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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老陈的一天

□本报记者 冻凤秋

面前是年逾古稀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周
俊杰，听他说话，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依然有一
个活跃的孩童，在那团墨色的云间嬉戏。就是这
般享受与沉醉，从幼年习书法开始，他便在云间
往复，那些汉碑和晋人书札，带他领略最高妙的
审美境界，体味最深沉的艺术本质。他挥云，那
云就幻化为豪放稚拙、资致逸生的“周家隶”和沉
郁朴茂的草书；他呼风，那风就是“书法新古典主
义”和“当代书法复兴运动”理论。

7月 15日至 26日，“挥云——周俊杰书法作
品展”将在河南省美术馆举行。开展之前，周俊
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内容和特色。

周俊杰：我给这次展览定下的主题是“让作
品说话”，不搞开幕式和研讨会。展出的300余件
书法作品都是我近年来创作的，以隶书、草书为
主，书写内容大多为我自己创作的诗词。形式上
有中堂、斗方、条幅、扇面、对联等，小幅作品在盈
尺之间，大幅作品数米有余，最大作品达丈六
匹。除书法作品外，还有学术成果展示，我的几
十部书法理论著作将摆放在展厅入口处，供朋友
们欣赏。此外，还有“书法与生活”主题作品展
示，展出的紫砂壶、折扇、坐垫、靠背、琴套、背包
等都以我的书法装点，这是我把书法融入生活用
品中的一个创新尝试。

记者：您是如何认识自己鲜明的书法风格和

艺术语汇的？

周俊杰：大家评价我的隶书古朴、豪放、雄
浑、沉郁，我是认可的。我的草书临了很多晋人
的东西，晋人尚韵，比如王羲之的手札，有了这
种文化底蕴，就不至于太野。搞书法创作，度的
把 握 非 常 重 要 。 我 以 烧 开 水 来 比 喻 ，烧 至
50℃，中庸，没有强烈的艺术感觉；再往下，过
于温柔；我把握在 70℃至 90℃之间，不让它超
过 100℃，变成气体。这就是说，虽然我的书写
很狂放，但有法度。

书法创作上，我取法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
取法经典与传统；二是时代，作品要有时代感；三
是要有鲜明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三点成为
我书法艺术的支点，我当年正是由此提出“书法
新古典主义”，强调书法家的主体意识，高扬主体
精神。

记者：您追求的书法境界是什么？

周俊杰：书法艺术创作，应是触及灵魂深处
的宣泄，是爆发，是奔腾。坦率地说，我觉得自己
的书法还不够精到，还没有达到某个高度。我认
可苏东坡的话，书要500年后再评价。在历史文
化的链条上，能否成为其中的一环？能否被人记
住？扪心自问，目前已经有这个迹象，但还有一

定差距。这次展览过后，我要多临帖，融会贯通。
这些年，我的书法一直在变，朝向理想的方

向，没有走偏，没有变熟，没有变野。这种变不
是凭空想象的，是不断从经典中汲取，我一直临
古代碑帖，无形中把古人的东西融进去。这种
变化很微妙，很艰难，是一点点变化的，必须有
强大的思维能力作支撑。

记者：您是当代书坛为数不多的书法创作与

理论研究兼擅者，两者并驾齐驱，互相助力，如何

做到这一点？

周俊杰：我这些年，之所以在创作和理论上
都有所得，受益于爱读书。我曾说，我搞书法创
作，与其说得力于临帖的基础，毋宁说读书给了
我更多的灵感和理性上把握书法法度的能力。
我从不相信一个整日坐下来写字而不读书者会
成为优秀书法家。表面形式易学，而深切感悟到

“有意味的形式”很难。那线条中充满历史感和
生命力的意味，它所诉诸人心灵上的浓郁情感，
以致具体书写时文字内容的选择——书法艺术
赖以发出光辉的那一切，均将由读书而获得。随
着年龄的增长，年轻时的很多爱好渐渐忘记了，
而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

