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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心泽

大别山，因“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
白雪皑皑”而得名，雄踞鄂豫皖三省交界，
林海茫茫，风光秀丽。其怀抱之内的小城
新县，宽阔清澈的潢河穿城而过，周遭峰岭
连绵起伏，山明水秀，如在画中。

那天，我们来到一方小小的田地。这
里并不见一座坟丘，却竖立着一块墓碑，墓
碑旁，堆满了前来悼念的群众与游客敬献
的小白花。墓碑前这一块不到30平方米
的稻田，竟是300多名党员群众惨遭敌人
杀害的地方。

1927 年 12 月，黄麻起义遭受挫折，
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十二军教导师一
个营侵犯箭厂河地区，先后在这块地里屠
杀了程怀天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300
多人，鲜血一遍遍染红这块稻田，浸透这
块稻田，这块稻田因之被群众称为“红
田”。

当时，对于被抓捕的群众，要想活命
也很简单，只要向敌人承诺，从此不再跟
着共产党闹革命。然而，目睹前面的乡亲
一个个被刀劈斧剁的惨状，后面的人没有
一个屈服，或沉默，或大骂，前赴后继，从
容就义。

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共产党员能够坚
贞不屈并不奇怪，为什么那么多群众也能
面对敌人的屠刀，誓死拥戴共产党？

中共一大后，共产党人在各地建立了
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带领群众破
除封建迷信，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
世代贫困和受压迫的大别山人民尝到了
甜头、有了盼头，他们逐渐明白一个道理：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幸福的日
子。从此铁了一条心，一心跟党走，跟党
走到底！

从此，大别山人民积极响应革命号
召，参与革命暴动，汇成革命洪流，在这里
先后诞生和养育了八支红军队伍。其中，
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成
为三支主力红军。1932 年 6月，鄂豫皖
苏区达于鼎盛，红四方面军主力发展到
4.5万余人，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
发展到 20万人，总面积扩大到 4万余平
方公里，人口350万，建立了 26个县级革
命政权，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次于中
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红色革命
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亦由这里唱遍全中国。

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后，敌军“血洗
大别山”，在箭厂河乡又是数月烧杀，
5000 多人被杀害，53 个村庄被夷为平
地，甚至形成无人区。但有了紧跟党走的
信念，大别山人民再苦再难，不管经受多
少残害，流过多少鲜血，付出多大代价也
毫不畏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人民群
众仍节衣缩食为罗（山）礼（山）经（扶）光
（山）游击队提供衣食，支持游击队反击国
民党20万大军的“清剿”。三年游击战争
中，刘名榜领导鄂豫边区的广大军民坚持
武装斗争，保证了大别山革命火种不灭，
红旗不倒，从而接应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
别山，为解放全中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

党为民，民拥党，共同书写了一部波
澜壮阔、回肠荡气的大别山革命史诗！
为纪念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于潢
河与金水两河夹峙之处，在新县城的英
雄山上，与鄂豫皖苏区革命博物馆比邻，
竖立着一座主题雕塑。雕塑通体鲜红，
由八面红旗组成，寓意从鄂豫皖根据地
诞生了八支红军队伍，昭示大别山红旗
不倒、火种不灭的历史。雕塑倒映在静
流如镜的河面上，红旗碧水，无比壮美。

如今的新县，欧陆风格的别墅小楼鳞
次栉比，被革命烈士和群众的鲜血浸润的
这块土地，已发展成地区生产总值超百亿
元的全国文明县城、国家级园林县城、国
家级卫生县城、全国外派劳务基地县。当
年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们，
当得以告慰、含笑九泉了。

大别山千岭皆翠，但我以为，她的主
色调是鲜红的，鲜红如血，鲜红如旗，鲜红
如一抹绚烂朝霞！3

□张海

清末以来，碑学兴起，成为与帖学
并行的一大书法流派。河南洛阳是魏
碑的故乡，魏碑的圣地，河南书家习魏
碑的人数众多，有成就者可以说是代不
乏人。李放便是当今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一位。

