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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扬华

红旗渠畔遇杨贵

白哥哥
与

蓝弟弟

■ 专栏

□宋朝

■ 连载

□冯瑛剑

老界岭境界
■ 散文

红旗渠是一本大书，我无力完全读懂。但

望着一只只被磨秃了的钢钎，仿佛听到了当年

民工开山凿石的叮当锤声；抚摸着当年民工推

过的小车，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年数万干部群众

自带干粮、工具，卷起被褥，推着车，高举红旗

迈向工地的画面。

带着激动我走出纪念厅，忽然，身后一阵

躁动。有人惊呼：“杨书记！杨贵书记来了。”

我回头一看，不远处，一位老者被人们簇拥着，

他手拄拐杖面对摄像机，正接受记者采访。我

也情不自禁地凑上前说：“杨书记，您是我们心

中的大英雄！”他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说：“惭

愧，不敢当。”

我青年时的偶像，魁梧的身板依然挺拔笔

直，银发如霜，显出了岁月的沧桑。他的精神气

质仍然有着当年的尊严和威仪，和我想象的一

样。他凝视流动的渠水，他在看那尘封故事吗？

1954年，26岁的豫北汉子杨贵被省委派

到林县当县委书记，直到1973年，他在这个太

行山深处的山区县工作了19年。也正是在这

期间，林州人修凿了轰动一时的红旗渠。如今

已到耋耄之年的杨贵，提起当年的往事，仍唏

嘘不已。

1959年6月，杨贵派出3个调查组顺着漳

河、淇河和淅河溯流而上，寻找水源。杨贵亲

率一个组沿着陡峭的山路溯漳河西行，当进入

与林县接壤的山西省平顺县地界时，峡谷中传

来湍急的流水声。杨贵万万没有想到，漳河水

在如此干旱的枯水季节竟有如此丰富的水

源。他兴奋得舍不得走，当晚就住在老农家

里，认真了解了漳河水源的情况，掌握了第一

手的水文资料。

“政声人去后。”杨贵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

红旗渠上，永远地刻在了林县老百姓心里。杨

贵几次回林州，都受到群众潮涌般的欢迎。

著名记者穆青在一篇回忆录里说，1965年

年底就计划到林县采访报道红旗渠。只因为

周原说到焦裕禄和豫东灾区的情况，就先去了

兰考。1966年2月，他们采写的《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发表后，他与记者华山跑遍

了红旗渠的整个工程……遗憾的是，正当他们

准备深入采写杨贵时，“文化大革命”爆发

了。他们宣传杨贵与红旗渠的计划也不得不

中止。这一直是他们心灵上的遗憾。

我在想，假如穆青按原计划采访宣传红旗

渠，杨贵和红旗渠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呢？

会不会是“县委书记的标杆”呢？

2000多年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

万物而不争”。水是大德，是大道。是啊，先民

逐水而居，中华文化肇始中原，是黄河的滋

养。林州因红旗渠而新生。

在春天的红旗渠遇见杨贵，唤醒了潜在我心

底多年的水利情结。这会成为我珍藏的记忆。

作者档案：郭扬华，就职于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读乔筱波的书法，不自觉地跳出来三

个词：执着、淡然、创新。

先说执着。在国内书法界，乔筱波属

于成名已久的老将。从1987年追随庞中华

先生，六年相伴，耳提面命之下，深得庞先生

真传。后来，他又转益多师，不断从传统碑

帖中吸取营养，先后临习了《灵飞经》《雁塔

圣教序》《阴符经》《九成宫》和“二王”小楷，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楷书风格。从1990年在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古诗词钢笔字

帖》至今，乔筱波出版的各类书法字帖已达

140多种，发行量近千万册。

以上履历和成绩，在旁人看来，已属不

易，甚至十分耀眼了，可是乔筱波却不满足，

仍然不断追求自己的突破。乔筱波深信：书

法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吃万般苦，才能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挥毫泼墨中把精神

