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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与王维

——记中华国际书画院院长刘焕章先生

□王延烈

文史札记 ■

生活散记 ■

□王子华

■诗歌

农村版

把故乡攥成青花瓷瓶

供在家里

作为相思的解药

下班后

我就换上圆口布鞋

和粗布衣

沿着瓷瓶里的小径

走进田里

薅苗锄草打打花芽子

累了

就抱着镢头

倒在树下歇会儿

和禾苗一起做个开花梦

晚上

搬个小板凳

坐在石榴绽笑的庭院里

一壶清茶

半碗月光

细嚼慢品故土麦香

想故土想得疯狂

就掂起瓷瓶

——一壶陈年老窖

咕咚咚

咕咚咚

醉成泪人

然后牵着一只老黄狗

时时刻刻呵护在

父母

左右

踩着春。一步

一步，走近绿的前沿

聆听，小溪潺潺的吟咏

凝视春。阳光

一次一次梳理

松枝上的残寒

睡梦中的湿地

小草偷偷爬上眉尖

笑看滑落的春风

与花香争艳

携着薄暮里的鸟鸣

藏进杨柳描绘的画卷

抓一把白云。白

把春播进心田

脚踏

湖蓝色的纸飞机

向

世界的尽头

出发

躲过了云

躲过了雨

躲过了雷电

躲过了飞鸟

却躲不过

内心的恐惧与悲伤

你看看栽倒云端的自己

庆幸这只是

在内心深处的

是时候

真正举起梦想

和懦弱的自己

告别了

就像

你尚书

那么

毅然决然的

登上

通往梦想的云梯

你是

从来都是

自导自演

英雄

单位大门口修花坛。泥水匠老黄，50多岁，

须发花白，鼻翼边皱纹若刻。我曾做农民工五

年，知其中甘苦。自费买绿茶、香烟、饼干，摆在

施工处。

老黄无视，吸自己的烟，喝自带的白开水。

我指指绿茶等，说：“老黄，你可以享用它们。”老

黄斜睨，摆手。再让。他吐掉烟头，说：“你们城

里人肠子弯弯多，怎么会恁大方。”我不解，思虑

再三，方悟，大概老黄怕扣他些工钱。我觉得好

笑。每天依然摆绿茶、香烟、饼干，不再劝他。

忽一日，老黄喝绿茶、吃饼干、抽香烟，一扫

而光。次日再买，再光。老黄见我，并无谢意，眼

中有着怨恨。我再次把绿茶等放下，与老黄搭

讪。老黄爱答不理，把手中灰铲弄得噼啪作响，

末了，说：“你们城里人肠子弯弯多，听人说干这

样一泡活儿，要650元，你这活儿500元，我亏大

发了。”

老黄这样，我好笑好气，第二天，不再买绿茶

等。老黄生气了，直接进办公室找我要。我看花

坛马上修好了，不耐他聒噪，掏腰包买来绿茶等。

周一上班，老黄站在修好的花坛边等我。

他说：“昨儿个才知道，那些东西是你掏腰包

买的，谢了。”说完骑着电动车走了。

我进电梯碰见会计，她笑着说：“修花坛的泥

水匠真是个奇葩。”

我问：“咋了？”

