大宫
殿博物馆的法国秋季沙龙。

然而，这位初展才华的新人
旋即销声匿迹，中国艺坛几乎全
然忘记了他。

李伯安做什么去了呢？
这位受中华文明哺育的黄

河之子，坚持将艺术当作严肃崇
高的事业，拒绝把艺术视为可以
不受时代、社会和民众检验的个
人行为，他远离现代大都会的物
欲横流，一心要表现人的灵魂，
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早在创作《日出》之前，李
伯 安 曾 不 止 一 次 深 入 太 行 山
区，考察风土人情，收集创作素
材。当地生存环境极其艰苦，
但民众的淳朴善良和顽强乐观
感动了他，为他的艺术创作注
入新的因素，他感到中国绘画
的传统笔墨已经不足以表达他
心中的强烈感受。

待到一九八八年他到黄河
源头藏民族居住地区采风时，一
种十分新鲜却又似乎熟悉的感
觉冲撞着他的内心。藏人的体
貌和服饰、习俗和语言，都与汉
人不同，但是其淳朴善良和顽强
乐观，并无两样。而中华民族大
家 庭 中 的 其 他 成 员 也 莫 不 如
此。他们全都被同一种精神凝
聚起来，共同建造了光辉、悠久、
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于是，他
萌生宏愿，要沿着这条自巴颜喀
拉山的腹地流出、横贯中国、东
入大海的中华母亲河黄河，逐一
表现藏、汉、回、蒙、满等各族人
民的风貌，为整个中华民族塑
像，讴歌时代精神。

他深知，要完成这件大事业，
必得付出毕生精力。为此，他暂
时退隐画坛，埋头苦干起来。

三
李伯安从大河之源的藏民

族入手。他要通过对藏人生活
方方面面的描绘，透视他们的灵
魂，把他们的精神展现给世人。

他使用中国毛笔和中国墨，
在中国宣纸上画出 1.88 米高、
121.5米长的长卷，分圣山之灵、
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
劳作、歇息、藏戏、赛马、天路等
十段，冠以《走出巴颜喀拉》的画
名。这幅略施淡彩的水墨巨作，
把我们带入到藏民族的精神世
界。画家笔下的 266个人物，是
生活在虔诚信仰和艰苦生活中
的男女老幼。他们在劳作中恪
尽天职，于休息时充满温情；他
们敬奉神明出于至诚之心，参与
圣事无比庄严肃穆；他们扮演神
剧时全身心投入，赛马夺魁后则
是那样意气风发；他们活着有不
可动摇的尊严，死后也要把灵魂
托付给灵鹫……我们看到的，不
是物质的贫乏，而是生命的壮

丽；不是头脑的愚昧，而是信仰
的崇高。

这是一曲对藏民族的伟大
赞歌。

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
年十年间，李伯安边画边改，不
断将新的想法加入进去。例如，
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最初的“圣
山之灵”一段恰恰缺乏了灵气，于
是精心构思，加出 7米长的序曲，
从虚无缥缈中放出的灵光，照到
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幽明两界，
最后落在一群转经藏妇的身上。
这里的虚无蕴藏着深不可测的玄
秘，这里妙不可言的水墨变化引
发我们生出超验的浮想。新添的
序曲堪称全画的灵魂，它表现了
圣山之灵的降临，象征了藏民族
的精神。这一开篇的大手笔，与
末卷“天路”中灵魂飞升而趋向崇
高神圣的象征之意互为首尾，完
美展现这个伟大民族身上人性与
神性的浑然一体。

又如，他对“开光大典”一段
一改再改，总不满意，即使确定
了长达 19 米的第五稿，又有新
的构思，便再起第六稿。也正是
在落墨不多的这一稿未及成形
之时，画家累倒在画作前，突然
撒手人寰，留下永远的遗憾……

四
李伯安的长卷反映出藏民

族的精神世界，正体现了中国传
统美学中最关键的词：传神。所
谓传神，是通过对外形的描绘去
揭 示 人 物 的 精 神 或 事 物 的 本
质。这在刻画单个人物时，已非
易事；要表现人物众多的群体，则
更难。李伯安以博大的胸怀和开
阔的视野，以及驾驭全局的能力，
做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每一个
人物都是体现藏魂的有机成分。
而且，为了更好突出作品的精神
品格，画家又借用传统的简化甚
至抽象手法，去处理背景和道具，
只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圣山之
灵》和《天路》以及中间个别地方