和河南同龄书家相比，李放有其自
身的特点和优势。首先，李放是一个高
学历的书家，曾在欧阳中石先生的指导
下取得书法博士学位。因此，对于书法，
不仅有实践的历练，更有理论的观照和
历史的解读。在书法实践上，他虽以魏
碑为主打书体，但他却是把魏碑放在一
个更广阔的视阈中来看待和把握。因此
他的魏碑书法既有碑派的生拙和朴厚，
又有帖派的灵动和娴雅。

其次，李放长期从事书法教育工作，由
于教学的需要，各种书体都必须有良好的

基本功。其楷书以《张猛龙》《张黑女》为圭
臬，时掺苏轼笔意于其中，端方遒逸，娴雅
和穆。其行草书取法王羲之《圣教》《十七
帖》，怀素、孙过庭作品等，用笔飘逸流畅，
翩翩有林下风致。隶书宗《华山》《礼器》，
篆书亦有经纬。四体中以楷书、行草为
佳。一个书家能做到四体皆能，绝非易
事，而四体之中，有强有弱，也属正常。

再次，李放的书法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的大字书法
上。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留下来的书
法作品以小字为主，尤其是帖派书法。
碑派中虽有少量大字作品，如《石门铭》
《白驹谷题字》《经石峪》和一些摩崖石
刻，但为数不多。大量的碑刻墓志仍以
小字为多。大字书法的兴起，是近代的
事情，尤其是中国书协和一些社团专门
举办大字和榜书展之后，由于其视觉冲
击力和展厅效应，引起不少作者关注和
参与。大字自有其独特的书写要求和方

法，并非小字的简单放大。不经过专门
训练，单凭写小字的功力和经验是写不
好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李放创作的多
幅大字作品雄浑而不粗野，简约而不凋
疏，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功底和驾驭笔墨
的能力。

最后，李放书法在碑帖融合方面做
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李放视野广阔，碑
帖积之有素，因此，他具备融会碑帖的基
本条件。多年来他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
探索。我们看他的楷书虽以碑派为基调，
但明显有着帖派的空灵和雅逸，用笔也不
限于碑派的方笔和中锋，时有圆笔侧锋掺
杂其中，使得其笔法丰富而多变。行草书
虽胎息二王、怀素，但起笔处每每间用方
笔，显得沉稳厚重，无虚浮之感。李放在
对两派风格兼收并蓄的实践过程中，逐渐
构建自己的书法个性语言。

书法在当代的复兴，离不开理论和
实践的有机结合。因此，我们需要大量

理论和实践兼擅的书法人才。然而，毋
庸讳言，在这方面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亟
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理论创作兼修兼
优的书家还太少。有些青年作者，一旦
看到一种书风受到关注或热捧，就群起
而效之，对艺术创造来说，简直就是一种
灾难。难能可贵的是，李放多年来在书
法教学和理论研究之余，始终孜孜不倦
地探索魏碑的当代表现和碑帖的进一步
融合，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的魏
碑书法体现了当代书家对这种民间书法
形式的关注和审美再创造。尽管目前仍
在探索的路途中，但其标志意义是十分
可贵的。

自从碑帖两个书法流派形成以来，
融会碑帖就是许多书家的理想。诚然
前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条充满挑
战的艺术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我
们在这个领域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真诚
希望李放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3

□王宁

那一年，发现妈得乳腺癌时已是中晚
期。

妈住进省肿瘤医院。做完各项检查，
护士叫家属去见乳腺科的毛主任。知道要
谈妈妈的病情，我们姊妹六个全都跟了过
去。毛主任说：老太太的病情基本确诊。
通常的治疗方法是化疗。但病人年龄大，
身体弱，恐怕难以承受化疗的副作用。目
前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手术，把右侧乳房
及腋下组织全部切除干净，防止扩散。

沉默。六人都没说话。许久，哥试探
地问：“如果不手术呢？”“已经到了中晚期，
会发展很快。转移后的疼痛也很遭罪。”

