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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满庭芳
去岁，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文学面对
一个题目，叫“我和我的祖国”。一个祖
字，就包括了 70 年在内的上下五千年。
天地悠悠，令人思向深邃，渐行渐远，直
至渺茫。我的国，具象起来，
脑海中呈现
的是什么？是国旗？是中华版图？是电
视画面？抑或是手机光屏？是 14亿的人
数，还是斗室的平方米数？开悟之下，
朗
然觉得，我的国，
就是生我养我的这片土
地。在这片土地之上，我的作为，
我的知
和行，我的举手投足，
都和我的国有着因
果的、兴衰的、息息相关的联系。祖国遥
远的辉煌，令我高昂着头；
新时代眼前的
成就，令我解颐欣慰。国在我心，
心在我
的国啊！是的，国人啊，你，国中成员之
一，
无不全息着你的国家。
我坚持了数十年的一个嗜好，就是
在纸张上写毛笔字。或问，何不简单点
儿，说是习练书法。我想，
这样说和那样
说是不同的。在纸张上写毛笔字，即千
字文所谓的恬笔伦纸，如果不是蒙恬开
创了毛笔，蔡伦发明了纸张，
文字只能刻
在甲骨、石鼓、鼎彝之上；纸张毛笔又有
种类，宣纸、湖笔，毛笔连带着墨汁，
又须
明白什么是歙砚、端砚，松烟、桐煤。在
纸上写毛笔字，这样一个寻常举动，
竟然
是在先贤的诸多成就之上来实施的！落
墨写 字，怎 样 写？ 写 什 么？ 简体？ 繁
体？写篆？写隶？写草？写楷？写籀
文？写秦篆？写礼器？写曹全？写二
王？还是颜、柳、欧、赵，
或欧、虞、褚、薛，
苏、黄、米、蔡？这样一说，写毛笔字，还
那么简单吗？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
更是留住时空的。没有文字，今日言，
明
日忘，而千年的文书会说话，
面对一堆文
字，上古三代秦汉六朝如在目前。华夏
的那些文字啊，有指事，有象形，有形
声，有会意，有转注，有假借。用一支毛
笔表现出来，留在纸上的，留在石上的，
又从而形成了碑学、帖学。一篇《兰亭
序》，引出了多少故事，启发了多少考
较。丰富吧？渊博吧？这样的丰富、渊
博，正是我的国独有的，她在世界文字
丛中独放异彩、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不管你流落到地球的任何角落，只要一
见到毛笔书写的汉字，你就会肃然起敬
地想到：
啊，
我的国！
我父亲生卒从 1914 年到 1996 年，
虚八十三岁。以中医为业。是他那个时
代能写一笔好字的人。曾经以工笔小楷
抄录过多种典籍。年关为亲友写对子，
更是陪伴他一生的雅事。他收藏有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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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如今钢板蜡纸进了博物馆，成了异
代故实，我的这张刻印稿蕴藏着无限的回
忆，当然就成了一件文物。
十年动乱，先生落难。弄笔杆儿的手，
耍起端煤球的铁锨来。从 52 岁到 66 岁，
十有四年。那时我闻讯兴叹，可怜先生童
子功的文字之缘，从此要弃之如敝屣了。
刘景周
然而，时过境迁，令我惊诧不已的是，葛沽
人收藏的先生的墨宝，散在民间无数！原
运笔的时候，忽然发现先生的右手拇指，
指 来，先生不间断地在写字啊！最突出的是
端是向下扭曲的。为什么是一个有些残疾 葛沽乡贤刘学诚，他在先生落难之时，