《玛尼堆》略加描绘，而在大部分
情况下只做中性背景。即使描绘
背景，他又深谙阴阳相生、虚实相
成的道理，让我们看到的是玄远
而充满神性的景致。

但是，李伯安又并不满足传
统人物画偏向静态的儒雅之风，
而使自己的画面或者充满沉着稳
重的节奏，或者洋溢激情澎湃的
动感。他为了达到格外有力地传
达精神的目的，在中国绘画两大
要素“笔”(变化的线条)和“墨”(不
同的色调)的运用上都有突破。
他的线条恣肆狂放，力度空前；他
的墨色幽深玄奥，魅力无穷。

在造型方面，他大胆吸收西
方绘画的某些长处，融化到自己
的技法之中。我们从他的人物
头像上看到德国女版画家珂勒
惠支的影子，又从其高陵深沟的
宽大衣褶上想起罗丹的《巴尔扎
克》……令人甚感欣慰的，是这
种借鉴而不是改造，丰富了画
家，助他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
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完全有理由说，有了李伯安
的《走出巴颜喀拉》，中国绘画从
昨天走到了今天，中国艺术进入
了现代。

长卷不同于一般传统意义
上的水墨画。为了创作的需要，
李伯安不仅师法自然，师法传
统，而且还大胆借鉴西方艺术的
精髓，如油画、版画、雕塑等。他
的艺术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
水墨画形式语言向当代多元素
水墨画形式语言转化的可能性，
为水墨画如何表达人们的社会
转型期的诉求，创造出具有时代
特征的新艺术成果，做出了有益
的探索和贡献，被认为是改革中
国水墨画道路上的有才华和有
胆识的先驱者和成功者。

李伯安生前并未看到过他
的长卷完整地挂起来是什么样
子。他去世后，是朋友们，是朋
友们的朋友们，是遍布中国各
省、囊括中国画坛大半精英的
146位画家，自愿捐画，为他出画
集办画展。李伯安去世一年多
后，于 1999 年 11 月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展出的遗作展，震动了整
个中国画坛……《走出巴颜喀
拉》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富民族精
神，最具震撼力的史诗性水墨人
物长卷，被公认为 20世纪中国艺
术的辉煌代表。

相信这件代表中国现代艺
术杰出成就的作品会在世界范
围内为更多的人了解，这只是时
间问题。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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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1岁的王小妹，1.7米的高
个头，一副硬朗的身板，一张方正的
脸盘，一双极为有神的大眼睛，看上
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结实许多。没
事的时候，王小妹爱到焦裕禄纪念馆
走走看看，爱到刘青霞故居西院焦裕
禄以前办公的地方散步，她觉得那是
一种享受。在那里，她高声大嗓地讲
述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很较真地和人
们争辩着焦裕禄在尉氏的琐事……

1950年，一个麦苗青青、杨柳依
依的上午，尉氏县大营区上王村的西
南地，年仅 16 岁的王小妹正哼着小
曲躬身弯腰在麦田里松土保墒。她
不经意间一抬头，见几个干部模样的
人来到自己面前，其中一个穿中山
装、长得清瘦而英俊的人问她：“小姑
娘，你咋在这儿锄地啊？”她回答：“家
里没劳力，没男孩，我得干啊！”“那你
除了锄地，还会干啥？”来人又问。“咦，
犁地、耙地、扬场我都会，都是小时候
跟俺爷爷学哩。”不怯不怵的王小妹说
着打开了话匣子：“俺家穷，俺姐、俺哥
都是没钱看病死了，俺妈怕我不成人，
刚出生就把我的小拇指咬掉了一节，
说是十指不全，老奶奶不要，就成人
了。”问话的人见王小妹不胆怯又这么
可爱，便笑着拍着王小妹稚嫩的肩膀
说：“小姑娘，你叫啥？”“王小妹。”“小妹
同志，你人小志气大，又能干，好啊，好
好干，以后咱们会见面的。”之后，王小
妹才得知，问话的人是时任尉氏县大
营区副区长兼武装部长的焦裕禄。

