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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玲装着咬牙切齿的样子，
说：“那你就别回来，跟你的暗恋者私
奔得了。”

宋书恩之所以有胆量去应聘记
者，一方面是郭珂的鼓动，另一方面
是他的自信。他大专自学的是中文，
又有写作功底，加上在企业这么多
年，为了写好厂里的报道，他啃过几
本新闻理论，也写过一些新闻稿子。
对照招聘启事上的要求：相关专业大
专以上学历，写作功底扎实，有较强
的交际能力，能吃苦耐劳等等，他感
觉自己全都符合。

想起郭珂，他无法不激动。在北
京开会的日子，他不光收获了郭珂这
个让他销魂的情人，还收获了重拾文
学梦的信心。看着那些二十多岁的
年轻人一个一个出了精美的书，他异
常后悔自己这些年对文学的荒废。
如果能离开企业，从繁乱的事务中解
脱出来，读书写作都不是空谈，可以
落到实处，说不定几年下来就能写出
点名堂，最少可以加入省作协吧。

看着路边湿润而泛绿的树丫，原
野上在残雪下返青的麦苗，宋书恩感

觉自己浑身都是力量，似乎也
如这蛰伏了一个冬季的植物，
酝酿着萌动。

他甚至有一种预感，自己的应聘
一定能成功。能进报社做一名记者，
那是多么惬意而神气的职业，口袋里
揣着记者证，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走
上前掏出记者证一亮，声色俱厉地质
疑当事人：请你解释一下你的做法
……那才叫牛B，那是真正的“无冕
之王”。

即使不考虑做记者多么风光，
关键是自己可以跳出那个用利益联
结起来的“网”。在这个“网”中，

大家坐在酒桌上称兄道弟，见
了面又握手又寒暄，而背后，
全跟利益有牵连。表面的热情，只
是这些见不得人的利益的遮羞布，
充满了矫情与虚伪。而我宋书恩，
充当的无非是这个“网”中的最低
端，就像一条生物链中的草，永远
都是被吃掉的宿命。倘若不是为了
获取非法的财富，那些身居要职的
官老爷们，才不会与一个乡镇企业
的厂长助理推杯换盏，乃至屈尊到
平起平坐。

想起这些年的所谓交际，宋书
恩甚至感到自己竟那般的无耻——
可以说，他的通讯录上，几乎全是有
用的关系。他的意识里，没有利用
价值的关系，他懒得去理睬。而那
些老同学，老朋友，老领导，都被
他渐渐忘却。对自己有过恩的郝主
任，已经几年没去看望过了；相知相
投而且曾经为他指点迷津的老四，也
很少联系了；还有儿时的密友，焦楚
扬、马平川、邢梁，几乎一年都不联系
一次……自己总是把忙当作“顾不
上”联系的充分理由，而回过头来去
思考，其实就是“无关紧要”。这些人，
你无论多长时间不联系，谁都不会责
怪你，不会计较你，更不会为难你。

田禾看见，禁不住“啊”了
一声。鬼子明白了，一捆一捆

地撕扯柴垛。
菊花被翻了出来。

“花姑娘的！”“眼镜”对着田禾
龇起一嘴歪牙，对着伙伴哈哈大笑。

两个鬼子把田禾拉到院外，拴
在街边的树上。

菊花从院子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
惨叫声。绑在树上的田禾禁不住破口
大骂：“小鬼子，我操你八辈祖宗！”

“二小，你家！”石梁看着村
里，轻拍一下二小的胳膊。

刚才只关注爹了，他完全忽略
了自己的家。石梁的提醒，让他把
目光投向了家中：

一个鬼子提着裤子从屋里走出
来，似乎是在他家的屋子里拉屎撒
尿了。二小早就听说过，日本鬼子
常在老百姓的锅里屙屎撒尿。

二小忽然想到了娘。娘呢？怎
么不见娘啊！哥哥被绑。爹爹被
刺。娘现在啥样？二小忽然感到不
祥。他站起身，正要往下冲，忽听
胡正强队长大声地下了命令：“大家
注意，听我的枪声！”战士们轻声应
着，抄起了手里的刀枪。

