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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别号“醉墨
斋主”职业画家。
自幼酷爱书画，在

长期的创作中，吸取古
今各家之长，形成自己
的绘画风格。多次在
广东、福建等地举办
画展，作品被博物馆
及收藏家收藏。

现为天津市美术
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
书画院院士，中国楹联
学会会员，天津小站楹
联书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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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过
一双柔荑
轻抚过双肩
抖落
日渐消瘦的寒意

归雁 响亮着
天空的云朵
阳光 像一件
温暖而好看的衣裳
春的光泽明丽如斯
残雪如歌 水流的清欢
枕着清晨的绿影
一路向东

如此之多的记忆
举一树繁花
打开栅栏 放牧
生活的群羊 和
诗歌的马匹

□ 刘荣昌

走来的春天
□ 吕家锐

还没有遇到新绿
就嗅到了她的味道
鲜嫩 清新 含着湿气
犹如一支画笔
转眼将大地涂成
温馨的颜色 诱人的诗意

还没有遇到新绿
就听到了她的言语
呢喃 沉思 带着耳语
恰似一支号角
呼啦啦吹醒了
遍地的植被 沉睡的地气

还没有遇到新绿
就得知了她的消息
时令 天气 带着暖意
正如美丽的使者
悄然来到大地身旁
抚去冬的寒意

春天的气息

身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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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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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最
近读了一本书《姥姥语录》，作者倪萍，
读过后，心里装了满满的温馨与亲切。

倪萍有一位勤劳而慈爱的姥姥，我
也曾经有过一位令我念念不忘的姥
姥。老人家不是我的亲姥姥，她是我后
母的妈妈，和后母不同，姥姥非常善良，
眉宇间都透着那种安静与慈祥。第一
次后母带我去姥姥家，就感觉姥姥很亲
和，疼我和疼她亲外孙女一样。姥姥虽
然己经去世多年，但那份温暖，珍藏在
我心间，我会时常把姥姥想念。

小时候最高兴的就是去姥姥家。
六岁的我有点小聪明，和后母去过一次
就认识路了，之后我就经常自己去。去
姥姥家得经过秦庄子和田咀两个村，才
能到达姥姥住的苑庄子。我一路走，一
路玩，到了姥姥家，一声：“姥姥，我来
了！”。姥姥就会闻声迎出来，眉开眼
笑，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说：“小华
子又长高了”。舅舅也会抱起我，把我
举得高高的放在炕上，小表弟，小表妹
也跑出来，围着我又蹦又跳。吃饭时，
姥姥会亲自盛上满满的一碗饭，生怕我

吃不饱，姥姥家的新稻米饭
真香啊！我狼呑虎咽，一会
儿便吃下整整一碗。那时
粮食匮乏，表弟表妹有时也
会不满说姥姥偏心，可姥姥
却说：“你们别和她比，她没
有亲娘，可怜啊！”

夜晚睡觉，姥姥为我脱
衣服，摸着我单薄的棉衣和
露了脚趾的棉鞋，轻声叹
气，然后让我睡在炕头，姥
姥家的炕真暖啊！暖在身
上，也暖在了我心里。

睡醒后，我睁开眼睛，新棉衣、新棉
鞋整齐地放在枕边。那是姥姥在昏暗
的油灯下为我赶做出来的。姥姥做的
棉衣，是用做被面的那种大花布做的，
姥姥的手真巧！圆圆的扣子，经姥姥的
手在油灯上轻轻一烤，便凹进去了一
块，变成了五颗红红的桃心，缝在棉衣
上，可漂亮了。棉鞋是紫色的鞋面，鞋
带像两只黑色的蝴蝶，迎风起舞，又结
实，又暖和。姥姥为我赶制棉衣、棉鞋
整整一夜没睡！自从亲娘去世，我还没

穿过这么好的棉衣、棉鞋呢，
那种温暖和幸福，至今难以
忘怀。

我上小学后，去姥姥家
的机会就少了，姥姥惦记着
我这个可怜的小外孙女，会
时常来我家小住。姥姥来
了，我最高兴了，那时我也有
点懂事了，看见姥姥会为了
我和后母吵，姥姥会把后母
不给我吃的美食，藏在袖子
里，趁后母不注意，偷偷塞到

我嘴里。姥姥在，我就有了靠山，每次
姥姥走的时候，我都会默默地牵着姥姥
的手，把姥姥送过西大桥，看着姥姥远
去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下脸颊，心
中万般不舍！

长大工作了，我用第一次领到的薪
水，为至爱的姥姥买了一些吃食。质朴
的姥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接过我买的
东西，乐得合不拢嘴，姥姥高兴，我也高
兴，姥姥一生善良，九十岁离世。姥姥
去世，我长跪不起，长声哭泣。

