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人忆事

武林与我

面壁太行
——写给红旗渠

放声歌唱

□曹文轩

和武林来往多年，我对武林从不设防——这
样的朋友并不多。我对他的信任几乎是彻底的。
别看他平时哇啦哇啦，人没到，三里地就听到他大
声喧哗，可我们私下里说的一些话，他却从来默不
作声、守口如瓶。多少年来，他其实一直在明里暗
里地保护着我。一对朋友这么毫无遮挡地来往
着，这么记挂着对方，这么珍惜友谊，是因为我了
解他，他也了解我。

因为如此，我在武林面前是自由的，是没有任
何虚头巴脑的客套和忧心忡忡的顾忌的，很愿意
本真地面对这位整个看上去与我的风格大相径庭
的山西运城人。也因为如此，他可能比其他朋友
知道我以及我生活中更多的东西。于是，他将这
些东西写成一篇一篇小文章。几年过去，这些小
文章凑在一起，就出来一个与公众心目中可能不
太一样的曹文轩——一个更鲜活、更生活、更质感
的曹文轩。其中一些细节，也许是他记忆有误，也
许是他“合理”的联想，虽然不够准确，但大体上就
是这样的。

武林在《灯塔：曹文轩的故事》的文章里，帮我
更生动地认识了我自己。看他的这些文章，有时
我也会在片刻之间忘记了那是写我的，全当成了
他在说别人，看着看着笑起来。笑了一阵，又忽然
想起这家伙是在写我，于是又换了另一番心境。
看着他的文字，我有时会在心里发一声感叹：我这
个人也是活生生的嘛!

有来无往非礼也！看着这一篇篇文章，我想：
哪一天等我得了悠闲，我也要写上几十篇小文章
说说他。能说他的绝不比他能说我的少。屈指一
数，至少有这样一些话题：

武林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

在我们这些人里头，藏书最多的算是武林。
他的一大爱好就是满世界淘书。他淘书也许没有
什么讲究和格调，见书就淘，不论是否值得一淘，
只要是自己觉得应当拥有的就淘。淘得之后，他
也不仅仅自己收藏，还会分送别人。我一直就是
他的受书之人。当然，他也会时不时地直接打开
我的书柜淘书，呵呵笑着问一声“这本书能送我
吗”，未等我回答，他差不多也就认定那本书已经
属于他了。我从他那里还真的得到过几本很不错
的书，而最珍贵的一本却是我的一部早期写的但
在我自己的书柜中与记忆中早就不存在的长篇小
说，此书的名字叫《没有角的牛》。武林不仅是淘
书之人，也是读书之人。我几次在朋友圈里说过，
武林是我们中间最爱读书，读了很多书的人。

武林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
在一般人眼里，武林也许是个粗人。这是一

个不知道丢失了多少部手机的人，丢失了多少个
打火机的人，丢失了多少……有时我就在想，这个
人也许哪一天会丢失了自己而到处去找。还有，
他总是很粗心大意地穿他的衣服，不是显得偏大，
就是显得过小。但就这个人，却是我几十年交往
中难得见到的一个心细的人。他能极其敏感地知
道他人对他的冷暖，也能根据亲疏很有分寸地还
他人以冷暖。大事上，他很少犯错误；面对男女老
少，他知道轻重缓急，一丝不苟，礼数周全；对周遭
一切，他都有很准确的判断，并且非常快速。他从
遥远的地方一步一步走到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
京城，步步惊心，也步步正确。当然，最根本的也
许并不是他的心细，而是他怀揣一方可以走遍天
下的通行证：坦诚相见。

武林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武林平日里嘻嘻哈哈，一团和气。他很少恨

一个人，恨了，放在嘴上说说，也就不恨了。我们

之间无话不说，但很少听到他去贬损一个人，更难
见到他刻薄地贬损一个人。他的这种与任何人来
往都可以做到如鱼得水的全天候关系学，会让人
有一种担忧：这个人似乎是没有原则的。可是我
知道，武林其实是一个极讲原则的人。关键时刻，
关键问题，他却比一般朋友更见友情。当朋友遭
到恶意攻击，其他朋友因怕麻烦而一时不能出手
相助时，他却能不假思索，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
表明态度。真的不客气！他有他的底线，而这底
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时，你就会停下来细细
玩味他的名字：武林。