第二年春天，阳光依旧灿烂，春
风格外清爽，尉氏县城南关林场，人
山人海。只见一个小姑娘右手扶犁，
左手扬鞭，手一挥，说了声“走”，套了
两匹骡子的七寸步犁在这个小姑娘
的掌控下稳稳地前行，人群中爆发出
一片喝彩声“中中中”，“这劳模不是
假哩”……被夸赞的小姑娘就是王小
妹。因王小妹的出色表现，她已经被
评为县特等劳模，县里为了验证一下
她这个典型到底是真是假，便来了个
考核。通过考核的王小妹很是风光，
她佩戴着县里奖励的鲜红的锦旗，戴
着大红花，在锣鼓声声中，坐着马车
回家。就在此时，焦裕禄拨开人群，
走向王小妹，紧紧握着她的手说：“王
小妹同志，咱又见面了，祝贺你，但不

要骄傲，这只是个起点，你敢闯敢干
的精神一定要发扬下去，不但你参加
劳动，还要把村里的妇女都发动起
来，和你一样投入生产……”王小妹
句句听在心里，一连声地说着“中中
中”，眼睛湿润了。

这年 5 月，作为妇女解放的典
型，王小妹和身为团县委副书记的焦
裕禄一同参加省首届团代会。会议
间隙，焦裕禄耐心教目不识丁的王小
妹识字，他握着王小妹的手说：“你就
从写你的名字开始，一笔一画写，写
了以后自己再勤练习……”一天晚
上，焦裕禄还领着王小妹来到开封最
热闹的马道街，他指着门市部橱窗里
的布匹、瓷碗、瓷盆，问王小妹：“这东
西好不好？”“好。”“知道这东西是咋
来的？”“不知道。”“这是工人老大哥
制造出来的，这次会议结束后，你要
在村里组织开展大生产，搞生产互助
组，组织起来力量大，什么困难都不
怕，多生产粮食，支援我们的工人老大
哥，让他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
回村后，王小妹按照焦裕禄说的去
做，她组织了八家农户，在全县第一
个成立了生产互助组，这几户中谁对
成立互助组想不通，她就带领大家先
给谁家干活，谁家有困难先帮谁家
干，样样生产都走到了前头，很快王
小妹就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她被评为

“河南省首届农业劳动模范”。
1952 年，县里调王小妹到团县

委工作，因为她识字不多，便又安排
她到银行工作。她刚刚开始上班，焦
裕禄就把她叫到团县委办公室，认真
地说：“小妹同志，你已不是小孩了，
你是党培养的干部，不要和别人比吃
比穿，要和别人比对党和人民的贡
献。”顿了顿，焦裕禄又说：“你要记
住，你是贫苦人民的孩子，不要忘本，
要密切联系群众，要依靠群众，人民
群众是天，我们是地，没有人民就没
有我们的一切。”焦书记说的句句话，
王小妹都记在心里。组织派她到大
桥公社要井村驻村，她想法儿和群众
心贴心，村民种花生墒不足，她用手
扒湿土，不顾双手浸血，想方设法帮
着把花生种上；村里要种大枣，她风
风火火赶到附近的新郑县为村民们
买来枣树，她多次跳到水沟里捞杂草

喂牲口，本来不会理发的她，专门买
了一套理发工具为全村小孩、困难户
理发……

为支持工业生产，1953 年 6 月，
党组织把焦裕禄调往洛阳矿山机器
制造厂工作。1962年焦裕禄又重返
尉氏工作，此时他已是尉氏县委书记
处书记。听说焦裕禄又回尉氏工作
了，已为大营区妇联主任的王小妹骑
着一辆破自行车到县委院见焦裕禄，
那天，焦裕禄正端坐在藤椅上看报
纸，王小妹喊了声“焦书记”，焦裕禄
愣了半晌才把她认出来：“哎哟，你是
小妹吧！真是不敢认了，那时你又小
又瘦，现在又高又胖成大姑娘啦。”说
着他便亲热地拉着她的手来到室内
为她沏茶，问：“你骑车几十里累不累
啊？”“不累。”“成家了吗？”“成家了，
都有孩子啦。”王小妹见到焦裕禄像
见到了救星，眼里噙着泪说：“焦书
记，您离开尉氏十年啦，这么多年咱
们一直没见过面，我想给您说说心里
话，您交代我的话我没忘，您让我多
联系群众我都记着，前年我到蔡庄驻
村，我把自己一月 34 斤粮票指标全
交给生产队管伙的，和群众同吃同住
同劳动，村里的牲口由于缺饲料瘦得
站不起来，我想办法制止人与牲口争
口粮，我还在饲养室住了一年，天天
和牲口做伴，养好了七头牛，还领着
群众搞了两亩试验田，村里的棉花一
亩籽棉创下了 400多斤的好收成，就
这别人还诬陷我……”焦裕禄把毛巾
递给王小妹让她擦眼泪，而后拍拍王
小妹的肩膀深情地说：“小妹呀，听你
说这一番话，我都想掉眼泪，在那样
的情况下，你还踏实地工作，你没辜
负党的培养。我高兴的是你为党和
人民做了贡献，难过的是你受了委
屈，放心，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你
不要背思想包袱，我们要齐心协力把
生产生活搞上去……”王小妹听得心
中暖暖的，又升腾起了希望之光。