面貌、神情风姿，内在气质生动地表现出

来。为此，在硬笔书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

同时，乔筱波又把大量精力倾注到毛笔书法

上。入手行草书，他对《兰亭序》《集王圣教

序》以及“二王”的手札、《蜀素帖》《苕溪诗

帖》和王铎的一些法帖都下过功夫。长期执

着不懈的坚持，使得乔筱波在毛笔书法上也

有了鲜明的风貌。而今，他的书法风格基本

定位于“二王”，根植传统、兼收并蓄、笔力老

辣、气息隽永。

再说淡然。乔筱波本为一介书生，温

文尔雅、朴实善良。20多年墨海弄潮，如今

的他更多了厚重淡然。读乔筱波的书法，清

新淡雅之气扑面而来，使人仿若置身荷塘月

色，宁静祥和，清香沁心。

乔筱波将硬笔书法中练就的基本功，和

对古人法帖字形结构，线条变化、笔意表达

的深刻体会，与毛笔书法紧密结合，优势互

补，相互滋养，自有心得。他不为时风左右，

坚定不移地走着传统书法之正途，老老实实

地下着笨功夫，临池不辍。乔筱波本为性格

温厚敦善之人，其书法定位于“二王”一路，与

其自身性格十分贴切，书法与人，化为一体。

最后说创新。在中国书法史上，“二

王”是不可磨灭的标杆，自唐以来，历代上至

皇朝君主，达官士族，下至乡野文士，平民秀

才，无不推崇备至。历代书法大家往往都把

“二王”书法作为立身之本，能取其一点，融

入自己的书法风格中，即可大成。唐李邕，

宋米芾，元赵孟頫，明董其昌，清王铎，书风

不同，均宗法“二王”。李北海取右军书法之

遒劲多姿，米元章学羲之书法之奇侧险峻，

赵孟頫得“二王”之秀美丰润，董其昌承“二

王”书法之清雅中和，王铎发挥出“二王”书

法之雄强豪迈。

笔墨当随时代，乔筱波在遍临前人法

帖的同时，也在时刻关注时代特点进行创

新，他力追“二王”，把“二王”所有能找到的

经典碑帖、手札都进行深入研究、临习，每种

法帖认真临摹100遍以上，真正做到心手合

一，意到成书。而今，观乔筱波的书法，在清

丽雅致中又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遒逸英姿，扑

面而来，惹人倾心。

前不久，乔筱波出了一本书法作品集，

里边包含了横幅、中堂、对联、扇面、斗方、条

屏等各种形式，笔墨精到、形式优美，琳琅满

目、美不胜收，使人目不暇接，细品之下，心

旷神怡，爱不释手。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司马武当先生曾

评价说：“乔筱波作品以行草书为主，极具‘大

王’、‘小王’风格，尤以骨力洞达见长，又能把

学问文章之气，欝欝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深

得帖学精髓。筱波学有所定，日有所进，假

以时日，渐入佳境，必有达成。”我深以为然。

林医生压低声音说：“我说

的是秦太峰。当时压根儿不知

道岳秦两家是仇人，得罪您老人

家了，真有罪真有罪。”

岳大爷本来一听秦太峰三个

字就暴跳如雷，不知咋的，今天听

林医生这么一说，真的没有生气。

老汉问道：“已经去县城照了

相，你如何扑灭？能把照片撕了？”

林医生拍着胸脯说：“岳大

爷一百个放心！他们根本没有

照相！”

“那么，菊香同太峰进城照

的什么相？”

林医生说：“那天秦太峰出

了车祸，怀疑右腿骨折，急需

要进城到医院拍片，是我派菊

香去护理的。他俩根本没去

照相馆。”

岳大爷听到这里大大松了

一口气。原来如此，不是照订婚

照。菊香当医生护理受伤病人

也是情合理顺的。为了证实此

事，老汉问菊香：“你们真的只去

县医院？没去照相馆？”