记者：能否透露一下您退休后这些年的生活

状态？

周俊杰：2001年我刚退休时，曾写过一首诗
七律《六十初度》：“年方六秩自开颜，呼酒论书醉
未眠。笑退岂因惊巨浪，乐游原为好名山。雷鸣
耳顺情难已，笔落云飞体益坚。正剧渐从辛巳
启，千声万籁入毫端。”之前都是生活艺术的序
幕，退休之后才正式开始。我的很多书稿比如
《书法美探奥》《临帖通解》《周俊杰书学要义》《书
法美学论稿》《中原文化大典·书法卷》等大都是
退休后整理出版的，之前的三次大型书法展览也

都是退休后举办的。我如今的生活可用元遗山
的诗来形容：“几案满书史，欣然忘百忧。一篇诗
遣兴，三盏酒扶头。千载陶元亮，平生马少游。
但留强健在，老矣夫何求？”

记者：您认为当下的书法创作如何体现时代

特色？

周俊杰：我曾说，当代书法在功力上很难超
越古人，只能和古人不一样。可以在笔法、章法、
用墨上大胆突破，在融会多种书体和风格上更加
自由、开放，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我
有篇文章叫《当代书法复兴运动》，我认为当下是
书法复兴的伟大时代。历史上的书法高峰有秦
汉、唐、明、民国几个时期，然后就是当代。当
下，我们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具有宏大气象和
格局的“书法复兴运动”，我们不仅在书写着中国
书法史，而且在创造着一部新的中国书法大历
史。经典作品中所蕴涵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思
想，所体现出豪放、正大的气局及真率、未被社会
俗文化异化的童心感，将是支撑当代书法复兴的
主要基石。

记者：您眼中的“中原书风”及其未来走向？

周俊杰：“中原书风”概念是1986年在北京举
办首届河南中青年 15 人“墨海弄潮展”时提出
的。当时，展览非常轰动，体现出河南书法雄浑
博大的风格。中原书风不是指固定的风格和模
式，而是建立在豪放、质朴又不乏灵气的中原人
气质性格和深厚的河南传统文化之上的大的艺
术目标。河南书坛的思维始终是开放的，并且以
开放的心态不断地与经典传统对话，向全世界的
文化艺术学习，希冀融汇古今，涵泳中外。经过
30多年的共同努力、追索，“中原书风”已成为一
个具有丰富艺术实践和强力思维的开放系统，未
来将不断呈现出崭新的风貌。1

周俊杰：让作品说话
访谈

生活素描

□李耀东 张晓娟

每天，他都要早早起床。做饭，为躺在病床上
的妻弟洗漱；侍候妻弟穿衣、吃饭，并给体弱多病
的妻子盛好饭端到跟前……自己随便扒拉几口，
骑上摩托车匆匆赶去上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生活李拥军已默
默重复了26年。

今年47岁的李拥军，是郑煤集团杨河公司机
电一队的一名普通矿工。26年来，他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了一个为人夫、为人兄的担当和坚守，
演绎了一场至诚至亲的人间大爱。

19岁那年，家在农村的李拥军接班来到当时
的王沟煤矿，成了一名煤矿工人。1990年夏，他
认识了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谷国梅。相处之
初，谷国梅自卑地以为李拥军会嫌弃她，但让她没
想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李拥军不但没嫌
弃她，还决定一辈子和她在一起。然而，就在两人
谈婚论嫁时，不幸降临到了这个还未搭建起的小
家：谷国梅的弟弟谷国新在给村里盖房时从脚手
架上掉了下来，腰椎受到重创，造成了下肢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谷国梅年迈的父母难以承受突如
其来的变故撒手西去，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支离
破碎。

料理完双亲的后事，照料瘫痪弟弟的重任落
在了本就身有残疾的谷国梅身上。眼看心中的爱
人身体一天天垮下来，李拥军既难受又心疼，每天
下班后就来到谷国梅家中跑前跑后、忙里忙外，帮
忙照顾病人、操持家务。当时，几个和李拥军要好
的朋友都劝他说：“国梅家现在这种情况，你俩走
到一起肯定要拖累你，这段时间你也没少给她们
家帮忙，也算仁至义尽了。”这样的道理李拥军不
是没想过，但一想到国梅那疲惫的背影和那个摇
摇欲坠的家，他在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和自己
的爱人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给她一个温暖的家。

