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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倾城

大学期间，到福建一个朋友家度假，因为想去看魂牵梦萦的海
上日出。在去福州的火车上，我彻夜难眠——二十几个小时的硬
座，想安睡也是不可能的。

福州离海还远，于是又在慢吞吞的火车上站了一夜，到漳州时，
有不相干的旅客，好心让半个座位给我。我问他，来不来得及在黎
明前赶到海边。他笑出一口金牙：“小姐，你以为火车是一直往海里
开呀？”与电视里的台湾腔大同小异。

他摆出一副老江湖的样子：“海上日出那么容易看到吗？阴天
下雨不必说，住得远的早起也不方便；要在海边等呢，明明晴空万
里，等一个晚上，忽然一阵黑云就来了……”

我连连点头，心里却想：这些困难能吓倒我？
之后一个月，我都沿着海岸线行走。
有时坐在沙滩上等，看黑黢黢的浪头耸立落下又耸立，像开开

合合的上颚，吞噬一切。浪涛声震耳欲聋，渐渐低了，有光从天际透
出，像隔壁房间开了灯，云霓的影子——在我背后。无知如我，那时
才反应过来：不是所有的海都面朝东方。

也有时，尽情游泳，品尝海鲜，然后疲倦睡去。早上睡眼蒙眬
中，就感觉到金色的阳光沉甸甸地压在眼皮上。又错过一次日出，
心里涌起小小遗憾。一边暗暗发誓明天一定要早起，一边翻个身又
沉沉睡去。

我几次定下回程日期，却买不到火车票。住了太久，叨扰朋友
太过分，我心烦意乱。清晨的雾霭里，傍晚的彩霞下，我躲在房里看
小说，更没有精神早起看日出。

终于，票买到了。慌慌张张买准备带给家人同学的礼物，都忘
了要跟大海、木瓜树、每天午后的雷雨好好道一个“再见”，老觉得忘
了什么事。坐在开动的火车上，从高处看见遥遥的海岸线，阳光下
微微闪烁的波浪，缓缓地越退越远，我恍然想起：我是真的连一次海
上日出都没有看到，只能等以后。

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指望的“以后”始终没有发生。我出
差、旅行，孤身上路或者和亲友一起，在黄海里游过泳，在北戴河下
过“饺子”，在台湾海遇见过小鲨鱼……就是不曾起个大早，与朝阳
撞个正着。

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用无缘或错过来解释。但前一段时
间看意大利作家乔尔达诺的小说《质数的孤独》：年轻的数学天才马蒂
亚，孤身在异国任教，家人远在天边，生活削减为零，与同事共吃了八
年午饭，仍只是一般同事。家乡的父亲曾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
北欧的海上日出是不容错过的美景，当晚在电话里说给他听，并叮嘱：

“你一定要去看看呀。”从那之后，父亲就时常问他：“你看日出了没
有？”而马蒂亚总是答：“没有。”

小说终了，马蒂亚——或者说命运本身，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终
于在黎明时分来到海滨的一把长椅上，“是唯一在这里看日出的人
……他一直等到连最后一道紫色的朝霞也在海面上熄灭，消失于正
在散尽的薄雾之中时，才抬腿踏上回家的路”。

孤独，某种意义上，是怠惰吧。渴望朋友，但懒得打电话，也担
心人家爱理不理；渴望成功，但不太愿意努力，也害怕十分耕耘一分
收获的凄凉；是明知道自己疏懒，却安慰自己说：“世上没有必看之
书，没有必去之处，没有必做之事。”你不期许的，它便果然不发生。

我不够冲动到立刻去订机票，但我确实默默许下心愿：某一个清
晨，我会出现在寂寥无人的海边，等太阳从海平面上露头。如果阴天
下雨，没事儿，我可以多等一天。

决心主动亲近世界，而不是在失去之后才悲叹。因为我不想比
质数更加孤独，只剩东一些西一些“未完成”的回忆。3

□刘庆邦

翟墨是我国独树一帜的美学家，他离开我
们已经七年了。每当看到美术、美学、美育以至
水墨、笔墨这样的字眼，我都会油然想起他。他
长我十岁，生前见面时我都是称他老兄，他则叫
我庆邦弟，我们两个有着兄弟般的情谊。