菊香知道同太峰相恋是一

件很敏感的事，如果照相必定掀

起轩然大波。二人早已商定，不

结婚不照相，以减少矛盾，使之

促成。当然她可以理直气壮地

回答父亲：“我要去过照相馆，或

者在别的地方和太峰照过相，就

不是姓岳的闺女！”

父亲听了虽然更松了一口

气，但是仍然忘不了扑灭这把

火。他说：“不管怎样，林医生点

过火，还得扑灭。”

“那当然，我负责。”林医生

乐呵呵地说。

岳大爷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林医生进门之前的父女吵

架，是故意找女儿的茬儿，不挑

明啥事，女儿也将计就计，故意

让父亲生气。

见岳大爷的气消了，林医生

“嗨”了一声说：“自从宋朝出了

岳飞、秦桧案件以后，岳秦两家

互相为敌……”

“哎！”岳大爷反对这个看

法，打断林医生的话说：“1000

多年前的事早已忘了，谁能老狗

记着千年屎？咱说民国十九年，

几个月不下雨，全村就这么一口

吃水井，水位下降，绞一担水七

八次，排队打水长蛇阵，黑夜白

天不停。他姓秦的依仗人多就

往队里插，发生口角吵骂，形成

打群架，把俺爹活活打死了！民

国三十二年，天又大旱，又发生

了打群架。这次我带了头，打死

他姓秦的一个，总算报了仇。两

次旱灾死了俩人，谁能忘了！”

林医生吃了一惊，说：“真不

知道，姓岳的和姓秦的伤过人

命。”

“再遇灾荒年，还要打！”岳

大爷跃跃欲试的样子。

林医生站起来，笑呵呵地说：

“再遇旱年也不会缺水了！咱们正

在修建红旗渠，通水以后，每天要

流水100多万吨呢！缺水……”

“缺水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

了。”岳大爷接住林医生的话

说。“这个我知道，别看我60岁

了，不糊涂！”

岳大爷拍了拍林医生的背

哈哈大笑。

林医生转移话题说：“岳大

爷，我该走了。”

“菊香啥时去？”岳大爷问。

“您要还生我的气，就叫菊香

在家多住几天，不生气了再上班。”

“多住啥！红旗渠工地上唱

的是大戏，锣鼓点催得紧哩。说

不让她走是一句急脖子话。”

“我知道岳大爷是爽快人。”

林医生说。“况且，您的儿子岳河

泉是我们书记。谁敢不听岳书

记的？菊香在哥哥的衙门里工

作，您老岂不放心？”

岳大爷乐呵呵地捋着胡子

说：“你这个侄子真会说话。你

点的火，一定得扑灭。”

“是，岳大爷一百个放心！”