1991年春节前夕，一个近乎寒酸的婚礼后，
李拥军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和简单的行李回到了
她家，成了一个“倒插门”女婿。洞房之夜，李拥军
拉着病床上妻弟的手说：“国新，以后家里恁姐俺
俩只要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

那段日子，李拥军一边伺候妻弟，一边上班，

下班后还要抽空到附近的砖窑背砖、到建筑队提
泥兜。为贴补家用，他每天下班还要从井下背上
几十公斤回收材料、运到3000多米远的地面回收
仓库——这是别的工友不屑于干的苦差事，但他
为了每月可多挣15元一直坚持着。

看到李拥军这么辛苦劳累，谷国梅心疼不已，
她想为丈夫分担一些负担，在做好饭，安顿好弟弟
后，她也偷偷跑到砖窑打零工，由于身体原因，脚
肿痛得厉害。李拥军知道后，即悲伤又感动，但他
再也不允许她背着自己偷偷干活儿，“我堂堂七尺
男儿，这点活儿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儿，以后我
上班走后，你只负责给弟弟做个饭就行了。”话音
刚落，谷国梅热泪盈眶……

女儿出生时，正赶上煤炭市场持续不景气。
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收入，让这个家庭捉襟见
肘。生活拮据，他却没有丝毫亏待妻弟，相反，他

将妻弟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了防止得褥疮，他定
时给他翻身、抹爽身粉，天气好的日子背着他出去
晒太阳；为了给妻弟减轻痛苦，他自学了护理按
摩，白天给他按摩，晚上给他洗脚……每天下班
后，他还四处打零工补贴家用。艰辛的生活拖垮
了李拥军的身体，长时间的劳作使他患上了腰椎
间盘突出、肩周炎等病症，但是有点钱，他都花在
给妻弟买康复药品上，自己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
自己按一按、吃两片止痛药缓解一下病痛。

“上中学之前，我穿过的新衣服屈指可数。”在
女儿李静的记忆中，有时父亲会从矿上带回一包旧
衣服给她，这些都是矿上的好心人送的。对于贫困
的童年，懂事的女儿从来没抱怨过。2014年夏天，
女儿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后，父女俩相拥而泣……

李拥军说，男人，就该对家庭、对爱人多一些
责任和担当。8

7时20分，是新乡市交警支队规定的
“早高峰”民警到岗时间。57岁的老交警
陈雪源往往在6点多就出现在他执勤的荣
校路与福彩路交叉口。

当交警前，老陈在部队是管伙食的军
需助理，炒菜、做饭啥都会，但在26年交警
生涯里，矿泉水、烧饼是他最经常的早餐。

家离执勤岗不到两公里，习惯于早晨
5点多起床的老陈不做早饭，不全是嫌麻
烦，他喜欢早一点到岗。

“早高峰”8时左右结束后，老陈要么
巡路，要么会出现在辖区一些街道办事
处、社区和家属院。有时候是他自己，更
多时是他领着一些商贩——“我们这里的
交警还有城市管理的职责。”老陈说最早
他看到占道经营的商贩也是直接过去撵，
但他自己也纠结，“他们出来摆摊也是为
了生活，但政策又不能不执行。”

能不能让他们既能经营又不占道影
响交通和市容？老陈找到一些社区的保
安和街道办的领导，几番商量之后，好多
商贩被他请进了社区、家属院的空地，“有
时候个人多动动脑筋，也能提升整个交警
的形象。”

拦住了几个跟他“打游击”的商贩，老
陈还动了这样的脑筋：让他们写“保证不

再占道经营”的检查。“目前还没有哪个商
贩写了两次检查还不进社区的。”老陈笑
着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现该写检查的
人了。

一些商贩出摊前还会主动到老陈面
前“请示”一番：你说今天让我到哪儿出摊？

清晨的烧饼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牛国平

11时 30分到 12时 10分，是老陈每
天必须值守的第二个高峰岗。

简单的午饭后稍事休息，下午两点
半左右，老陈出现最多的地方是他管辖
的十几公里 107国道路段。不过，这样
的“规律生活”常常被打乱——车流量非
常大的 107国道，赶上修路或发生交通
事故，经常堵车几公里长。老陈和他的
同事来不及吃午饭匆匆赶去，支队或大
队会及时把午餐送到现场。“烧饼是夹肉
的，比我自己的档次高。”老陈说。