还是这年，秋高气爽的一天上
午，焦裕禄把王小妹叫到自己办公
室，一脸严肃地问：“小妹，我听老徐
说，你回我家给我送了几斤大枣，这
枣是你买来的？还是‘平调’生产队
的？”原来，在一次闲谈中王小妹从焦
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口中得知焦书记

有肝病，听人说大枣泡红糖能养肝，
她便专门到黑凡村买了七斤青枣，送
到焦裕禄家中。王小妹应声答道：

“焦书记，这是我花钱买的。”焦裕禄
将信将疑：“那你买的多少钱一斤？”

“五分。”焦裕禄“哦”了一声说：“眼下
我们的经济正是困难的时候，群众的
日子很不好过，可千万不能向下伸手
啊！”说着焦裕禄从自己兜里掏出五
毛钱递给王小妹，望着焦裕禄瘦削而
又发青的脸，深陷的眼窝，王小妹一
时显得很激动，眼里噙着泪说：“焦书
记，是您一步一步地培养我，让我这
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成了国家干部，
您有病了，我发自内心地表表心意，
就这几毛钱您还给我，您知道我心里
多难受啊！”王小妹说着抽泣起来，见
状，焦裕禄也不再坚持，便留王小妹
在家吃饭。百感交集的王小妹脸上
淌满了泪，说了句“您多保重呀，焦书
记”便夺门而出。

农家女出身的王小妹就这样照
着焦裕禄说的去做，心贴着群众，从
严要求自己。1971 年，她到张市公
社孔庄村驻村，当时的孔庄村没什么
可吃，她东奔西走向国家要了 5000
斤粮食，还想方设法又借了 5000 斤
粮食，解决了群众吃粮难；靠救济不
是办法，还要自己发展生产，她听说
有杂交高粱产量高易种植，她便拿出
自己积攒的 100斤粮票，为村里买回
来 100 斤高粱种，种了 125 亩地……
她驻村的第二年，这个村粮食、棉花
双丰收，这年夏季，这个村破天荒地
卖了 2万斤公粮，令人刮目相看。

以后，王小妹长期在县计生委工
作，她工作认真负责，总是丁是丁卯
是卯，她也从不搞特殊，她响应上级
计生政策，终生只要了一个儿子……
退休后，王小妹依然忙着做慈善事
儿，她要么忙活着给人牵红线成人之
美，要么无偿帮困难菜农卖菜……王
小妹，这个经焦裕禄一手培养的女干
部，组织上也一直惦记着她，2014年
7月 29日，王小妹被焦裕禄干部学院
特聘为兼职教授。

今年 5月 14日是焦裕禄逝世 51
周年纪念日。这几天，她常常一个人
静静地站在焦裕禄纪念馆门前，陷入
遐思……④6

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在京一位热爱家乡的朋友引见，我
有幸拜会了书法大家欧阳中石先生。拜会先生之前，我准
备了一架产自家乡兰考的古琴。一是为了表达对先生的敬
仰，二是也想趁机向先生介绍家乡的特产。