在写作上，安武林是一个鬼才。
所谓鬼才是指出人意料，在不可为之处而可

为。我偏向于鬼才，尤其是在文学这一块。文学
需要的不是人杰，而是鬼才。说实在话，文学创作
没有一点鬼才大概是不行的。得天下者都得有一
点鬼才。我非常喜欢安武林作品的一些句子，“这
个可怜的家伙死了，是被一滴露珠扎死的”；“虫子
说，我们聊着聊着，天就黑了。知了说，我们唱着
唱着，夏天就终止了。礼花说，我们跳着跳着，就
找不到舞台了”。安武林一人几乎把握了所有儿
童文学的体裁，如果按最好来排定，我以为可以这
样来排次序——散文、童话、小说。我为什么没有
说他的诗？那是因为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诗，
或者说都具有诗性。记得上次参加安武林研讨会
时我说过一句话：今天的会其实不用大家都发言，
只金波先生的一句话就够了——金波先生说：“祝
愿武林从诗出发，回归于诗。”诗有意境，这一点与
童话、散文相通。还有诗是抒情的，格调雅致的抒
情。所以说安武林的各路文字都是诗性的。

武林可说道之处很多。
日后，若有一本我写他的书，与他写我的书放

在一起，也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3

□孙荪

《挥云》以名其书展，可谓第一幅大
作，神来之笔也。

挥云斋主周俊杰先生好像早已收
到诗仙诗圣的两句赠言:一为李白“兴
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一为
杜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挥云
斋其志其书颇合先贤胜意，亦可因以意
会其在中国当代书法中之价值。

中国书法的当代复兴产生了参与
者、弄潮者、引领者，周俊杰为其代表之
一。虽少逢书学式微时代，却生于书学
深厚之乡，童蒙拜师学书，青年矢志翰
墨，盛年弄潮于书海，终于立新峰于书
山。毕生专精书艺，以书为乐，乃一以
书法为生命之纯粹书法家也。

孙过庭云：“偏工易就，尽善难求。”
周俊杰知难而上，务求创作与理论双翼
齐飞。其曾坦言“一直在冷静地做有点
野心的事”，即于历史时代个人三个支
点定位审美取向。从历史传统中寻找
契合自己之爱好，从时代审美追求中选
择与其声气相应之创造对象，张扬个
性，以创作最能引起当代共鸣共振的、
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此前缺少、未来
难忘的作品。几十年间，其书学要义、
书法复兴之寻绎、主体性美学、海量史

论和评论，与其雄逸朴茂的隶书豪放恣
肆的草书作品，风生水起于书坛，互为
表里，相映生辉。当代书坛具有完整美
学体系兼具时代精神与个人风貌创作
之完全书法家，挥云斋主也。

书法望之至简，入之弥深。书道通
于天道地道人道，古今贯通、诸艺会通、
道技互通，方能融通于心中腕下。为书
者而不囿于书，亦为眈读史哲之学者，娴
于诗文之作者，遍览天下之游者，善于参
悟之思者，周俊杰终成书法之觉者。揭
橥新古典主义，以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为
书法艺术之本性，以与汉唐雄强博大之
气局相呼应为书法复兴之主流，以酣畅
淋漓而蕴蓄雅韵为艺术风格之追求。创
新需要勇气，而成功在于智慧。敬畏传
统，取法乎上，每有心动辄深入延展；善
待探索，取精用弘，一点会意则为我所
用。灌注生命之气，引发不群之思，挥云
以取势，大风歌豪情，分墨色以汇汪洋，
借稚拙而逞恣肆，调笔锋以出错落，越平
正而追险绝，狂而不野，开张有度，积健
为雄，蔚为大观。因乎此，周俊杰久居内
地而影响及于海内外，年事渐高而创造
力不减，新意迭出高潮时见，诚可谓根深
叶茂艺术之树长青者也。3