又陷入沉默。
要不要手术，家属商量一下再决定

吧。毛主任最后说。
不做手术就意味着放弃治疗。当“放

弃”这个词在脑子里闪现时，立刻涌起一股
即将坠入深渊的恐惧。

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手术那天，早早从住处赶到医院。进

了病房，里面已经站满了家人，个个神色凝
重。不知道进手术室的确切时间，等待漫
长而煎熬。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护士突然匆匆进
门，说：“请家属帮忙把病人抬上担架车。”
我惊慌地从床沿上弹跳起来，但双脚却像
被焊在地上一样无法动弹，瞬间不知道怎
么走路了。等二姐和护士搀扶着妈妈向
门口走去，才猛然醒悟。追出去，齐手把
妈抬上担架车。护士一前一后，推拉着担
架车疾走。我们一路小跑，紧随左右。拐
过一道道走廊，穿过大厅，下电梯，又上电
梯，感觉从病房到手术室的距离那么遥
远。当看到“手术室”几个字时，心脏骤然
缩紧。

就在松开担架车的一刹那，看见妈妈
眼睛里充满了茫然、无助与惊恐，眼角流出
两行泪水。第一次见妈流泪。此时，担架
车像只小船，载着妈妈漂向波涛汹涌的大
海。

第一次体会什么叫度日如年。时间
像老态龙钟的夫人，一分一秒走得那样缓
慢、蹒跚。手术室的门不时打开，护士不
停地进进出出。每有担架车出来，护士就
在门口喊病人家属。就在即将关门的一
刹那，看到床单下露出的一双脚，是妈妈
的脚。

“是妈！看脚！是妈！”我惊呼。我们
簇拥过去，随着担架车进入重症监护室。
无法想象，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妈妈经历
了什么。

回到病房，个个像瘫了一样，或躺在病
床上，或坐在凳子上，闭目休息。跟大姐躺
在一张床上，我浑身酸痛，身体越发沉重，

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沉地压在病床上。渐
渐有些意识模糊，感觉睡着了，睡得很沉，
但脑子里乱糟糟的，脑细胞活跃地跳动着，
神经一根根地蹦着疼。朦胧中似乎听到门
口有动静，条件反射似的弹跳起来。其他
人也随之跳起来，惊恐地盯着门口。定神
一看，是个三四十岁的女清洁工，拿着打扫
卫生的工具进门。长长叹口气，像撒了气
的皮球，再次瘫软地躺下。

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又听到门口有动
静。又一下弹跳起来。竟然还是那个清洁
工！

妈妈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三天三夜，第
四天上午回到病房。躺在妈旁边的病床
上，我几乎一夜没睡。妈一有动静，就会
立刻惊醒，爬起来查看。妈妈很烦躁，总
是用那只方便的手去抓脖子上的留置
针。好在每次我都能及时发现，把她的手
移开。

妈妈醒来，睁开眼，仍然有些神思恍
惚。过了几天，妈妈清醒了些，眼睛幽幽地
看着我，说：“你们的饭碗没了。”妈妈的这
个眼神，被烙在心底，多年来一直无法忘
记。每次想起，心脏都是一阵绞痛。万幸，
手术很成功，妈妈度过了一生中最大的劫
难，闯过了鬼门关。术后，妈妈服用一种调
节内分泌的进口药来代替化疗。效果竟然
很好。每年去医院检查，医生都说：老太太
有这样的疗效，真是个奇迹。只是，妈妈的
脑血栓每况愈下，虽然平时觉察不到，但对
比每年的照片，变化还是非常明显。事实
不容否认，妈妈确实在一年年衰老，病情在
一年年加重。

每次妈妈出现重大病情，总有种侥幸
心理，相信妈妈没事的，奇迹会一直陪伴着
妈妈。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心理，让我们一
直陪伴着妈妈跟病魔斗争，从不轻言放
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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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铁英

在苏兹达里镇，有一座仿制的中世
纪时期的农庄，高高的木质风车下，硕大
的原木构筑起一座座坚实、斑驳的木屋，
屋内狭窄幽暗，各类农具、陈设如同一幅
静物油画中的暗处，朦胧而厚重，唯有从
一扇小窗中射进的些许阳光，在冷冷的

“画布”上掠过一缕暖色，而窗前那枝开
得正艳的玫瑰，则像一把火炬，燃烧着低
调的热烈。

无论是苏兹达里，还是谢尔盖耶夫，
无论是老宅，还是新房，似乎每个农家的
小窗前，都会郑重地摆放着一盆鲜花，尽
管花盆很小，花枝也不大，但和装饰精
致、各异的小窗相映生辉，成为乡村农家
的一道风景。