先生精神矍铄，热情而又随和。我感到，坐在我面前的这
位80多岁的老人，不但是博学多才的大师，更是一位平易和善
的长者。我向先生介绍说：“当年焦裕禄同志为了治理风沙，带
领群众在兰考栽植了大量泡桐，如今这些泡桐都已长大成材。
1995年，国家轻工业部组织专家对兰考泡桐进行认证后认为，
兰考泡桐是一种‘会呼吸的木材’，制成乐器音板后，共鸣度
高、透音性能好，是制作以板材为导音材料乐器的‘首选之
材’，随即把兰考确定为全国乐器音板定点生产基地。”

先生见之由惊诧到欣喜再到赞不绝口：“兰考能产这么
高雅的东西，了不起！”他随口吟诵：“阳春白雪觅蹊径，高山
流水遇知音。”

当先生得知，目前兰考虽拥有大大小小的民族乐器厂
130多家，但多为作坊式的生产，规模小，产量少，没有自己
的品牌时，他自言自语、若有所思，随后又转头问我：“今乐
府三个字好不好？古有乐府，今之兰考为今乐府，一个集聚
诗歌、音乐的地方，盛产乐器的首府。”

非常好！
先生当场题字“今乐府”，并书写“白雪阳春期和者，高

山流水谢知音”，一遍感觉不太好，又书写第二次方觉满
意。先生治学之严谨，为人之谦虚，让我感动且敬佩。

兰考古琴遇知音！④6 画 意 □刘大为桐荫千秋

油坊庄村地处新密市东南丘陵地
带，当地沟壑纵横，野生植物遍地，种植
大杏有千年历史，昔以大杏、榨油而闻
名，今以密香杏享誉省内外。全村 3000
多口人，5000 多亩耕地，其中 3600 多亩
杏林已成为当地村民支柱产业。

村里的农民企业家赵发群，原有自己
的纺织厂，年收入数十万元，因人面善有
涵养，在村里见了老少爷们、婶子大娘叫
得亲，一些有见识的长辈们商量，把发群

“抬出来”当村干部。原因是，从杏花开到
大杏熟，满打满算两个多月光景。麦收前
大杏上市，如果村里没有好的“领头羊”，
销售渠道不畅，金黄泛红的大杏，摘下来
不过三五天，就会失去品相，来不及采摘
的落地成泥，做了来年的肥料，这对农民
无疑是重创。

这年换届时，群众把发群推选为村支
书，发群领头的杏加工厂也应运而生。因当
地所产大杏肉多核小、甜香可口，又鉴于地
沿关系，遂将“密香杏”作为品牌研发。村民
们盼着杏熟时不出村庄，就能卖个好价钱。

密香杏加工厂建成后，吞吐量远及省
内外，生意一度看好。村支书发群重于实
干，为企业发展，他出面在方圆几十里招
聘人才，硬是把晓华拉到了油坊庄，挑起
了密香杏产品销售的重担。

晓华，30 岁出头，人长得娇小精干，
面如桃花，从城郊到油坊庄，晓华的梦想
像长长的丝带，一直铺到油坊庄的土地
上。每年杏花开时，我们一群人来到油
坊庄，在村头迎接我们的都少不了晓华。

2013年3月中旬的一天，天朗气清，当
晚一夜东风满树花。我一清早起来，就接
到油坊庄村会计的电话，“姐你们快来咱村
里看花吧，夜儿黑老开得收拾不住了。”

那天站在高坡眺望，彩霞漫天，花海

忘我。我们来到“杏树王”下，见到了 80
多岁的杨大爷。杨大爷想起去年杏熟前，
省里来了媒体记者宣传，之后三天不到，他
家的大杏全部高价出售，老人家见我面熟，心
里自然高兴，在繁花飘落的树下为我们放声
高唱：“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那天，老人家说：“俺高兴啊，去年俺一天
卖了 8000块！”

农民在土地上刨食，市场是晴雨表，
掌握着他们的命运和生死。这一年，发群
的加工厂接上了茬儿，农民吃了定心丸。

农副产品，重在深加工，附加值搞上
去，经济效益事半功倍。发群雄心勃勃，
为了不辜负村民的信任，他把自己的名
字改为“群发”，即带领群众一起发。不
久开发出杏仁油、杏仁片等系列产品。