(此文为《挥云——周俊杰书法作
品展》前言）

□郑彦英

那天上午比较凉快，我和弟弟郑
彦成陪母亲到郑东新区的如意湖畔
消夏，坐在垂柳下的石条凳上，感受
着从水面吹过来的风，母亲很高兴，
说：“不拿扇子，风自己就来了。”

一会儿，有几只水鸟在水上飞
来飞去。母亲问是啥鸟，我说我也
不知道。我的老家在缺水的黄土高
原上，没见过水鸟，所以我们母子看
着水鸟就赏心悦目。倏忽间水鸟落
在岸边，离我们很近，能看清嘴尖尖

的黄，我们屏住声气欣赏着，唯恐惊
扰了水鸟。

看着水鸟落得多了，我说：“妈你
往前一步，我给您和鸟拍个合影。”

母亲说：“不敢，人把鸟骗得都不
信人了，水鸟好不容易信了咱，安着
心卧在咱跟前，咱一动，水鸟就不会
再信咱，就飞了。水鸟飞了事小，咱
失信事大。”

于是我们就静着，看风把垂柳吹
得飘，把水推出一道一道的波，看鸟梳
理羽毛，梳得很用心也很利索。这一
刻让我感动，不由想到西画中的风景。

后来水鸟飞起来，先是一只，在
我们面前的水上旋了一下，其它几只
也随着飞起来，然后就飞向远方，成
了几个点。

我自然有些失落，但没有吭，和
母亲坐在这么美的风景里，已很好。

弟弟眼尖，突然指着远方说：“鸟
来了。”

母亲立即朝那儿看去，终于看见
了，脸上一下子有了笑，舒了一口气
说：“我想着你还会来呢。”

显然，母亲这话是对鸟说的，她
已经把鸟称作“你”了。3

□叶延滨

是爷们是汉子

就在这里面壁

十年面壁，面壁十年——

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夜

用饥饿年代之血肉之躯

面对太行山十万巨石阵！

开凿红旗渠的父兄们

真的愿意用一根粗绳

把自己瘦弱而饥饿的身体

吊在山崖与朔风之中

这朔风如刀的高崖之上吗？

老天爷都知道

吊在高崖上玩命的

是三年大灾中的一页页日历

像冬天枯树上颤抖的叶片……

只因为背上有粗绳

只因为手中有铁锤

饥饿年代的饥饿

才只能止步于饥饿

收工后会有一个粗粮窝头

让生命熬过又一个冬夜！

向死而生

比高崖更坚硬的

是生的希望！希望是火种

是身体与岩石交锋点燃的引信

引信炸药，迸裂巨石

那是生命高声的呐喊——

汗水和泪水比岩石更厉害啊

何况是十万苦难者的汗！

何况是十万饥饿者的泪！

十万面壁的达摩

不，是比达摩更有信仰的杨贵

十万面壁的杨贵

不，是十万插在太行山的红旗

面壁，面对死亡而求生存

面壁，忍受饥寒而求温饱

面壁，因为干涸而求雨露

面壁，怀抱热爱而求明天

今天，每个站在他们面前的人

面对大渠，也面壁太行

面壁不动安静地站一会吧

静静地闭上眼……

面壁者，如果能感到

熟悉的一声声呐喊

亲切的一句句叮咛

融进了崖壁下这渠水淙淙

又淙淙流进了你的每一根血管

你是幸福的啊！！

幸福有源幸福有根

只因你的父兄，你的列祖列宗

也曾经是，一定曾经是

面壁而破壁的枭雄好汉！3

□周俊杰

余将于丁酉六月在省美术馆举办
大型书法展览，展及作品集不可无序，
然何人执笔却犹豫再三：书坛大家？
社会名流？政界朋友？抑或自己？思
之多日，还是请老友孙荪兄为之操
管。孙公，文学大家也，书道亦甚深
厚，对余之思想、艺术知之甚深，意告