“昨天，他找值班的小张要烟、要绿茶、要饼

干，气得小张跟他嚷嚷了半天，最后把他轰出了

办公室。今天呢，说好的500块工钱，他硬扔下

100元，转身跑了。”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每个人的手机微信

都建立了朋友圈，甚至有些老年人也不例外，

父亲也有朋友圈，可是不是建立在手机上，父

亲的“朋友圈”是生活中的朋友圈，父亲的朋友

圈只有三五个朋友，他们都和父亲一样，是孤

独的老人，他们在孤独中组建了老人联盟，成

了无话不谈的老友。

那日上午没课，我便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急

忙往家赶，进村遇见远房叔叔，叔叔笑笑说：“我

刚从你爸家出来，我们几个蒸的菜包子，估计这

会儿该熟了，快尝尝我们哥几个的手艺！”听了叔

叔的话心里直打鼓，父亲也会蒸包子，什么时候

学的呢？母亲在世时，父亲何曾做过饭，更不要

说复杂的面食了。想着不由加快脚步往家走。

还没进父亲家门，一股浓浓的菜包子的香

气便飘出来了，像是豆腐馅的，把车子放在门

口，我急忙跑进厨房，旺盛的炭火上铝锅里热

气腾腾，父亲和本家二哥在喝茶，说是本家，大

约已出了五服，二哥也60多岁了，父母已逝，

没结过婚，也就孤苦一人，年轻时就经常来我

们家玩，现在母亲不在了，我们又经常不在父

亲身边，二哥和父亲更亲密了，前一段父亲感

冒，我们工作忙，二哥还来我们家看着父亲打

吊瓶，忙前忙后好几天。

看见我来，父亲和二哥都站起来忙活着掀

锅拾包子给我吃，那神情，就像第一天上学的

小学生，急着给老师看作业，充满骄傲与自豪。

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包子捧在手里，咬一

口，满口流油，舌下生香。真佩服这几个老头

儿，平素厨房不进的人，老了竟也能摸索出这

么美味的包子，烫熟的面皮晶莹透亮，豆腐的

清香里缠绕着胡椒面的麻辣味，吃进嘴里，暖

在心里。

看我吃得香甜，父亲说：“你高叔和你二哥

帮忙做的，那胡椒面还是你高叔从家带过来

的，还不错吧？”“不错，挺好吃的，你们三个的

手艺很棒，可以开个包子铺了。”

听我夸他们的手艺，父亲更兴奋了，把他们

几个的分工和流程详细地叙述一遍，父亲描述

得满脸兴奋，我却听得内心五味杂陈，为我们做

儿女的不能经常陪伴在父亲身边愧疚；同时又

无比欣慰，为父亲认真的生活态度，为父亲朋友

圈里的朋友的积极，热情相互抚慰的情谊。

生活，有时真的很无奈，走进中年的我们，

牵肠挂肚的不止父母，还有儿女。唯愿父亲和

他朋友圈的朋友们，在孤单的日子里活出勇

气，在热情的世界里活出深情，日月安然，春秋

无恙！

家乡自古以来盛产黄泥烧制的瓦盆瓦

罐，家家户户的房顶上覆盖的大多是土窑烧

制的灰褐色小瓦。田地里、路边、沟旁、河岸

到处都有大小不一的碎瓦片。男孩子无论是

在割草的路上，还是拾粪的途中，只要路过有

水面的地方就会拾起大小的瓦片，将稍凸的

一面朝下平捏于手中，选准角度和方向，甩开

手臂，对着水面用力掷去。被掷出去的瓦片

就像长了翅膀的紫燕擦着明镜的水面，轻盈

地跳跃着。

上学的途中，我必经水屯大队窑场北侧的

河湾，那里水面宽阔，河坡里的瓦片特别多。

有一天放学回家，到了河湾处发现那里有好

几个本村的男女同学站在岸边进行撇瓦比

赛，我也去凑热闹。比赛的规则很简单，谁扔

得远，谁的瓦片在水面上弹起的次数多，谁就

是胜利者。号称“孩子王”的王本全让每人各

自捡瓦一片，然后站成一排，一律向右斜着身

子，偏着头，就像木匠审视那刚刚刨过的木板

是否平整光滑一样，纷纷捏着瓦片屏息着瞄

准水面，分别抛出各自手中的瓦片。结果是

男孩撇得好一些，女孩子稍差。最后亮相的

是王本全，他手中的瓦片一出手，就像蛇一样

顺着水面蹿，河面上立即呈现出十几米长的

波纹，还带着响声，非常漂亮，赢得大家一阵

喝彩。我问他有什么窍门，他耐心地说，首先

要挑表面平滑、稍薄一点、有点弧度的瓦片，

因为厚的在水面上漂不起来、跳不动、飞不

远。在河里撇瓦跟在大坑里撇不一样，一般

来说从上游往下游撇得远些，横着撇或从下

游往上游撇难度就大。撇瓦时，要用大拇指

和食指捏紧瓦片，用中指抵住瓦片的底部。

腰要弯下来，左腿弓，右腿蹬，上身后撤拉开

架势，胳膊背在身后，这样角度小，便于掏劲

儿，减少阻力能够使瓦片借着惯性，紧贴水面

一蹦一跳地飞起来。如果瓦片倾斜了，不但

飞不起来，还会一下子钻到河底。他把这些

技术要领编成了顺口溜说给我们：“小瓦片，

真正好，握手里，弯下腰。姿势先要拿捏好，

拇指食指齐发力，小小瓦片水上漂。”他边说

边做示范，只见他眯缝着眼，憋足了劲儿将瓦

片投向一平如镜的水面，出手的瓦片发出

“嗖、嗖、嗖”的一串声响，像离弦之箭，所向披

靡，勇往直前，形成了一条直线，在水面上轻

快地飘荡，似蜻蜓点水跳跃前进，令人目不暇

接。同学们随着瓦片蹦跳的节奏高声数着

“一、二、三、四、五、六、七……”直至数到“十”