不以
的拇指啊？原来，
那竟是先生年幼时练习执 “界限”为藩篱，善待先生，得先生书件最
笔写字形成的骨骼变异。练字练到这个份 夥。装裱之后，室壁了无空隙，文采生辉，
儿上，
是什么动机的驱使？为了不损害祖国 清雅洋溢。难以想象，先生在那样的情境
文字的健康，
宁肯让手指去就范难以驾驭的 下，仍能把为顾客装填煤球当作陶侃之运
笔管吗？功力二字含茹了多少刻苦啊！
甓，禹寸陶分，搦管不辍，与笔墨共浮沉。
和先生共事虽只一年，我在夜校去职 劳累卑下，屈辱悲苦，在文房四宝间被遗
后，仍然不断去向先生请教。先生把用元 忘，在撇捺点画之间被消弭。
书纸写的小篆体杜诗《秋兴八首》长卷送给
1983 年，先生彻底平反。社会重新
了我；
写给我，
让我临摹的几页在九宫格仿 “发现”
了这位埋没数十年的文墨达人。于
纸上写的楷书，是一首诗，
虽在十年动乱中 是天津的大悲院、天后宫、通往水上公园的
被掠毁，我至今记得：诗曰“泰岱遗碑倒磵 牌楼、八里台立交桥、解放南路立交桥、抗
阿，右军语意渺烟罗，不期晚出王基碣，得 震纪念碑、神户园纪念碑等名胜和市政设
见钟家隼尾波”
。
施，都有了先生的字迹，
以美不胜收的书法
1963 年，先生从小站调往咸水沽，我 韵味，成为天津的一张名片。天津和日本
去送行，先生给我写了篆字的横幅：
“与其 神户结为友好城市，神户的景观便用先生
临渊羡渔，不如退而结网”
，并落款
“鹤年倚 法书。国内各大纸媒纷纷刊登先生的书
装”
四个草体字。还把桌上玻璃板下，
他日 作，最盛大的书法盛会都有了先生的染指
夜观赏的一幅老师吴玉如先生的墨宝，小 落墨。先生数十年的坚守，为国粹增加了
心翼翼地取出来，送给我留作纪念。秀才 异样的光彩。
人情纸半张，这半张纸，
是一件何其贵重的
坚守书法，
即是对祖国文字的弘扬，先
礼物啊！此件历经劫难，幸成劫灰余烬，装 生的老师吴玉如先生教育晚辈说过：
“生为
裱后，挂在我的案头。因吴玉老的这个书 华夏人，应重己文字，毋为败家儿，摧毁等
件有款而无印，鹤年先生特嘱装裱留出隔 儿戏。五千年上下，多少歌哭事，
一一文字
水，在上面题写了
“茂林遗泽，景周珍秘”
等 中，何可遂废置！”
“吾闻灭人国，先灭其文
字样，成为我永久的纪念珍品。
字，国灭仍可复，
文字灭不继，文字国之魂，
先生的毛笔字出类拔萃，硬笔字也遵 魂亡生何寄。”这些箴言，使得每一位学习
循毛笔字注重的结体、使转、提按等规律。 书法的人轰然醒悟，自己运笔书写，
是正在
他的备课讲义，钢笔书写，豆粒儿大的小 作着与国之大事。对文字的肃然起敬，又
字，个个俊美，
且章法森严，行间端正，
卷面 平添了几分深挚。
中华曾是农业大国，文人视书法如农
十分耐看，透示着他对文字的挚爱和敬肃，
先圣所遗，祖国精粹，
不敢轻率。即便是在 作一样重要。把一方石砚比作田亩。清代
钢板上刻蜡纸，他依旧如作书般工整。我 书法家伊秉绶在他的砚池上铭刻道：
“唯砚
至今保存先生一篇刻印稿，刻的是当年《人 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历
民日报》上郭沫若的一篇游记：
《儋耳行》。 代文人从来是把书写当作与国的事业来经
文章叙说苏东坡谪居海南儋耳，仍然在那 营的。鹤年先生门下，有多人师承学书，笔
里敷扬文教的事。先生从市区下放小站， 者亦忝列其中，弟子辈亦已将垂垂老矣，但
受到的本就是不公正待遇，幸能从事教学 大多数仍在坚守书法之道。继承和传播国
工作，这和儋耳的东坡有些契合。郭沫若 粹，贯通国之文脉就是爱国啊！其实又不
国家需要的任何
的文章感动了先生，先生遂把此文作为课 仅书法，人们手边所做的，
本外补充教材，为职工讲解。既介绍了郭 事，只要肯坚守，为了做到极致在努力着，
沫若，又讲述了苏轼，
还提高了职工的读报 都是对祖国的挚爱吧，我想。