“叭——”胡队长手里的“汉阳

造”响了。
二小家厨房门口正提着裤子往

外走的鬼子似乎是想炫耀一下雪白
的屁股，猛地往上一撅，顺势倒在
了地上。

“好！”二小跳起来，“胡叔叔！”
二小一声喊，泪水忽地淌下来。

石梁禁不住拍手：“打得好！”
游击队员们手里的枪噼噼啪啪

地响起来。

鬼子们被打醒了，立即躺在地
上或者躲在石头墙后开始还击。

凄厉的哨子从二小家的院门后
响起。那是鬼子的支队长龟村次郎
在集合他的队伍。

“注意手榴弹，不要误伤了乡
亲！”胡队长发布了第二道命令。

鬼子的机枪对着山梁打过来，子
弹啸叫着，像同时吹响了很多只哨
子。山上的岩石和岩石缝隙中的树
木以及砂石中的青草列队般勇敢地
迎上去。石头爆炸。树枝折断。青
草像被水冲过了一般，往相反的方向
匍匐着。游击队员们躲在岩石后，火
力一时被鬼子压住。

鬼子兵拉着抓来的男人们，拖着
打着往村外走。

胡正强急了，他在地上连滚了几
下，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掏出手榴
弹，对着鬼子的机枪手投了过去。

手榴弹在几十米外爆炸。机枪哑
了。游击队员抬起头，对着鬼子又射。

龟村次郎是一个长着罗圈腿、
留着小胡子的凶残武士。他挥着指
挥刀，带领鬼子兵对游击队
进行反冲锋。在机枪掩护
下，二十几个鬼子端着枪冲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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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早晨，起床后就觉得这一
天依然有着那么多事在等着，而昨
夜梦里的恬然已逝去无痕，便觉满
心烦恼。可是这样的日子总要继
续，谁也不能停留在梦里，于是出
门，迎向那些生活的琐碎。

走在路上，脚步正敲响无奈，忽
然前面飘摇着就来了一个女子，正盯
着她的鞋想着怎么会有如此轻盈的
脚步。她便飘到了我身边，大声说：

“正想抓个人，就是你了，快到我家里
去，我养的仓鼠生孩子了！”

我无奈地说：“我还有一堆事去
办呢！”她却不由分说：“谁让当初就
你叫得最欢，说我养自己都费劲，说
我肯定把仓鼠养死？”

只好和她去参观那些小仓鼠，这
对于她来讲，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就
这样听她喋喋不休地讲，从起初的忍
耐到最后的动容，从仓鼠讲到她自
己，有些事还是第一次听她说。不知
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也终于
想起了还有事情要办。

可是出了门，竟然忘了自己要
做什么，于是抱怨：“都怪你，只顾看
你飘摇的脚步，听你的故事，这下自
己想干吗全忘了！”她竟然生了气，
说：“什么飘摇，你就是笑我腿脚不
好！”

继续走在路上，想着她的腿脚，
其实是真心夸她，在一条腿是义肢
的情况下，能走得如此多姿的，她绝
对是第一个。

走了很远，依然没有想起要去
哪里要做什么。便索性不去想，长
长的生活也不差这一天的遗忘。于
是就去了另一个朋友家里，他住在
郊区的平房，有很大的院子。我去
的时候，他正从房里走出来，一见
我，很是高兴，便回屋里去烧水。我
则在院子里看那些狗狗追逐玩耍，
阳光淡淡，充满着一种宁和的气息。

当我们坐在院子里，坐在阳光
下，坐在偶尔的犬吠声中，品着茶，
聊着天，忽然觉得似乎时光在身边
都流淌得缓慢，就像静静的水，时时
泛起一朵涟漪。远处的山还在秋阳
中慢慢地斑斓，心于是也悄悄地宁
静，早起的种种烦扰都融化在风里，
飞向未知的遥远。

等我告辞出来，告诉他我今天已
经忘了要做什么，他忽然一拍大腿：

“你一说我才想起来，你来时我正准
备出去，现在也忘了要去干啥了！”

回到家，左右无事，便倚在床上
看一本闲书。还记得这本书是许久
之前买的，一直忙忙碌碌，也没能真
正看上几页。一直看到眼睛也有些
微倦，才放下书，看阳光正好，从窗
子暖暖地拥进来，铺在地上。于是
决定整理书柜，把一些长年未动的
书拿出来晒一晒。我坐在书的怀抱
里，随意翻看，竟是看到书中夹着一
些纸片什么的，或者书中空白处散
乱的字迹。就是凭着这些零碎的印
痕，我把以往的点滴都在心底汇集
成温暖的回忆，就像一地的阳光，一
地的书。