岳大爷把菊香叫出来说：

“你们一块走吧。”（4）

南阳市西峡县老界岭，一个

神圣的名字，一袭奇山秀水，雄

踞中原大地。长江黄河从这里

分流，南北气候从这里分界，华

夏沃土从这里分为黄土与红

壤。那是中原大地的脊梁，漫出

层层境界。

拜访伏牛山神的路曲径通

幽，绿荫簇拥。至半山，举目望，

山神稳坐。似一位慈祥的老人，

耳、眼、眉、鼻、口，写尽沧桑，静

静地观察着这个大千世界。

那一双金形耳，双耳垂肩，

一副得道者的天相。他听得

见黄河壶口瀑布的咆哮，听得

见陈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

怒吼，听得见《义勇军进行曲》

的雄壮旋律，他听得见人间冷

暖叹，人世疾苦声。那是一重

境界！

眉火主刚柔。岁月的侵蚀，

已让他老人家眉毛稀疏，略显淡

薄。但怎一个“淡”字了得！而

淡是人生的真滋味，真境界。一

餐饭菜，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一碟咸菜，一个馒头，一杯白开

水，咸是咸的味道，淡是淡的滋

味。能把名利看淡了，才能活出

淡的滋味。那是又一重境界！

木眼主贵贱。那双深邃的

眼睛，阅尽人间多少事，善存人

心一念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引导着华夏子孙用两点论椭圆

形的思路去应对自然，应对世

界，最大限度地与自然规律相向

而行，那又是何其境界！

高耸的鼻子挺拔，分五行寓

于五行。宽阔的嘴巴，述说着人

间大爱，大爱无疆，大爱永恒。

仰望您，心中充满敬意。仰望

您，您与自然融为一体，山之青，

天之蓝，青翠碧连天。那是天人

合一的境界！

您是我心目中的伏牛山神。

分水岭上，雾雨拂面。岭北

千里奇峰秀，九曲黄河朝悠悠。

南有长江随风去，烟波湖上竞风

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是

中华文化，过了这个界岭，即有

不同风格，亦即有不同境界。

犄角尖山巅，山随云雾走，

云在山涧浮，一片苍茫大地，三

川界河分流。临绝顶，众山小。

天地阔，人随和。有道是江山如

此多娇。

这里每日有四季，十里不同

天。说的是气候垂直分布明显，

时间水平分布也明显。过了一

个界限，就是另外一重天地。

挥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

彩。却在心中漫起朵朵云彩，层

层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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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筱波，字不惊，号山阳道人，别署游晋斋主。1967年