村中路边，一位自称 84岁的银发老
人，正在现场制作售卖用当地白桦树皮
做成的花儿。微风中，老人银发舞动，一
脸慈祥，非常认真地演示着花儿的制作
过程。其实，在他的周围就是一片片争
芳的鲜花，相形之下，他手中的花儿似乎
有些暗淡了，但老人依然很仔细地抚弄
着他的缺乏色彩的树皮花，或许这正寄
托了他对这个缤纷世界的另一种感受和
期待吧。

是啊，这热烈与平淡、鲜活与厚重
的映衬，何尝不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多维
展现，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多彩写
真呢！

站在穿行于圣彼得堡城区间的涅瓦

河畔，举目四望，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个
高耸的教堂尖顶。在这座古老城市的
200多座教堂中，有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
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和佛罗伦萨花之
圣母大教堂并称为世界四大教堂的伊萨
基耶夫大教堂，有竖立了 94根科尼斯式
半圆形长柱长廊的典型俄式喀山大教
堂,还有点缀在街道、社区及密林、绿地
间的各式小教堂，构成了一派信奉者的
精神家园。

走进位于普希金市一个密林掩映
的社区小教堂，柔和的烛光温润而恬
静。一曲委婉的圣歌翩然飘过，本以为
是录好的歌曲，但闻声看去，原来是几
位俄罗斯女孩在悠然吟唱，那美妙的和
声，似乎带着暖暖的温度。一位老婆婆
推着一辆载有宝宝的童车，下教堂台阶
时遇到麻烦，我们赶忙过去帮着把童车
抬下台阶，一种美妙的感觉随之油然而
生。特别感觉惊喜的是，我们循着阵阵
琴声，跨过一扇小门，来到一所音乐学
校，一层一个大房间内，一排排挂满了
学生们的外套，二层、三层都是一间间
琴房，有老师在上课。应该是放学时间
到了，中、小学生模样的男孩女孩，陆续
走出琴房，有的嬉戏有的穿起外套，既
活泼可爱，又举止优雅。

楼上楼下转了几圈，居然找不到出
口了，和一位背着大提琴的金发小女孩
反复比画，又夹带几句笨拙的英语，小女
孩居然明白了我们的意思，领着我们找
到了来路。

莫斯科地铁站内，有表现建设场
景的巨幅油画，却没有眼花缭乱的商
业广告。如同举世闻名的列宾美术学
院那扇娇小的校门一样，朴质却不失
厚重。

不禁想到，面对喧嚣和纷扰，我们到
底要什么？也许每一个人都可能扪心自
问。也许，那一扇扇精致的小窗和窗前
悄然绽放的花儿，就是我们需要追寻的
境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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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湖》（俄）列维坦/绘

列维坦（1861年—1900年）,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一。列维坦的
油画极富诗意，深刻而真实地表现了俄罗斯大自然的优美与壮阔。《俄罗斯的湖》现
存于圣彼得堡博物馆，是列维坦去世前的最后一幅作品。

□维摩

天气暖和起来，白昼开始变长。
某天早上醒来，奶奶坐在炕头，递给

我一个书包。那是她头天晚上在煤油灯
下完成的，深蓝色的粗布，细密扎实的针
脚，正中间用红布缝了个五角星。那五
角星如此耀眼，让我立刻想起了高原之
外的父亲。

“娃儿，上书房吧？”她说。
书房就是学校，上书房就是去学

校。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可是听到
这话却快乐地答应着，一丝不挂地跳
下床来。

那天早上的太阳是红色的，静静挂
在村口大槐树的枝丫上。我唱着五音不
全的歌，连蹦带跳地去学校。

所谓“学校”，只是一间房子，一块黑
板，一个老师而已。学生大约二十来个，
按照年龄分了四个年级。四年级上课的
时候，其他年级的孩子做作业；三年级读
书时，其他年级的孩子自习，依次类推。
书本只有一套，在老师的手里。需要学
习的内容写在黑板上，学生自行抄写到
自己的本子中。我的书包里，也如别人
一样，一根铅笔，一纸薄本。橡皮是奢侈
品，很少见，写错了字，用右手食指在嘴
里蘸了唾液，把纸上的字迹抹掉即可。