时，瓦片才无奈地停下。瓦片跳动时经过的水

面立马呈现出一圈套一圈的水波，那圆圆的波

纹，均匀地、不断地向外扩散，散了又聚，聚了又

散，接着是圈与圈似乎连环套在了一起，微笑着

向着岸边舒展开来。王本全兴奋地让大家站成

一排，他喊“一、二”，令所有同学一齐把手中的

瓦片掷出去，形成了万箭齐发的竞争之势。

撇瓦是我们小时候自寻快乐的一种传统

游戏，伴我走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小伙伴们

在一起，却不在乎谁撇出的多与少、远与近、输

与赢。

当我步入成年之后，只要走到河边、坑沿，

或是在水库边慢步，童心未泯的我总会弯腰捡

起一块薄薄的瓦片、瓷片，或石片，捏在手里用

力一甩，“嗖”的一声从手中飞出去了，像一只

调皮的青蛙，轻快地蹦跳着奔向远方，掠起一

道漂亮的水痕，激起一圈圈涟漪后慢慢消失。

我想，人的一生不就像撇瓦留下的涟漪一样

吗？即使再精彩，也会终归于平静！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

讲话时，开篇引用了八个字的古语“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意思是：草木不断蔓衍生长，春天

满山的青翠可望见到了。就是说，春天即将来

临，山峦会变得郁郁葱葱。细细品味，让人顿时

感觉一股和暖春风扑面而来。

引经据典，是习主席讲话的一个特点。“草

木蔓发，春山可望”这八个字，出自王维的《山中

与裴秀才迪书》。本为书信，因其有诗歌美感与

韵律，成为唐朝散文佳作之一。全文描绘了辋

川的春色及冬色、月光下的夜色、隐约的城郭等

景物，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写出了冬夜的幽深

和春日的轻盈。

王维，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

山西祁县，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才

华早显，幼年即聪明过人，15岁时去京城应试，

由于能写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还有音乐天赋，

所以进京城便立即成为王公贵族的宠儿。王维

早年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希望能作出一番大

事业，后值政局变化无常而逐渐消沉下来。40

多岁的时候，他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

城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以修养身心。

这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是一座很宽

阔的去处，近有山有湖，有树林有溪谷，其间散

布着若干馆舍。王维与他的知心好友在这里过

着悠闲自在、半官半隐的生活。《辋川闲居赠裴

秀才迪》等诗是他隐居生活中的一个篇章，主要

内容是“言志”，写诗人远离尘俗，继续隐居的愿

望。诗中写景并不刻意铺陈，自然清新，如同信

手拈来，而淡远之境自见，大有陶渊明遗风。《山

中与裴秀才迪书》也应是这个时期写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首都长安被叛军攻陷，王

维被捕，被迫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王维被下

狱，交付有司审讯。按理投效叛军当斩，但因他

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

之情，又因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

籍为兄赎罪，王维才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

兼迁中书舍人，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临终前，他仍作书向亲友辞别，完成后便安然离