生，祖籍河南武陟。出版字帖140多种，作品两次赴日本展

出。曾应邀先后在河南、山西、山东、湖南等省的几十所大

中专院校、厂矿机关、部队和体工大队讲授书法，多次担任

全国和省级硬笔书法大赛评委。毛笔书法多次在河南省

博物院展出并入展全国各类书法展赛。作品被韩国碑林

博物馆刻碑收藏。

漫步山阴道 清风翰墨香
——乔筱波书法艺术赏评

艺苑■

□王建波

乔筱波艺术简历

乔筱波书法作品

告知
因本报版面调整，自今日

起“宋朝生活”专栏移到周三

《作品》版刊发。

白哥哥和蓝弟弟本来姓杨，哥哥大学

本科毕业，是白领；弟弟高职高专毕业，是

蓝领。

白哥哥和蓝弟弟的老爹老杨这辈子

最自豪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把两个儿子都

供出来了，一个上的本科大学，一个上的

高职高专。大字不认识几个的老杨也不

在乎孩子都上的什么大学，也分不清楚什

么是“985”、“211”，反正俩孩子都去省城

上学了，都没学坏；第二件事情就是自己

当了几年包工头攒了点钱，在县城买了一

片宅基地，盖了一栋两层楼。

这样的成色在老杨所在的山村已经

是凤毛麟角了，操心出力的老杨弄坏了身

体，尽管现在在县城蹬个三轮车卖水果营

生，回到山村依旧有人叫他杨老板。

白哥哥大学毕业后，县里的事业单位

招人，考到了县里的畜牧局，当时畜牧局

是个与牲口打交道的部门，老杨觉得不怎

么如意，正好高速公路同时招收费员，老

杨就让大儿子去考试了。本科毕业考个

收费员还是绰绰有余的，被录用自然也不

在话下。

当两张录用通知书摆在老杨家茶几

上的时候，去畜牧局还是上高速很让老杨

纠结，畜牧尽管是局，却冠以县字；收费尽

管是站，却与省字沾边，老杨最后让大儿

子去了收费站，算白领哥哥了。

白哥哥一上班就有2000多元的收

入，各项社会保障也还不错，渐渐地也涨

钱，每月的收入达3000多元，况且时间相

对也宽松，一直让老杨引以自豪。

小儿子经常被老杨拿大儿子作榜样

进行教育，好歹上了个高职高专，学的是

土木工程。一提起小儿子，老杨就生气，

说：念那么多书，最后还跟他老爹一样盖

房子，要是早知道还是盖房子，花钱读书

干啥！

几年前小儿子毕业，去了一家大的建

筑公司，一直在海南盖房子，算是当上了

蓝领。再回山村，左邻右舍问及小儿子，

老杨总是羞于开口，只说去海南工作了，

根本不提在海南跟着别人盖房子的事。

话说这蓝弟弟也够怪的，上班的前

三个月，每月都给老杨寄回来3000元。

寄钱多了，让老杨心不净，问白哥哥：你

说老二这钱是挣来的吗？白哥哥还是知

道一点蓝、白的，就给老杨说：应该是自己

挣来的。

老杨管家很严，就打电话给蓝弟弟，

嘱咐他要走正道、不能学坏，特意说每月

必须寄回家3000元，这钱老爹给攒着，将

来给他娶媳妇。

蓝弟弟当年7月上班，每月都寄回

3000元，谁知春节回家，蓝弟弟的做派让

老杨大吃一惊，听说白哥哥要结婚，这家伙

居然拿出两万元给了老大。老杨把蓝弟弟

逼到墙旮旯里，非问这钱是怎么来的。

蓝弟弟本来就怕这个老爹，就给老杨

说，他现在一个月将近7000元的工资和

野外补贴，加上年终奖金，就有两万元了。

老杨去问老大，白哥哥说：可能。

老杨的结论是：这世界颠倒了，上好

学挣钱少，上不好的学倒是挣钱多了。

又过两年，白哥哥的儿子一岁多了，

蓝弟弟从海南回来居然带了个女朋友，他

哄小侄子玩的时候说：等我再回来了，买

个汽车，带着你兜风！

老杨训斥蓝弟弟当着女朋友的面瞎

喷，谁知道第二年蓝弟弟再回来的时候，

真的买了辆马自达轿车。

本来老杨想在县城给蓝弟弟买房

子，一开口蓝弟弟就不愿意，说要去郑州

买房子。

白哥哥和蓝弟弟的老爹老杨从此表

面很生气，心里五味杂陈。

坐在省会a市一马路的天桥下，望着渐渐

散去的人群，以打零工为业的成子，仍坐在马路

边的水泥牙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在等活儿。

今天能不能等到，他心里没底，但必须要等。

年近半百的成子，来a市已有30个年头。

初来时，他跟着拎瓦刀的叔叔当小工。虽出力

不少，拿钱却不多。他虽有怨气，却从不带在

嘴上，只管偷偷地跟着叔叔学艺。几年下来，

他竟成了颇受包工头欣赏的大工。

那些年，正赶上各地都在搞开发，建筑队一

年到头就没闲住过。几年下来，成子在村里盖

起了第一座三层小楼。在乡亲眼里，他俨然成

了成功人士。偶尔回趟家，总有不少人前来拜

访，纷纷流露出投奔他麾下的愿望，可他每次

都是呵呵干笑，从来不曾答应过，为此落下不

少埋怨。

其实，在外闯荡的酸甜苦辣唯有自知。在

这座省会城市里，他已呆了30个冬夏，眼看着

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却感到越来越陌生。他怀

里至今揣的还是一本黑乎乎的暂住证。

他最在意的是能有个城市户口，这是他做

了半辈子的梦。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孩子到了

入学的年龄没学上，平时大人小孩都不敢生

病，吃喝外加房租花销又大，最终还是让老婆

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这么多年过去了，“进不了城”这块心病始

终让他难以释怀。

“不能让下一辈再守着那二亩地苦熬了！”

这成了他最后一搏的决心。他想先把孙子的

户口转进城里，并已找好了办事的人。为了及

早把消息告诉家人，他还专门回了一趟家。当

他满心欢喜地告诉儿子时，儿子并没领情，老伴

儿也不支持。还说他是老眼光，劝他早点也回

到家乡来。

最让他不解的是，这次回乡没有人再像以

往那样围着他打听外面的世界，倒是不少人告

诉他，要合村并镇搞城镇化，也要过上像城里

人一样的生活……

在家的几天里，村里喇叭不停地宣传，包

村干部入户宣讲，老婆孩子轮番劝说，让做了

多年“进城梦”的他，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这次离家时，他没有带换季的衣服，想再

干上一阵子后就回家。回想外出务工多年的

经历，憧憬未来的城镇化生活，他不由得又哼

起了那支已哼了无数遍的歌曲：“我的未来不

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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