某个夏日的午后，我还在甜美的午
睡中不肯醒来，奶奶摇了摇我说：娃儿，
妈妈托人来接你了。我在懵懂中点点
头，爷爷把我和行李抱上了车，然后他下
车跟奶奶一起向我摆了摆手。我就继续

睡了。
见到母亲已经是晚上，我下意识地

喊了句“妈”。也许是我乡音太重，她立
刻笑出声来，说：“我娃变成草灰了。”

“草灰”是我母亲县城的方言，类似
于“土鳖”。说完这话，她立刻烧水，给我
洗澡、剪指甲、换衣服。因为那一句“草
灰”，回县城的头一个月里，我怯得不敢
说话。在实验小学分班会上，我两次听
到自己的名字，竟然不敢回答，最后人流
散尽，我急得哭了起来。

哥哥却是不久前刚从武汉回来，他
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大城市的样子，给
我讲父亲的军营，给我看从靶场上捡来
的亮晶晶的子弹壳。

我很羡慕他。
后来，我就不再羡慕他了。1986年，

我随父母走出大山，走下高原。初到洛
阳，我被宽阔的中州路惊得说不出话来，
路上自行车的洪流和路边稠密的房子同
样让我好奇。五金交电公司和百货商店
成了我上下学的必经之地——前者在冬
天会挂着厚厚的棉门帘，里面烧着两炉
很旺的炭火，后者则在夏天常常开着吊
扇。还会路过一个很小的新华书店，门
口的小黑板上总是写着新书广告。

学校比村里和县里的都要大很多，
校园里有一架很高很长的滑梯，铁皮和
钢筋搭建而成，锈迹斑斑，只有梯子和斜
面是锃亮的。人走在上面，会有嗡嗡声
和轻微的弹性。因为这架滑梯，我总会
早半个小时到校，也不滑，只是躺在上面
看天，想着山里的同学，想着温暖的草

垛，想着那些温柔地嚼着干草的羊。
滑梯边的槐树下挂着半截铁轨，遇

到停电，教导主任就拎着锤子，穿过半个
校园去敲它，当——当——当，声音稳定
而悠长。

时光的河流无声无息，却无可阻挡
地改变着生活的面貌。当年的父亲还是
健朗的军人，如今已是白发满头。几个月
前，我陪他回晋东南老家，专门拐到仙翁
庙看了看。那些年他在那里上“完小”，每
星期需要回家背口粮，而现在那里已成了
文物保护单位、小有名气的景点，常有外
地人到那里参观拍照。他说只有村小学
成绩优秀的孩子，才能到“完小”读书，你
赶上了好时候，没受过这个苦。

他忘了我曾经读过半个月的村小
学，也忘记了我不会说普通话时的窘迫，
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比他幸福，就像我儿
子比我幸福一样。

儿子现在就读的，是我 1986年走进
的那所小学。五金交电公司和百货商店
早就被高楼取代，中州路也不止一次被
拓宽，人行道变成了停车场。与我不同
的是，他冬天已经不需要在上学路上走
进商店取暖，也不会在夏天的教室里汗
流浃背，暖气和空调使他们更容易度过
严寒和苦夏。校园里虽然没有了铁制滑
梯，但是多了塑胶跑道和人工草皮。他
不需要学习用口水擦去错字的本领，也
不需要因为停电而听到铁轨的敲击声。

我曾经因为囊中空空而徘徊在书店
门口不敢进去，在他听来，就像一个故
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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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

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 40年

是风云激荡的 40 年，我们以开放的

心态拥抱世界，在广阔的舞台上展现

中国的魅力和风采；这 40 年是砥砺

奋进的 40年，中国实现了从“赶上时

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这 40

年是日新月异的 40 年，每一个普通

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从即

日起至年底，河南日报文艺部与河南

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我与改革开放

40年征文”活动。我们真诚地期待作

家朋友和广大读者，通过切身经历，

以生动感人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和美

好的情怀，反映 40 年来中国波澜壮

阔的伟大历史进程，讴歌改革开放伟

大成就，书写改革开放时代新篇，凝

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征文要求是原创作品。报告文学

3500字以内，散文、随笔、特写2500字

以内，诗歌100行以内。“中原风”副刊将

开设“我与改革开放40年”专栏，从来稿

中择优刊登。

来稿请发送至：hnrbzyfzw@163.

com，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我与改

革开放40年征文”字样。

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