这时，一个老同学从很远的地
方打电话，聊到最后，快说再见时，
他说：“今天忘了想干啥，就给你打
电话，其实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什么
事来着，谁知聊着聊着就忘了，算
了，以后想起再说！”

看来，比我记性差的还是大有人
在。忽然觉得，偶然间忘掉一些事，
或者忘了做一些事，也是一种放松。
就像这个平常的日子，在我的遗忘之
后，竟是如此与众不同。

这个下午，很多遗忘已久的都
已想起，就是依然没想起今天要做
什么。

♣ 徐一同

妈妈的眼神
母爱深沉

一眼回眸，不曾百媚生，却足以
令我魂牵梦萦。她暮光中的晨星饱含
了无数深情，在我心中，扎根、发芽、
开花……

入眠时扎根。
她回来了。双手捧着她最爱的百

合花。不过，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帮小
孩掖被子，哄她入睡。小小的我独自
坐在床上，手上拿着那个时代的玩
具，嘴里含糊不清地讲故事。她看到
我，也不打扰，就坐在床边看。我一转
身，对上了她温柔似水般的眼眸，清
澈又美丽，我便想用手去将她的眼睛
抚遍，感受这份爱意。她笑了，帮我掖
好被子之后，唱着小调哄我入眠。这
份爱意在我心中扎根。

痛苦般发芽。
一声尖叫，划过屋顶，刺入她心。

因为保姆外出买菜，我不慎磕着床
沿，鲜血从头上流至眉头。她见我这
样，一手捂嘴，一手将我抱起，飞奔似
地出了小区。上了车，边拍心口边安
慰我说：“就快到了……就快到了
……”不久，到了医院。我被送入手术
室，进之前，我看到了如水般眼眸中
泛起了涟漪。出后，有惊无险。她跑过
来问医生如何了，听见一句无碍后，
她又笑了。她看着我，连说几句对不
起，眼中有自责与担忧。这份关心与
爱意在我心中发芽。

梦醒时开花。
在我身旁陪伴了这么多年的她，

终有一天要分别。这天，开学报到她
一路上与我讲了许多话，手中活没停
过。铺完床，整理好一切后拉住我的
手到操场。她问：“照张相吧。”我诧
异，她平时不怎么爱照相，这次怎么
突然提照相了？我看着她，她眼中噙
泪，带着恳切与不舍。我答应了。她又
笑了。我们用最美的姿势在片中定
格，只是在拍的一刹那，她扭头看向
了我。总是要离别的，我想。我挥手与
她道别，当我们彼此转身离开，我又
回头时，看到她也在望着我。笑了，这
一刻，她的思念与泪水叫醒了我的
梦，以后不会常见她了啊。这份不舍
在我心中开了花。

令我魂牵梦萦的晨星啊，是我遇
到过最美的极光。

去年的一天下午，我来到位于郑东
新区的河南美术馆，参观了李伯安先生
的画展。

在此之前，早就通过媒体和艺术
界的朋友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印象还
不是特别深刻，只知道他是河南的知
名画家，画了一幅很有名的作品《走出
巴颜喀拉》，在国内美术界反响很大，
画家本人已经去世 20年，至今人们还
在怀念他。

当天晚上，我将李伯安的画发到了
微信朋友圈，并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李
伯安先生的画有着激荡人心的力量，表
现了历经苦难与沧桑的人，依然坚守精
神的信仰与追求。他以写实而不是唯
美、直面而不是逃避，反映人的贫困与
丰饶、脆弱与坚强。正由于此，他成为我
们这个平庸时代的伟大画家。”

李伯安是幸运的，因为他凭借 121
米长卷《走出巴颜喀拉》而一举成名；李
伯安又是不幸的，因为在他还没有看到
成功的时候就累得倒下了，永远没有站
起来。以现在艺术界看人的惯例，他没
有强大的学历背景，毕业于一个普通的
美术学校。尽管在改革开放后，35岁的
他，也试图通过考研究生来改变自己的
命运，但两次都失败了。几经周折才找
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在出版社做
一个普通的编辑，总算有了一个职业，

一个饭碗。但这也不足以成为他与美术
界同行竞争的资本。及至去世，他也只
是一个副编审和一个国家级美协会员。
但李伯安好像对这些并不在乎，他更在
乎的是画画。能画出好的作品，就是他
最大的满足。