与国情怀在砚田
桥的条幅、华世奎的对联、李学曾的挑山、
沧州书家李子峩的四扇屏、林翰亭隶书蝇
头小楷的扇面等，在居室里隔一段日子就
更换一次字画。闻说有写字彰名的先生，
就烦人托情，寄奉宣纸求字。友人李圣之
擅长写核桃大小的楷书，欧体中有颜柳痕
迹，娟秀而独特。我父亲常常请他到家中
作客，每留住几日，
必有墨宝留下。上世纪
60 年代初，他结识了津门名士、中医李琴
盫，琴老写北碑，方圆挺秀，为我父亲写了
多篇他自己的诗词作品。李圣之先生赠给
我父亲的一方砚瓦，李琴盫先生还烦请他
的门人才俊，在那砚上镌刻了我父亲的诗
句。我父亲不是书法家，他是书法家的知
音，是我中华千千万万倾心中华文字的普
普通通的一员。我们的这些父辈，他们的
人格是被中国文字塑造的。他们终其一生
都在珍重文字。
1959 年，我有幸和津门书法大家李鹤
年先生在一起工作。当年只是目睹李先生
字写得好，不同凡俗，字里大有学问，但那
时他并没有什么书法家的名号。李先生
1958 年从中学教师岗位下放小站迎新村
劳动。地方成立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李先
生被调入做教师，在小站夜校教高中语
文。课堂上的李先生，吐字清晰，发音标
准，有京剧韵白的节奏。解词能引经据典，
讲字能引申古今字义，结合了极有趣味的
训诂之学，把祖国的文明灌输到了听众的
心灵深处。每当先生讲课，教室临街的窗
户前都会有一群驻足倾听的路人。一个出
门打酱油的男人听得入神，被等待炒菜的
主妇追出来吼叫，才匆忙地离开。
教员办公室、教学用具的存放之处，都
有李先生书写的精美标识，连洗手盆放置
处都张贴着他的隶书条幅：
“保持清洁”四
字。供销社每一次职工集会，会议的横标、
会场两侧的大字标语，都是李先生的墨
迹。会开过后，被撤下的那些墨迹字纸，先
生都自己收起，带回教员办公室，
他就寝的
地方。因为我那时已经开始模仿先生写
字，那些字纸便成了我的法帖。
有一次，当我屏息站在先生身边，
看他