我认识翟墨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那时他还没有使用翟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时
的署名是翟葆艺。其时他在郑州市委宣传部当
新闻干事，我在郑州下属的新密矿务局宣传部
也是当新闻干事，我们因上下级工作关系而认
识。至于他写过哪些新闻作品，说来惭愧，我一
篇都记不起了。而他在河南日报发表的一首
诗，让我一下子记住了翟葆艺这个名字。那是
一首写麦收的诗，其中两句恐怕我一辈子都不
会忘记。诗句是：“镰刀挥舞推浪去，草帽起伏
荡舟来。”须知当时报纸上充斥的多是一些诸如
斗争、批判、打倒、专政等生硬的东西，翟葆艺的
诗从金色的大地取材，从火热的劳动生活中获
得创作灵感，呈现的是图画般美丽动人的情
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诗句也许算不上多么
出类拔萃，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气候里，它就不
大一般，显示的是难能可贵的艺术品质，并展露
出作者独立的审美趣味。

我很快就知道了，翟葆艺是毕业于郑州大

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当过中学老师、晚报记者，
业余时间一直在写诗。对于有文学才华的人，
我似乎天生有一种辨识能力，不知不觉间就被
对方的才华所吸引，愿意和“腹有诗书”的人接
近，以表达我的敬意。除了欣赏翟葆艺的才
华，我还注意到了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什么样的气质呢？是羞涩的气质。几个人在
一块儿闲谈，说笑话，话题或许跟他有关，或许
与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有人或许看了他一
眼，或许没看，几乎没什么来由，他的脸却一下
子就红了。他的皮肤比较白净，加上他常年戴
的是一副黑框眼镜，对比之下，他的脸红不但
有些不可掩饰，反而显得更加突出。他也许不
想让自己脸红，但这是血液的事，是骨子里的
事，他自己也管不住自己。真的，我这样说对
葆艺兄没有半点儿不恭，他羞涩的天性真像是
一个女孩子啊！后来读到一些哲学家关于人
性的论述我才明白了，因羞涩而脸红，关乎一
个人的敏感、善良、自尊、爱心，以及丰富的内
心世界和温柔的感情，这正是一个优秀艺术家
的心灵和气质特征。

1978年，我和翟葆艺先后到了北京，我是
到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他是考进了中国艺术
研究院美术系研究生部，在我国著名美学家
王朝闻先生亲自指导下读研。读研期间，我
到研究院看望过他。我知道考研是一件难

事，除了考专业课，还要考外语。我问他考的
是什么外语，他说是日语。我又问他以前学
过日语吗？他说没有，是临时自学的，因日语
里有不少汉字，连学带蒙，就蒙了过去。他自
谦地边说边笑，脸上又红了一阵。我心想，要
是让我临时学外语，恐怕无论如何都难以过
关。他在短时间内就能把一门外语拿下，其
聪明程度可见一斑。

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就把葆艺家当成
亲戚走。1989年春节，我带妻子到他家拜年，
他送给我他所出的第一本署名翟墨的书，《美
丑的纠缠与裂变》。读朋友的书，除了感到亲
切，更容易从中学到东西。我自知艺术理论功
底浅，这本书正是我所需要的。这是一本谈美
说艺的短论结集，所论涉及文学、绘画、书法、
音乐、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他的论述深入浅
出，用比较简单的语言说明复杂的道理，用含
情的笔墨探触理性的奥秘，读来让我很是受
益。比如谈及书法之道时，他借用古人的理
论，阐明为初学者求的是平正，接着追求险绝，
而后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
会。”读到这样的论述，我联想到自己的小说创
作，似乎正处在追求险绝的阶段，要达到“通
会”的境界，尚需继续学习。

让人赞赏不已的，是翟墨的文论所使用的
语言。我之所以在文章一开始就认定翟墨是

“独树一帜的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
的语言有着独特的韵味。他的语言有写诗的功
夫打底，是诗化的语言。他的文论是诗情与哲
理的交融，读来如同一篇篇灵动飞扬、意味隽永
的散文诗，既可以得到心智的启迪，又可以得到
艺术的享受。王朝闻先生在序言里对这部著作
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翟墨在艺坛探索，所写出
来的感受已经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浓厚兴趣，这
一现象也能表明艺术评论有写什么与如何写的
自由。”

翟墨早早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在文学
评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1990 年《当代作
家评论》第五期，为我的小说创作发了一个
评论小辑，小辑里有五篇文章。其中一篇
评论为翟墨所写，评论的题目是《向心灵的
暗井掘进》。评论从我的《走窑汉》《家属
房》《保镖》等几篇写矿工生活的小说文本
出发，着重以小说对人性恶的挖掘为切入
点，对小说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认为：

“人的本性中的邪恶一旦释放出来，在种种
内在和外在原因的作用下，会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恶性
循环使他们无法自我遏止。在他们进行了
各式各样的丑恶表演之后，一个个落得害人
害己的悲惨下场。”这样的分析高屋建瓴，鞭
辟入里，着实让人诚服。