晓华积极开拓市场，大部分时间以厂
为家，尽管工资开得不高，但她觉得这是
值得尝试的人生挑战，自然无怨无悔。在
厂里资金最短缺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从
朋友处借了 20多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说到晓华，必要了解她的过去。她
原是城郊远近闻名的英语教师，除了教
学，还带学生补习，最负盛名时，由两位
外籍教师为其做助教，找她补课的家长
和学生络绎不绝，都觉得值。这一时期，
是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光。晓华到了出嫁
年龄，就嫁到了邻村，不久生了儿子，一
家人幸福和美。之后丈夫到外地开拓事
业办公司，她坚守在村里一边养孩子，一
边把教学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走进油坊庄的晓华，像灿若烟霞的杏
花，在充满阳光的土地上倾情绽放。但是，
晓华梦想的轨道，在时光的流失中渐渐改
辙，并把她的人生甩到了八股道。先是丈
夫有了外遇，两人经过几年的感情拉锯后
最终分离，法院将独生子判与男方。之后，

适逢新农村改造拆迁，家中房子拆迁所得
补偿，双方谈妥分给晓华 24万元，但当她
去领取补偿款时，前夫已全部取走。

去年市场不景气，资金断链，企业处
于半停产状态，她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20
多万元如今沉底，一时打捞不上来，临近
年关，她只得到了 600元。

如今晓华成了无家可归、一无所有，
且背着 20多万元债的小女人。今年杏花
又要开了，美丽的风景无法化解晓华的
阵痛。她夜夜失眠。

春节前两天，群发在电话那头说，
去年厂里欠了全村几百户群众的钱，到
年底没有一家来要账的，这是大家对我
的信任。企业困难是暂时的，我已经铁
了心，为了全村几百户群众，豁出自己
的命也要让企业活起来。群发希望我
想办法为晓华要回补偿款，再不然开导
开导她。

晓华提着金色的小米和黑色的小米
来到我家。一进门勉强笑说，姐俺是来
请您去庄上看杏花哩。昔日妩媚喜悦的
晓华，如今脸色灰暗，软塌塌坐在椅子
里，恍惚无助。

晓华说，我近来成了多余的人，也看不
到出路，如果能要回补偿款，我就可以归还
朋友，现在像有块儿大石板压在心上。

我不希望一时一事的困窘将她击
倒，必须让她明白，人的脊梁骨不仅仅是
用来支撑躯体的，因为我们的精气神从
脊髓出发，为我们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动
力、精神支撑。这证明一个事实，即这世
界上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劝她把自己
所经受的一切，从即日起全部封存，包括
失去的和欠人的，都统统打包后封存到
心里，盖上盖子，暂时不要掀开它。尔后

重新审视自己，最擅长什么，最愿意做什
么，能做成什么，怎么去做？然后重新规
划，重新开始。

晓华静静地听着，深深地呼吸，眉头
渐渐有了些许舒展，她缓缓地说：“奇怪
了，我现在觉得肝也不疼了，胸口也不堵
了……”

我走到衣柜前，取出一件墨绿色的
新大衣和一条从云南纳西族买回的彩色
长披巾，送给她作新年礼物。晓华说要
换上新衣、新围巾再出门。她穿戴好，站
在穿衣镜前，从里到外像换了一个人，显
得清新靓丽。

最终，晓华从懦弱走向坚强。
今年 3月初的一天晚上，已经深夜 11

点多，晓华给我发来了信息：姐姐，我今天
太高兴了，有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母亲，从
多方打听到我，要我给她孩子补课，今晚
上了第一次课。还有拆迁补偿款的事，已
向上级纪检部门反映，人家不仅很热情地
接待了我，还当即打电话询问情况，我觉
得我又有希望了——虽然夜很晚了，我还
是想把好消息告诉您……

这确实是好消息。于是我不失时机
地提醒她，你可以多收些学生，多些收
入。她立即回复：不，我要保证质量！

读了晓华的微信，我心情复杂，也深感
欣慰，待心情平复之后我回应她：太阳终会
落在你最珍贵的梦上——晓华，加油！

3月中旬，发群的企业也柳暗花明，出
现转机。他和省里一家出资方已经谈妥，
后者希望油坊庄未来作为密香杏深加工
基地，所有产品由他们推向全国市场。

几场春雨使油坊庄的杏花开得疯狂
恣肆，烟波浩渺，继而雨过天晴，漫山遍
野花海涌浪，把油坊庄的天空照得璀璨
绚烂，如醉如痴……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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