2020 年 2 月 14 日，已过
了立春的节气，天却又下起了
今年的第二场大雪，望着漫天
飞舞的雪花，总有一种抑制不
住的激动，似乎大雪一下，疫
情便会消除了一般。穿上外
套，在雪野里走，街上几乎没
有人，公园里静静的，因为疫
情，园门已经封了。我便在园
外静静地看树丛中的灰喜鹊
在雪地上树丛间觅食、嬉戏、
栖息或时有飞起……
那日，我在画室里画得兴
起，得画八帧。今年的节气异
于往年，花儿也开得迟，日前
偶然见花卉一株，花虽然开得
败了，却依然立在枝头，我于
是凭印象画得一帧，又约略点叶数枚，
却
也别有一番情趣。
数 日 前 ，中 央 调 两 万 医 护 人 员 奔
赴武汉，其中就有“南湘雅，北协和，东

踏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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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白鹤衔芝（中国画）

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第二季节
目里，曾由琵琶、箜篌、羯鼓、筚篥共同演
绎了《醉太平》。这几种都是我国传统乐
器，但除了琵琶广为人们熟悉外，
其他三
种较为罕见，特别是箜篌。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
流 。江 娥 啼 竹 素女 愁 ，李 凭 中 国 弹 箜
篌 。昆 山 玉 碎 凤凰 叫 ，芙 蓉 泣 露 香 兰
笑 。十 二 门 前 融冷 光 ，二 十 三 丝 动 紫
皇。”元和六年，时任奉礼郎的诗鬼李贺
一首“李凭箜篌引”用丰富的想象，写出
了“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迎”
的乐人李凭的箜篌演奏之美妙。
箜篌音域宽广、音色柔美
清澈，表现力强。古代除宫廷
英国很多建筑上都有一面 方神圣。现在的房主就是个普通的英国人，据说偶尔 真有点奇怪，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清静的地方是真清
雅乐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
“蓝牌子”的徽章，当你在一栋栋 还会让来自中国的老舍朝拜者进去参观。遗憾的是， 静。”这种体悟，大概就源自他在此地居住的体验。圣
传。箜篌在古代有卧箜篌、竖
房 屋 间 穿 行 时 ，看 到 这 面 蓝 牌 我和朋友来探访的这天并没有遇到房主，也不好意思 詹姆斯花园多为文人、艺术家和商界人士居住，虽然离
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
子，就意味着此处曾经居住过名 按门铃去打扰，于是只好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仔细端详 商业枢纽牛津街很近，但它周边却安静得如同一个独
唐代杜佑《通典》：
“ 汉武
人。蓝牌子的管理部门——英 了半天楼面外观。三层住宅另带地下室的长联排别 立的世界。时至今日，我们眼前极少见到路人，车辆也
帝 使 乐 人 侯 调所 作 …… 今 按
国遗产委员会的入选审查非常 墅，翻新过的维多利亚式红砖配素雅的米黄色外延，一 稀少得很，安静的楼宇和碧绿的草坪，加之静寂的空气
其 形 ，似 瑟 而 小 ，七 弦 ，用 拨
严格：他必须为人类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
与温暖的阳光，想来就是老舍小说里赞叹的那
弹之如琵琶也。”这里说的就
还得为大众所熟知，如果是外国人，那他在
种“安适太平的景象”。
是卧箜篌。
域外文学景观（四）
伦敦居住时期必须是其人生或事业中的重要
我并没有仔细地找全资料，也不知道老舍
春秋战国时楚国就已经有
阶段。“蓝牌子”制度创立整整 150 周年时，
当年是如何从故居这里去东方学院上班的。当
了卧箜篌。至汉代，卧箜篌被
在 900 余所名人故居中，唯一一位入选的中
时的东方学院还在芬斯伯里广场，距离老舍的
作为
“华夏正声”
的代表乐器列
国人就是现代作家老舍。
居所差不多得有 10 公里。不过老舍居住地的
入《清商乐》中，当时有五弦十
余柱，以竹为槽，用水拔弹奏，
老舍先生从 1924 年 9 月至 1929 年 6 月
交通非常方便，至少那时已有地铁红线通车了，
任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在英国生活的近
所以说不定老舍会坐地铁上下班。闲暇的时
不仅流行于中原和南方一带，
卢桢
5 年里，他先后在伦敦住过四个地方，其中
候，他必然会去居所南面不远的海德公园周边
还流传到东北和朝鲜。箜篌的
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也是我认为位置最好
散步，小说《二马》中被翻译得“京味儿”十足的
流行在诗词中也经常提到，如
的一处便是圣詹姆斯花园路 31 号的住所。从 1925 年 4 尘不染的漆黑色铁栅栏，构成伦敦非常典型的中产阶 玉石牌楼（Marble Arch）、戈登胡同（Gordon Street）、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即有
月至 1928 年 3 月，他与朋友艾支顿在这里合租合住三 级建筑格局。老舍当时住在别墅二楼，就是照片里能 猴笨大街（Holborn）、欧林癖雅（Olimpia），就在海德公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
年，后来因为房东涨房租，他们才不得不离开。在诸多 看到外飘窗的那间屋子。我留意观察了一下，屋子南 园周边或是它的东沿线上，时至今日依然景色如故。你
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英国学者的努力争取下，英国遗产委员会在 2003 年 11 北通透，房间靠东墙有一个北欧风格的书架，放着现在 从老舍故居走出来，站在他每日必经的牛津街上，便会想
卧箜篌外形与琴瑟形似，但其长形
月 25 日正式为圣詹姆斯花园路的老舍故居镶上陶瓷制 主人收集的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工艺品，除此之外，也 到，近百年前，一位文学青年也和你站在同样的街道上。 共鸣体音箱面板上却有像琵琶一样的品
位，这是它与琴瑟在形制上相异的主要
成的蓝牌子，上面书写：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 看不到更多。相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流转，也很 你与他在此重逢，这就是历史的节点。
1925-1928 生活于此。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的名字除 难留下任何与原貌相关的细节信息了吧。
特异。在我国日渐销迹，至宋代后失传。
东汉之时，由波斯传入我国一种角
了英文拼音外，还使用了汉字标示，这在 150 年“蓝牌
我逛名人故居时有个习惯，就是会特意想象如果
形竖琴，也称箜篌。为避免与汉族的箜
自己是故居的主人，推开房门，走下台阶，眼前看到的
子”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篌混同，称竖箜篌，
或
“胡箜篌”。
老舍这所故居的位置在圣詹姆斯花园路，路边均为 是什么景色。当老舍刚刚搬进来时，正是略显寒意的
联排别墅，老舍居住的 31 号，大概位于花园正北一排差 英伦四月，大衣毛衣是脱不得的。可花儿似乎不顾及
竖箜篌状如半截弓背，曲形共鸣槽，
设在向上弯曲的曲木上，并有脚柱和肋
不多 20 联排别墅的中间位置。伦敦这些名人故居都很 伦敦的寒冷，早已竞相开放。当年这个时候，老舍眼前
木，张着 20 多条弦，竖抱于怀，从两面用
有意思，你给它贴上了蓝牌子，
但住在里面的人很可能并 的圣詹姆斯花园，也应是玫瑰、郁金香、绣球争相斗艳，
第四六九二期
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弹奏，因此唐代
不清楚，也不太想主动打听这个蓝牌子上的人到底是何 一派生机盎然之色。难怪他会在《二马》里感喟：
“ 伦敦