酷暑或严寒，堵与不堵，整个下午老
陈都会在这条路上，周而复始。“没有轰
轰烈烈的大事，但每天都可能有意外。”
老陈的领导张新平这样评说交警工作，
还这样介绍老陈：立过一次二等功、四次
三等功，三次被评为“河南省优秀警察”。

去年 8 月 24 日，热浪翻滚。正在
107国道上例行盘查的老陈忽然发现一
辆无牌黑色轿车临检前突然倒车。多年
的经验告诉他，这辆车可疑。就在老陈
上前准备盘查时，轿车猛然闯岗逃逸，车
内的人还用钢珠弹弓向外乱射，身边的
同事有受伤的，追击的警车有被撞翻的，

但老陈没有退缩，一边不停地向上级汇
报事态，一边驾车直追了几十公里……
伴着一个跨多省市的专业流窜盗窃犯罪
团伙的彻底覆灭，老陈有了一个“个人二
等功”。

事后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不怕！”
老陈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我们在
107国道每天至少要盘查上百辆车。大
热天的，警服都能拧出水来，如果没有高
度责任心，或者偶尔应付一下，恐怕也没
人注意。“但我们的岗位和职责既然在那
里，就不能偷懒耍滑！”

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手持监
测仪器站在马路中央，汗水湿透了老陈
的衣衫。忽然，一辆大货车驾驶室下面
冒起浓浓黑烟和火苗，而正在专心驾驶
的司机却浑然不知。老陈发现火源后，
立即驾车超越货车并不断向司机鸣笛示
警……车终于停了，火势却越来越大。
此时，一辆洒水车缓缓驶来，老陈灵机一
动，赶过去与洒水车司机一道用洒水枪
喷向火苗……货车保住了，早就惊慌失
措的司机此时也回过了神儿，激动地拉
起老陈的手连连感谢……

正午的阳光

晚上 7点半，是新乡市一线交警每
天最后一个高峰岗的结束时。

老陈每天晚上 8点多回到家里，已
退休的妻子武素玲准备好了晚餐。这是
他和妻子面对面进餐的时光。然后，他
们还会一起下楼散步20分钟。然而，这
样的日子往往是老陈把电话打了回来：

“我晚上回不去了。”
前不久一个雨天的午夜，老陈和妻

子还有这样的对话：
“咋又起来了？”
“单位有事了。”
“你就不能不去？”
“必须去！”
临睡前老陈对妻子说晚上会有雨

时，她还跟他开玩笑：“你怎么搞的跟天
气预报似的。”“我的腿又开始疼了。”

“这也是我们这一行的职业病。”老
陈解释说。

“早上六七点出门，晚上八点左右回
家……我们每个一线交警差不多都是这
样的。”老陈的队长白志峰说，“半夜里接
电话赶往现场处理事故是经常的事。”

“基本没有休息日，每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老陈说，他也有过厌倦，可无论酷
暑还是严冬，只要往马路当中一站，就把
一切厌倦全忘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也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幸福。”

26年间，和老陈搭过班的10个同事
中，已经“走”了5个，他们最大的年龄五十
几岁，其中还有一个是被报复杀害的……

说到自己的战友，老陈一阵沉默。
老陈很知足，26年的交警生涯一直

在路上。也有遗憾：独生女儿从幼儿园
到中学，他基本没接送过；女儿大学毕业
后在北京工作了 9个年头，他只去看过
她一次……“其实这也没什么，我们经
常保持电话联系的。”老陈笑着说，前几
天，父女俩还通了电话，其中两句是这
样的——

“爸，你能不能退休别干了？”
“快了！”
又是一阵沉默。老陈说，当身边的

战友倒下时，他也彷徨过，也曾想过从一
线调到办公室，甚至想过找过去的老部
下、现在的领导说说升迁的事，但最终他
总是说服自己：作为一名交警，我不在一
线，总会有人要在一线的。1

午夜的对白

二十六载爱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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