世。

王维崇信佛教，他的名和字就取自佛教有

名的《维摩诘经》，晚年虽身居高位却无心仕途

而一心事佛，后世称其为“诗佛”。他是一位文艺

全才，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

祖。苏轼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

诗成就为最。他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

论边塞诗、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的

佳篇，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

暝》等。他把绘画的精髓带进诗歌、散文的天地，

以灵性的语言、生花的妙笔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

或浪漫，或空灵，或淡远的传神之作。王维与另

一代表性山水诗人孟浩然合称“王孟”，他在诗

坛、文坛树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形象地展示出欣欣

向荣的春天美景。习主席引用这八个字，说的

不正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的情景吗？

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坐

在电视机前看《朗读者》，我

正在感慨，文字这样朗读出

来真美，便听到儿子说：“妈

妈，我也想朗读！”我和老公

对视一笑，对儿子的决定表

示支持。于是，节目看完后，

儿子找来他喜欢的《夏洛的

网》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读了

起来：“在农场里，初夏的日

子是一年当中最快活最美好

的日子……”读完几段后，我

和老公都情不自禁地给他鼓

掌！

“爸爸妈妈，你们也要

看书，不能做没知识没文化

的人。”儿子将书放在身后，

表 情 严 肃 地 看 着 我 和 老

公。我们想笑，却笑不出

来。书我们没少买，但真的

也没多看，书柜上许多书的

塑封都还没有拆。曾经我

们笑话别人用书来装点门

面，渐渐的，我们也成了我

们笑话的那些人。

“好，我们也去看书，然后

找出喜欢的文字，明天读给大

家听，好不好？”老公提议，儿

子很是赞成，看书这件事于他

如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

然。我深叹一口气，也点点

头，告诉自己其实没有什么事

比看书朗读更重要。

手指在书柜上划过，随

手拿起一本书都是我喜欢

的，否则它也不会在这里。

拆开塑封，打开书页，一股墨

香扑面而来，曾经我认为这

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抬

起头来，见老公和儿子已经

依靠在一起，各自捧着一本

书，脸上有我多年未见的恬

静。

静下心来，我终于翻开书

的第一页……那感觉，如同与

老友重逢。

第二天晚上，我给老公和

儿子分享了席慕蓉《丰饶的园

林》中我喜欢的文字：“其实，

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

是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

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

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

朦胧的悲伤，可是无论如何，

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

了。”读完，我不禁热了眼眶，

想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或

许会有许多遗憾，但却真的可

以对自己说——我总是认真

而努力地生活过了。

自那天以后，我们家每天

晚上都有近两个小时的朗读

时间，既是为了将自己看到好

的文字分享出来，同时又让自

己真正地记住一些文字和时

光。当那些美好的文字从我

们嘴里念出来的那一刻，我似

乎看到了有花在绽放，有星光

在闪耀，有金石在碰撞……我

想，这便是朗读的魅力！

刘焕章先生1942年生于开封市尉氏县洧

川镇，1960年在洧川中学毕业后又考取了河

南省邮电专科学校。1964年应征入伍，后被

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十三航空学院

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指导员、飞行大队政

委。1976年从部队转业到郑州国棉一厂任党

委副书记，1984年调任河南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先后任该局办公室主任、行财处处长和

副厅级巡视员。

刘焕章自幼即喜爱书法，从上小学开始，

他就天天用毛笔写大楷、小楷，他的书法作业

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写得好的还会被老师贴

到教室后面墙壁的“学习园地”里。或许是老

师的不断表扬给他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书法艺

术的种子，从那时开始，刘焕章对书法就进入

了酷爱的状态，练字从不分时间、地点，课堂上

练，回到家也练，沟坎河边牧羊，田间地头劳

作，休息之时，他便折一截树枝当笔，随时随

地，苦练书法技艺，夏季雨天冲刷过的滩涂和

冬季雪后的大地，均是刘焕章大师苦练书法的

极佳场地。

刘焕章在部队包揽了所在单位书写标语、

办宣传栏的工作。转业到地方后，他不论担任

什么职务，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一有

空闲，便挥毫泼墨，苦练技艺。看到报纸上登

有毛笔字的就剪下来，一有空就照着临摹。在

生活困难时期，父亲怕他饿坏身体，一次拿出

两角钱，让他去买吃的，他硬是饿着肚子，在旧

书摊上买回了一本他心爱的王羲之的字帖。

数十年如一日，刘焕章从来不忘读帖、临

帖、练书法。他临摹过王羲之、王献之、董其

昌、黄庭坚、柳公权等古代名家的碑帖，也得到

过张海、欧阳中石、周俊杰、黄居正等当代名师

的指点。日积月累，终年不辍，包涵并蓄，玉汝

于成，终为大家。在他72岁寿辰之际，举办了

个人书法作品展，其作品集《夕阳翰墨》由西泠

印社出版社出版发行。

刘焕章眼界开阔，他不是把自己整天关在

书屋里，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参与艺术交流活

动，借此磨砺自己，以使书法艺术臻于化境。

由此，在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各类大赛、展览及

交流活动中，他的书法作品获奖很多，其影响

也与日俱增。

2000年11月，刘焕章先生的书法作品楹

联隶书参加由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中国书画家

协会举办的第三届王子杯海峡两岸书画大赛，

获得精英奖；2009年1月，他的书法作品“风

华正茂”参加由中国传统艺术协会举办的首

届全球华人“魁星奖”书法美术大赛，获得金

奖；2010年3月，其书法作品《颂世博诗一首》

参加由中国书画研究会主办的“上海世博中

国书画名家邀请赛”，获得金奖；2010年6月，

其书法作品《孝子歌》长卷参加纪念唐寅诞辰

五百四十周年中国诗书画大赛，获得“唐寅艺

术奖”书画类荣誉金奖；2011年8月，其书法

作品参加由世界杰出华人联合会和世界教科

文组织联合协会主办的环球人物榜世界华人

艺术领袖评选活动，获人类杰出贡献奖；2011

年10月，其书法作品《贤人求善无求报，智者

买书不后悔》参加由中国文艺管理协会主办

的“百花齐放”书画精品展，获国家级艺术成

就一等奖。

近年来，刘焕章先生在不同场合举办了个

人书法作品展览会，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澳门

厅举办的刘焕章书法作品展览会等。随着影

响力的不断扩大，许多外国政要及知名人士也

经常慕名前来请刘焕章为他们题写墨宝。

2016年7月30日，泰国皇室素博巴莫亲王会

见刘焕章并为他颁发了“人类社会发展杰出贡

献奖”荣誉证书。在东南亚、欧美等海外艺术

圈里，刘焕章先生的书法作品都颇受青睐。不

仅如此，因为刘焕章的书法作品秉承了中华优

秀的传统文化，而又推陈出新，端庄、秀丽、大

气，深得国人喜爱。

把故乡攥成青花瓷瓶

□张竹林

把春播进心田

□孙凯文

再出发

我家的朗读时光

老黄

□王忠美

王晓东作

■漫画 运动服

■艺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