后来翟墨到我家找过我，对我说了他的处
境，问他能否调到我所在的《中国煤炭报》工
作。因他的妻子和孩子户口都不在北京，住房
条件迟迟得不到改善。他希望通过工作调动，
改善一下住房条件。我把他的想法跟报社的领
导说了，领导认为他的学历太高了，职务上不好
安排，等于回绝了他的要求。

翟墨去世时才68岁，他离开这个世界太早
了！尽管他生前已出版了包括《艺术家的美学》
《当代人体艺术探索》《吴冠中画论》等在内的18
部著作，尽管他主编了70多部丛书，尽管他当
上了《中国美术报》的副主编和大学的博士生导
师，我还是觉得他去世太早了。凭着他深厚的
学养，勤奋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如果再活十年
或二十年，他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创作成果，
赢得更广泛的影响。3

怀念翟墨

后来读到一些哲学家关于人性的论述我才
明白了，因羞涩而脸红，关乎一个人的敏感、善
良、自尊、爱心，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温柔的感
情，这正是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心灵和气质特征。”

——刘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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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心自道

人生往事

□李玉梅

蜀葵花，比起春之牡丹，夏之荷花，秋
之菊花，冬之梅花，说不上高贵，可说是一
种“闲草”，大多开在垣篱茅舍之畔，孤村野
店之角；也有爱花人家，门前不经意间生出
几株蜀葵，提亮着夏日的“门楣”，引行人注
目，使那鸡鸣犬吠、柴堆草垛，也多了几分
温馨闲趣。

古代咏蜀葵的诗词中，有诗意和情怀
的莫过于“无心驻车马，开落任熏风”和“绛
脸有情争向日，锦苞无雨细含风”两句——
所以，蜀葵在众花中，因其野性壮丽，而被
寻常百姓所青睐；再所以，成排成行的蜀
葵，站在路边田园、或房前屋后、或疏篱间
自顾自地怒放，人们喜欢不喜欢与它无关，
就其散淡的本性，它也不在乎。

因此，在夏日，能够盛开盛放、恣意任
性而为的，除了石榴花，非蜀葵花莫属了。

有一本书为《世界大师手绘经典·花
卉之书》，该书汇集了 300 多年来世界各
大博物馆、皇家珍藏的 179 幅花卉图谱，
每一幅佳作皆由世界上最杰出的花卉大
师精心绘制。这本书的封面画，就是原产
于我国四川的蜀葵花。书上说，描绘生动
的花卉图谱，不仅是对各种新奇物种的系
统整理和再现，更在其一丝不苟的不动声
色中记录了 16世纪以来西方“发现世界”
的狂喜。

中国的蜀葵上了“世界之书”的封面，
可见我国蜀葵之“尊贵”、之大美！

针对宋人“开到荼蘼花事了”这句话，
夏花仍繁盛，终是不争的事实：小到米粒般
的星星花儿和嫣红的指甲花，大到如梦如
幻的烟雨睡莲、目光追着太阳的金葵花，可
谓比比皆是。但是，有哪一种花能像蜀葵
花一样，一路高标芝麻开花节节高般地开
到天上去？因此，蜀葵花是任性之花、从容
之花、心性敞亮之花。

任性从容，心性敞亮、甘于野生野长，
所以生命力极其旺盛，从五月到九月，尽
显其盛。正如清人张之洞《蜀葵花歌》里

所说：“田间夜客爱蜀葵，谓是易生兼耐
久。”

李可染先生谈山水画时，有句精辟言
论：“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此言用在花卉
创作上，同属经典要诀。

我这幅写生画《麦田守望者》，应属“胆
大”创意之作。前面说过，蜀葵花一般长在
墙角篱边河畔，现在我把它置于麦田边，是
因为我喜欢青青原野，喜欢无垠的地平线，
喜欢辽阔广袤的空间。

把蜀葵花放在田野之上，依着白杨
静静开放，也有其现实根据。一日，我
路过建业学堂的湖边北岸，在一排高大
的白杨树下，看到一簇簇开着的蜀葵
花，蝴蝶飞来飞去；挨着蜀葵的是刚刚
冒出新芽的玉米地，远处一片麦田铺向
更远的行柳，在绿色世界里，唯见蜀葵
花光彩夺目。

这些天，我沉醉于蜀葵的观察之中，认
真记它的纹理和花型。回到家属院，一再
去看邻居门前探出篱外的枝叶繁花，发现
有的蜀葵花的花心中，还开出小小花瓣，娇
俏而灵动。