华
夏
正
声
论
箜
篌

周末
文丛

在伦敦寻找老舍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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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传达八七会议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
北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
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
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
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决定在北
方组织政治分局，王荷波为书记，蔡
和森为秘书长。1927 年 9 月，中共
中央派王荷波和蔡和森到天津召开中
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经与顺直省委
委员于方舟接洽，确定在天津日租界
松岛街神户里（哈密道四箴南里 21
号，
已拆除）召开。
据吕职人回忆，于方舟为开好这
次会议作了大量认真的工作，进行了
精心准备，
“在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
的形势下，这两次会议均由方舟同志
亲自缜密布置：
一次在日租界神户里，
以给我的小孩做满月为名；一次在法
租界文兴里，
对外扬言做寿。开会时，
外围布置岗哨，规定警号及紧急情况
时的出走路线等。两次会议均开得很
成功，很安全”。参加会议的，有“京、
津、唐（山）、保（定）、察、绥及全省大部
分县负责同志……数十人出席”
。
会上，
王荷波作了简短发言后，蔡
和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他说：
“ 八七
紧急会议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救
中国共产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
挽回了全国工农群众惶惑恐慌的大危
机，树立了工农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新
大旗。
”
据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著的《红色印迹》和《中国共产党天津
历史（第一卷）》所述：
“ 会议还根据中
央指示精神，撤销了彭述之顺直省委

于方舟
阎焱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书记职务，并选举产生了包括 6 名工农分
子和 7 名知识分子组成的新省委领导机
构。”
“由上海来津的朱锦堂（工人党员）
任书记”
“于方舟任组织部长，彭述之任宣
传部长，王仲一负责工运，杨春霖负责农
运，并由这五人及吕职人组成省委常委
会。会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即把主要力
量投入到组织暴动、开展武装斗争上来。”
1927 年 9 月 23 日中共顺直省委改组
会在天津结束，王荷波于次日便赶到玉
田，召开中共玉田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明
确提出要响应南昌八一起义，配合南方秋
收暴动，在北方农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
农民武装，实行土地革命。10 月 10 日，王
荷波再赴玉田，参加了玉田中心县委以庆
祝国庆为名召集的群众大会。大会宣传
土地革命政纲，号召群众起来暴动，推翻
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会场上，上万名群
众高呼革命口号，情绪激昂。会后举行了
大规模的环城示威游行。这次会议成为
暴动前一次有力的动员。
然而，王荷波回到北京后便遭逮捕，
不久即壮烈牺牲，亲自指挥过上海工人武
装起义的他，未能再次指挥玉田农民暴动
便先于方舟而去了。踏着王荷波等先烈
的足迹，于方舟奔赴冀东，领导了这次玉
田暴动。