作家李佩甫在《怀念大师》一文中
写道：曾听人说，早年，伯安先生一直渴
望着能有一间自己的画室，可他没有，
他住的房子太小了，实在是放不下他那
支笔。于是，为得到一间小小的、盼望已
久的画室，平时沉静、木讷的伯安先生，
竟然想出一个东方式的、民间化的解决
办法——离婚。在他心里，画永远是第
一位的。为了这间小小的画室，在世俗
社会里，他甚至敢于舍去脸面。就这样，
他独自一人背着铺盖卷搬出了家门，走
出了温馨，选择了寂寞，在过了许久“单
人抗战”的生活后，才勉强占有了一间
小小的所谓的“画室”。

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心痛。我们
的社会给予那些真正想做一点事情的
人关爱太少了。

传说中的李伯安，面目清癯，身体
孱弱，讷于言辞，为人和善，是典型的文
人书生。李伯安可能知道自己的性格，
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能做的
事，尽量去做。做不到的事，最好不做。
他的退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取？退于庄

子所说的“心斋”之中，才能有时间进入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艺
术境界。“澡雪精神”才可能将他的精
神、气质、才华全部融注于艺术，无问西
东，无怨无悔。

他是柔弱的，又是刚强的。正如老
子所言的“上善若水”，柔中有刚。平静
只是他的外表，刚强才是他的内心。在
他生前，有一位画商让他按照要求画
一批画，并给予不菲的报酬，由于不愿
委屈自己，他断然拒绝了。在现在这个
社会，当一个画家的身价通过一平方
尺几万块钱来量化时，李伯安的决定
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性
格，他的风骨！这使我想起马克思所说
的一段话:“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
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
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
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
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李伯安就
是这样一个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了
自己个人生存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
这个社会太少了。也正因为少，才显得
弥足珍贵！

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哲学命题：“向死而生”。死
亡当然意味着一种终结或结束，但却是
一种与众不同的结束。在海德格尔看
来，人在直面死亡的过程中，内心才会

产生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紧迫感，才会懂
得珍惜自己的生命，进而尝试活出自身
的价值。只有这时，人才真正清醒地认
识到什么是“本真”的自我，什么才是

“本真”的生活。对于热爱生命的人来
说，“死”似乎是有些悲壮、决绝，但“死”
又何尝不是一种“唤醒”和“重生”。放在
整个宇宙的高度看，人的生命非常短
暂。既然意识到人生的长度不可改变，
为什么不在有限的人生中做自己想做
的事。所以，“向死而生”是对生命的热
恋，是对有限人生的无限超越，是在似
乎不自由而“命定”的人生中，追求精神
自由的最大化，冲破现世的牢笼，让生
命绽放花朵，进入一种“诗意的栖居”
（海德格尔）。因此，艺术是超越现实的，
艺术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超人”。理解
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李伯安，理解了
西方的梵高和中国的徐渭！李伯安正是
用生命最后的 10年时光，换来了《走出
巴颜喀拉》，他也因这幅画超越了短暂
的生命，获得了永生！

20年前，李伯安去世时才54岁，那
正是人生的盛年！如果他还在世，会作
何感想？然而，人生没有如果，逝去的永
远不再回来。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在
我们心目中都会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李伯安；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都会记
住有那么一幅画——《走出巴颜喀拉》。

永远的李伯安
♣ 汪振军

山亭夏日山亭夏日（（书法书法）） 高玉亭高玉亭

我注意她，已经很久了。
一上车，我就看见了她。晚班地

铁，人不是很多，坐着的，站着的，靠着
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埋头玩手机。
她是个例外，她手里拿着的，是一本
书。她在看书。

她坐在我的斜对面。她左边的两
个人，都在玩手机，其中的一个人，怀里
抱着背包，双手架在背包上，横着端着
手机；另一个人，跷着二郎腿，一边不停
地滑动手机屏幕，一边晃动着脑袋，很
陶醉的样子。她右边的一个人，一会闭
着眼打盹，一会又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瞄几眼。车厢里，还零散地站着几个
人，一个人靠着车厢，一只脚支撑着，另
一只脚耷拉在脚背上，低头玩手机；一
个衣着时尚的姑娘，双手环抱着过道上
的立柱，手里捧着手机；还有一个年轻
人，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握着手机，身体
前后摇晃……