我喜欢这样的结构之美，形式之美，出
其不意之美。

大自然中藏着无限禅意，我中有你，你
中有我，最终委于大地，回归自然，再升起
新的希望。

此时此刻，我愿变成七星瓢虫，附在花
丛之中，来探讨这微观世界里的天机，听它
们轻声低语，尽情地我行我素。

孙悟空七十二变，观音四十二化身，
一只七星瓢虫显得寂寞，一会儿又飞来
一只，翅膀时张时开，寻思着站在哪朵花
上好！

阳光下的蜀葵，是大地上的琴键，随
微风“而鼓而歌”，弹奏出无声或有声的慢
板、快板，抑扬顿挫，恍兮惚兮，飘飘然传
出大地的回声，远处的惊雷，近前的马蹄
声……

地平线啊，辽阔的逐渐消失了的地平
线啊，何日君再来！3

□郭汉斌

从洛阳师专毕业将近35年了。每天忙
忙碌碌，很少有时间去回忆过去的生活。有
段时间讲述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
学生生活状态的电视剧《雪花那个飘》热播，
那些似曾相识的喜怒哀乐让人激动不已，我
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参加高考的往事。

从1977年 9月开始，就不断传来即将恢
复高考的消息，大家都将信将疑。10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废除推荐制度，恢复
文化考试，择优录取。”整个社会沸腾了！但
初中毕业后没有机会再读高中的我并不打算
准备复习考试，因为在潜意识里，我认为自己
不行。

高考时间一天天临近，一次工作中，我
的右手大拇指被电锯刮伤在家休息。百无
聊赖，我去看望在郑州骨科医院进修的初中
同学郭志豪，顺便询问能否有进修的机会。
到郑州后，才发现他正要收拾行囊回去报名
参加高考。他劝我：“以高中同等学力也可
以报名参加高考，你在初中学习成绩不错，
为何不试试呢？”

当时离高考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了。
回村后我到大队部报了名，选择了文科。当
时物资紧缺，记得报名表用的都是麻纸，质
量很差。由于害怕被讥讽，参加高考报名的
事我没有声张，也没敢到处去找复习资料，
随便在家中找了几本初中的书翻了翻，写了
几篇作文。

1977 年 12月初，我与全国 570万名考
生一道，走进了考场。高考在每个公社所在
地都设了考点，我是在平乐公社高中参加的
考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答起试卷来很
放松。当时的作文题有两道，一道题目是
《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另一道是
《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热烈欢呼》。我选
了第一道题，用散文笔触表达对毛主席的真
挚怀念之情。平时我虽然喜欢看《三国演
义》、《水浒传》等书籍，但由于当时初中语文
没安排古汉语教学，对很多古文内容一知半
解。记得在翻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
句话时，我因为搞不懂，就译成了“难道就不
怕死吗”。后来每当看到这句话，都会想到
当时的幼稚可笑。

1977年高考分数不公布。春节后，通过
本村在洛阳地区行署工作的熟人，查到我的
成绩是177.5分，其中数学才考了4分；同时
知道当年的体检线是180分。对自己考试失
利，不仅没沮丧，反而更有了信心：半个月的
准备已考得不错，好好复习，肯定能考上。

1978年春天，送走考上大学的同学和同
事，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复习计划。我先从数
学下手，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复习了初中
数学，又把高中数学学习了一遍。临近5月，
平乐高中对考生进行集体辅导。能容纳三四
百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看到那一双双渴望
知识的眼睛，我感到压力很大。我的初中老
师黄克俭一脸严肃地告诫大家：“不要患得患
失。若不考就此罢手，专心工作。若要考就
要破釜沉舟，哪怕你瘦10斤肉也要干！”黄老
师的话激励我度过了当时最艰难的阶段。高
考结束那年，我还真的整整瘦了10斤肉。

7月20日，我又走进了高考考场。
高考分数终于公布了。我的总成绩是

329分，位居文科班第二名，这引起了轰动。
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我终于接到了洛阳师
专的录取通知书。尽管与原来的预期有差
距，但通知书仍是沉甸甸的。一时间，各种滋
味涌上心头，我不禁潸然泪下。

1978年 10月，我走进位于北宋理学家
邵雍居住地并取名安乐窝的洛阳师专，开始
了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的三年大学生涯。

1978年全国共有 610万名考生参加高
考，作为当年被录取的 40.2万名学生之一，
我的人生轨迹随着时代大潮发生了改变，何
其幸运！3

看日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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