25

线条改良中国画

刘奎龄画中的线条运用较少，
他虽然有意识地弱化线在画中的造
型作用，但画中主体物象的关键部
位依然用中国传统白描线条的手段
来创作，而且这些线除去具备传统
中国画“以线造型”的功能外，还承
担了表现形体解剖结构、空间关系、
体块转折的作用，从这一点上可以看
出刘奎龄对传统中国画的改良，是吸
收了西方绘画的有益因素的。刘奎龄
的线在虚实连断的变化过程中，把表
现物象的各种因素统一起来，构成了
一幅幅精彩的艺术精品。
刘奎龄画过的大型猛兽有狮子、
老虎、野狼、豹子、黑熊、北极熊，还画
过狐狸、猞猁等小型食肉猛兽。在现
存的大量作品中，刘奎龄画的狮子、老
虎、豹子最受人们的喜爱，
凡是这样的
作品也都是刘奎龄画作中的精品，被
各大收藏单位和机构视为珍宝。
作于 1940 年的《凛凛雄风》，作于
1945 年的《狮》
《狮吼》
《栗深林兮惊层
巅》，作于 1946 年的《空谷生风》等，都
是走兽画的精品。其中《栗深林兮惊
层巅》中的雄狮最具代表性。画中一
雄狮隐于草丛之间，伺机而动，
周遭为
蛮荒山野，一派空旷寂寥。狮子面向
画面，与观画者四目对视，摄人心魄。
狮子的头部及狮爪用简略的线
条醒笔勾勒，鬃毛用大笔甚至是
排笔轻扫，以湿画法绘出毛色及
明暗，等颜色半干之际再用细笔
勾线，将鬃毛的细节进行精准的
表现。狮子背部的表现用湿画

丹青妙手刘奎龄
齐珏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法一次绘成，不再进行勾线点染，与鬃毛
处的表现手法形成强烈对比，近处精微远
处简略，在画卷的平面上创造出一种纵深
的空间感。
狮子这种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猛
兽，在刘奎龄笔下，竟然被安排在一片空
旷的山野之间，这似乎不太符合狮子的生
活习性，也有悖于自然规律。但这种安
排，并非是刘奎龄不了解狮子的生活环
境，而是为了表现雄狮那种独立坚毅、冷
峻的万兽之王的精神气息，特意制造的环
境布景。这种移情造境的手法，在刘奎龄
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反映，说明刘奎龄创作
时已经完全抛却了自然的限定，而是将画
中的走兽与景物都看作是表现个人精神
内涵的一种媒介，而并非是自然状态下的
写实或再现。
同样作于 1945 年的《狮》
《狮吼》也
是采用了这种移情造境的表现手法。在
这几幅作品中，刘奎龄并没有采用全景
式的构图，而是截取了山势的一角，用山
势间的虚实和色彩的冷暖营造
空间氛围，画面充盈着寂静空
灵的气息。
《狮吼》的前景中，一
丛随风摇曳的茅草把观众的视
线拉近，两只狮子毛色层次逼
真，但用笔依旧是简略得当。

齐鲁，西华西”之精英以及北
医 、解 放 军 总 医 院 、朝 阳 医
院、华 山 医 院、南 方 医 院、瑞
金医院等，国家押上了医疗界
所有的王牌，这意味着决战已
经开始……老友发微信来，是
一些他一段时间以来拍摄的
鸟类，其中鹤较多，鹤喻祥瑞，
于是又想起鹤与芝瑞之说，晚
尹 间画鹤四帧，连缀成一图，名
沧 曰《白 鹤 衔 芝》，以 示 大 医 精
海 诚，战胜疫魔之谓也。
今天是庚子年农历二月
二，龙抬头的日子。长时间的
室中独对，不由得又想起那天
雪地里的自在，于是便电话好
友 老 任 ，相 约 到 一 湖 边 画 速
写，这是一个幽僻的去处，
平日里常有人
在湖边漫步，但今天却少有人走动，
我便
在这儿，在老任陪同下静静地写生……
2020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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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突然一片模糊

当老秦那颗因麻木而沮丧的心又
一次为李荃跳动时，
老秦自以为是理
所当然的赢家。老秦不了解李荃（除
了登在报纸上的英雄事迹）。但并不
妨碍老秦爱她。老秦爱李荃的理由与
其他女人明显不同。老秦想到的第一
件事就是李荃即将成为地委第一夫人
的荣光。所以老秦追求李荃的动机无可
指摘。老秦的一片至诚天地可鉴。思念
突然像空中飘舞的雪花一样热烈而浪
漫。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老秦就一路奔
驰而来。他一厢情愿地以为李荃也许正
在等着他。结局居然是这样的。
老秦随便找人聊了聊，
毫不费力地就
了解了兆林和李荃之间究竟是怎么回
事。老秦见不得有人在他面前演
“双簧”
，
李荃那副冷若冰霜的样子伤透了老秦的
心。吕中不时用眼睛的余光去看老秦。
老秦累得一塌糊涂的样子让吕中心里充
满了不忍。老秦的疲乏和沮丧显而易
见。吃早饭时，
老秦只吃了半碗米粥。吕
中看出了老秦没胃口。可看出了管什么
用呢？李荃的脾气吕中可是知道得一清
二楚。她认准的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吕中夹在两个人中间很为难。他不得不
抱怨老秦，
天底下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怎么
就死心瞎肺地吊在一棵歪脖树上呢？
吕中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老秦走了
过来。老秦把手里的木锨拄在胸前，
说：
“真应该把今天过得有意义，
难得赶上这
么一场大雪。
”
吕中说：
“是呀，
真是有意义
的一天。
”
老秦说：
“李荃呢？
”
吕中心里一
颤，
小声说：
“刚才还看见她了……”
老秦
大声说：
“又不是让她来铲雪，
你紧张什