每天乘坐地铁，看到过各式各样的
人，各种各样的神色，每个人的姿势也
各不相同，但大家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姿
势，那就是低着头，看手机。她是个例
外。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身边的人，
看书的样子了。我本来也是要拿出手

机的，像我以往每次坐地铁时那样，但
那一次，我忍住没有掏出手机，我承认，
我是被她看书的样子，迷住了。现在回
忆起来，她长什么样子，多大岁数，什么
穿着打扮，都全无印象，但她看书的姿
势，却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那
是我坐地铁这么久以来，看到的最美的
姿势。

一个人的姿势，有很多种，站着，坐
着，躺着，靠着，蹲着，走着……无论你
在做着什么，或什么也不做，每时每刻，
我们的身体，都会呈现出某种姿势。姿
势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我们说坐有坐
相，站有站相，睡有睡相，吃有吃相，就
是对我们的姿势的要求。看书的姿势，
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比如看书时要端

正，书不要拿得太近，不宜在摇晃的地
方看书，不应在光线昏暗处看书等等，
这多是从保护视力的角度出发，是正确
的看书姿势。但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书
桌前正襟危坐，还是在沙发上跷着二郎
腿，也不论你是在公园的草地上席地而
坐，还是在书店一排排书架下屈膝蹲
着，你手里捧着一本书，你看书的姿势，
无论正确与否，都是美的。

姿势也有舒适与否之分。比如坐
着往往就比站着舒服，躺着又会比坐着
舒服。一个人，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
看书，肯定比乡下的孩子，骑在牛背上
看书，来得舒适；一个人，半倚半躺在贵
妃椅上看书，也自然比在颠簸的火车上
看书，要舒适得多。你看书的姿势，未

必是舒适的，但你看书的样子，一定是
美的。

姿势还有雅俗之分。一个人，跷着
二郎腿的样子，往往给人随意甚至吊儿
郎当的感觉，但如果你跷着二郎腿，手
里却拿着一本书，你的样子，瞬间就有
了美感；一个人，葛优躺着，嗑着瓜子，
吃着零食，往往给人懒散邋遢的印象，
但如果你葛优躺着，双手却捧着一本
书，你的样子，马上就既惬意，又迷人。

美国一个叫 Steve McCurry 的摄
影师，用 50 年的时间，走访了 30 个国
家，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无数张
旅途中的阅读者影像——有赤膊靠在
大象背上看书的泰国小伙，也有枕着奶
奶腿上看书的斯里兰卡孩子；有半躺在
汽车引擎盖上一边等待顾客一边看书
的印度出租车司机，也有演出间歇，惬
意地躺在舞台上仰面看书的美国姑娘；
有蹲在地上看书的也门小商贩，也有法
国公园里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的老妪
……他们生活环境各不相同，他们的姿
态也完全迥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且
迷人的姿势：看书。

美的，是他们看书的样子，是书的
光芒。

♣ 孙道荣

聊斋闲品

人生讲义

♣ 包利民

突然忘却
翰墨春秋

青山绿水（国画） 李华强

看书的姿势

这 本 水 彩 书 对 学 习 时 间 的
分配很明确，将“21 天”分成了 3
周，每周的主题都不一样。比如
第一周是水彩的入门，主要分析
画具和颜料；第二周是进阶周，
里面包含了多种水彩的技法；第
三周是提升，主要讲了一些实用
的 创 意 性 画 法 。 本 书 从 基 础 用
具的选择到线稿的绘制，从叠色
原理的学习到创意画法的运用，
几 乎 涵 盖 了 学 习 水 彩 所 需 的 全
部 知 识 。 作 者 精 心 设 计 了 为 期
三 周 的 课 程 ，帮 助 读 者 在 21 天

内系统、高效地掌握水彩技能，
创 作 属 于 自 己 的 水 彩 作 品 。 每
天 1 小时，享受专属于自己的水
彩时光。

该书既是一本可以参考学习
的教科书，又是一本可以直接涂
绘的练习册。全书将水彩技法分
为 7大类，每一类均配有详细的步
骤分解图，知识点清晰，便于读者
迅速掌握。同时，书中还有 100
个针对新手的水彩画上色练习，
练习包括调色、叠色的注意事项，
让你轻松变身水彩达人。

《21天精通水彩》
一本可以直接涂绘的练习册

♣ 曹雷雨

新书架

孟
宪
明
著

八月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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