公三日后，千字文即出，文美意深，涵
容量甚大，乃公又一佳作也。然公并
未感之臻善，后经五次修改遂成此
稿。大文对余学书经历、艺术观念、
书作特色均作了精确之评论，可谓当
代短文之极品也。公又以八行笺抄
之，公字出于二王，深得晋韵之精髓，
余附之数语，乃续貂也。3

（此跋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任厚忠

我的故乡瓜沟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它坐落在太行山深
处的山坳里，坐北朝南，沿沟而建，其房屋都是青石砌成。
清晨鸟声啁啾，傍晚炊烟袅袅，在绿树的掩映下，静谧美
丽。村西一里许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小河的北坡有一
个古老的村庄叫老国玉，于是把这段小河也称作老国玉河。

说它是小河，不如说是山沟，因为小河里不常有水。
蜿蜒的山沟像一条盘卧的巨龙，达几十里长。山沟两侧，
峰峦叠翠，左侧是巍巍的边疆岭，上边至今还存有孟姜女
哭长城的泪痕石和残垣断壁的魏长城。

每年夏季来临，绵延起伏的山峦，经过雨露滋润后，披
上了绿色的衣裳。山泉也睁开了它惺忪的眼，泉水从石缝
中喷发、从石眼中迸出、从峭壁上跌落……涓涓细流在山
沟里汇聚成河水，哗哗流淌，义无反顾地奔向老国玉河。

小河奔流之际，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候。
赤日炎炎的午后，约上三五个小朋友，直奔小河，一个

个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边走一边脱衣服，然后一
个猛子就扎进水里，顿时暑气冰释，真是得劲啊！

这段小河有两个水潭，下边的水潭小，水浅；上边的水
潭大，水深。刚开始时，伴随我们的二大爷，只让我们在下
边的小水潭里嬉水，渐渐地我们觉得小水潭的水太浅了，
玩起水来不过瘾，就再三央求二大爷要到大水潭游泳。

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大水潭里游泳，试探着水潭的深度
和潭底石头分布状况。即使如此，我的左脚被石棱划破了
两厘米左右的口子，鲜血直流。父母亲看到我脚上的伤
口，心疼不已，于是千方百计阻止我去小河玩耍。

渐渐地，我们摸清了大水潭的情况，水潭南边的石棱
容易碰伤身体，北边的石缝容易夹伤脚趾，中间的水特别
深等。此后，我们变着花样在水潭里玩耍。

那时，二大爷总是在岸上看着我们，呵护我们。
二大爷有60多岁，他每天都在小河两侧的山上为生

产队放羊。中午赶着羊群到水潭边休息，同时给羊饮水。
水潭南边有一块三米长两米宽的青石板是他休息的地方。

有时他高兴起来，一跃而起，在水中给我们做起狗刨
式游泳的示范；有时，他把一颗彩色的石头扔进水里，让我
们扎猛子摸石头，谁把石头从水里摸出来谁就赢了，他说
这是比赛耐力；有时他让我们学狗刨转圈子，谁在水里转
的圈子多为胜，他说这是比赛毅力；他还把我们分成两队，
让我们相互用手向对方击水，热火朝天，直到一方败下阵
来为止，他说这是比赛智力。

然后他哈哈大笑，一一点评双方的表现，从腰间抽出
长烟袋吧唧吧唧地抽上一锅儿烟，很是高兴。

在我的记忆里，他是那么的慈祥，那么的和蔼。总觉
得他对过去的和山外的事情知道得非常多。每次上岸休
息时，我们都围着他，让他讲那天南海北的故事，他毫不吝
啬地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股脑儿讲给我们听，他说孟姜女
哭长城就在边疆岭，魏长城比秦长城早得多；尤其是讲到
皮定均，他非常激动，神情里带着崇敬，他说皮定均带领八
路军战士夜袭辉县城，一夜跑了上百里等等。

躺在青石板上，清凉的风吹拂着身体，我们心中澎湃
潮涌，浮想联翩，做那天高海阔的梦，想象山外的世界是多
么的奇妙……

如今想念家乡时，还总忆起小河。3

人生往事

小河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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