尹沧海

人称演奏箜篌又叫“擎箜篌”。
《通典》记
载：
“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
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而两手齐
奏，俗谓
‘擘箜篌’。”
凤首箜篌，名字最好听，
式样最为华
美。晋初由印度经中亚传入我国，晋曹
毗《箜篌赋》描绘为“龙身凤形，连翻窈
窕，缨以金彩，络以翠藻”。可知其是以
凤首为饰而得名。
凤首箜篌形制与竖箜篌相近，其音
箱设在下方横木的部位，呈船形，
向上的
曲木 则 设 有 轸 或 起轸 的 作 用，用以 紧
弦。曲颈项端雕有凤头，正如《乐唐书》
所载：凤首箜篌，有项如轸；杜
佑《通 典》：凤 首 箜 篌 ，头 有
轸。有轸或无轸的图像在敦
煌壁书中均有所见。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
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
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二十三根弦丝高弹轻拨，
天神的心弦也被乐声吸引。
或许正是因为这高亢的乐声
直冲云霄，把女娲炼石补天的
天幕都震颤了。所以这石破
王
天惊的绝世天籁，难以成为尘
霞
世凡响而销声匿迹。
14 世纪后期，箜篌那曼
妙身姿隐没在历史尘埃中，绝
音散尽，只留神秘传说。后人
只能在以前的壁画和浮雕上
看到它的模样。
美好使人难以忘怀。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陆续有音乐人和
能工巧匠研制成功各种现代箜篌。现
代箜篌属于世界竖琴的行列。外形
上，现代箜篌是双排弦，有琴码共鸣箱
的梨 形 琴 柱 上 有 凤回 首 ，这是 中 国 传
统文化的代表符号。
前不久，网上报道了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专为一名学箜篌的女孩子开
设了箜篌专业。学校老师在接受采访时
说：
“ 如果当时我们不收，这个孩子就没
地方可以继续专业系统地学习箜篌。
”
这个消息让人欣慰。

岁月风尘
尹学芸
百花文艺出版社

么？
”
李荃在会议室的门外就看见了老秦。
老秦点燃了一支烟，
对着天空吸了两口。今
天老秦主持会议。会议室里的气氛很热
烈。老秦说了一大堆表扬的话，
然后把话锋
一转，
说：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要报告给
大家。第一，
省里组织一个巡回报告团，
特
别邀请我们的战斗英雄李荃同志参加。我
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整个地区只有李荃同志
一个人参加，
所以，
她代表的是我们地区的
两百万人民。
”
掌声
“哗”
地响了起来。老秦
摆了摆手，
又说：
“还有第二个好消息，
听说
李荃同志就要结婚了，
这更是一桩大喜事
嘛。所以我提议，
把李荃和陈兆林同志的婚
礼安排在今天举行。让我这个地委书记当
一当证婚人，也来吃杯喜酒，大家说好不
好？
“
”哗”
的一声，
现场开了锅。
李荃眼前突然一片模糊，
愤怒像锅里
翻开的水一样随时都可能外溢。可李荃不
知道怎样表达自己，
她的身体在瑟瑟地发
抖，
两只握紧的拳头像要迸裂一样疼痛而肿
胀。人们纷纷说着各种各样祝福和喜庆的
话。可李荃什么也听不到。她一动不动坐
在那里，
任耳边的声音像风一样刮来刮去。
人们终于四散开了，
屋里安静了下来，
但李
荃感觉到了屋里还有人，
还有一双眼睛在看
着自己。李荃把目光调整了过去。可她看
不清那人，
她只能等待着对方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