十七年前，我在产房门口从护士

手里接过那个粉嘟嘟的婴儿，心中喜
悦，我也升级做了姥姥。从此小外孙
女成了我的心头肉，从小外孙女上小
学一年级起，我就开始接送，每天放学
时，看到小外孙女从校门里走出来，一
颗悬着的心才算放归原位。我疼小外
孙女，却从不溺爱，我要求孩子放学以
后必须先把作业完成后才能玩，让孩
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年
小外孙女健康成长，学习刻苦，学业优
良，懂礼貌，要求上进，三年前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了咸一中高中实验班，今
年正在备战高考。

如今我年近古稀，作为姥姥，也有
一个心路历程。我是长辈，首先应该自
律，为孩子树立良好的形象，所以我每
天坚持读书、写作、朗读，多接触一些正
能量的东西。也别说我在小外孙女心
中的威望还是挺高的，孩子称我为伟大
的姥姥。我心里也有些小自豪，我不断
追求自身文化修养的提升，善良、乐观
也受教于我的姥姥。我相信，远在天堂
的姥姥，也会欣慰。
（作者系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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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醉心翰墨

四十多年前，小站镇拐子沟村一
个十几岁的少年，手拿一截细铁管，把
一根根从修剪的桃树旁挑选来的树枝
装进去，然后把铁管的两头用泥巴堵
上，放进炉火里。待铁管儿红透后，从
炉火中夹出铁管，冷却后，摔掉泥巴，
成功了，一支炭笔做成了。做炭笔干
什么？画画！

他就是自小痴迷绘画，并且成功走
上职业画家道路的徐忠老师。

他说，小时候的拐子沟。白云抚

着绿水，柳叶荡涤河滩，翩飞的蜻蜓，
飘逸着夏日的情趣；远处挠秧号子，带
着湿淋淋的旋律，悠远古朴，以天籁之
音注脚着生命的渴望。少了孩子们的
夏日，是不完美的，他没有像其他孩子
一样，钓蜻蜓、捉螃蟹、粘夏蝉、逮蝈
蝈，而是埋头在一本本小人书里，直到
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也拿起了画笔。
买不起炭笔，他想到了用木材隔绝空
气加温自制炭笔。

有了炭笔，却让母亲无奈，母亲用

白纸糊的炕围子，成了他的画纸，一幅
幅村景被定格，一只只麻雀，一朵朵大
麦熟花，一个个人物逼真灵动。母亲
说，怪好看的，不过咱是不是得画得更
好些。没有责怪，对于一个孩子，这是
多么难得可贵的褒奖。高中毕业，进入
村办印刷厂，对于客户提出的口头意
向，都是他不止一次地设计修改。对于
今天的他，那是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
奠定了他今天绘画的基础。

他说，偶然接触到中国画，惊讶于
水与墨相遇之后在宣纸上产生的奇妙
景象，便深深的爱上了中国画，蘸水蘸
墨地往宣纸上涂抹，一发不可收拾。
完全依着自己的愿望，把水和墨组织
成山川日月，太阳下有花草，池塘里有
水鸟……水墨氤氲的世界让他无比享
受，让他的童年充满光彩。

因此，后来他给自己的画室取名
“醉墨斋”。

长大后，这乐趣丝毫未减。他孜孜
学画，师古绘今，入古出新，尤其喜欢临
摹八大山人、石涛等古典作品，醉饮玉
液琼浆；拜大自然为师，在没有围墙的
大学里历练；废纸三千，逐步形成了大
写意画风。

他说，作画注重传承，“大写意”，的
“大”字，是一直追寻和探索的课题。
“大”在何处？大在用极简的笔墨，勾勒
出物象的意蕴、内涵、意境，说穿了就是
虚实互为映衬和渲染，“虚”表现实，
“实”涵盖着虚。这需要读书，不仅要读
古典作品，更需要“杂学”，因为一缕烟，
它来自人文的描述。

作画时，用心去经营和感受。不论
是点、线、面的笔墨应用、还是物像所体
现的风骨、神韵、意境上，都在寻找着它
的生命力，反应的题材也都是平凡朴

实，健康和谐，积极向上。
看他创作的《大吉图》《丰收图》、

《荷塘清韵》《兰香》等作品，大多以吉祥
喜庆为主题，用笔苍劲含骨，酣畅淋漓，
传达神情；构图简洁灵动，富有生气，一
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且有着独
特的海下文化的意蕴和自己的追求与
风格。

你看，一只回望的公鸡，没有独立
晨晓，引吭嘹唱，而是把身体匍匐在家
乡的土地上，一副固守神韵；夸张的鸡
爪，厚实狂放，带着动感的平衡，宣泄着
深藏的力量；不用深思，便能看到作者
创作时的心态和神态。它的目光，似近
而远，像被远景近物牵动，有着指向的
深情和向往。特别是另类的一根尾羽，
从浓墨中脱颖而出，由深变淡向下弯
曲，断续后直至虚幻。也许这就是画
家，对于自己绘画的定位，有着对故乡
的谦卑和敬畏。

他说，绘画拼的是文化，一幅好的
中国画，是应该能给人一种独特的艺术
感受，它应该有思想、有情感、有温度、
有力量。如果说西画属于技法范畴的
话，那么中国画就是精神范畴的事，是
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修养的总
和。往低处说，它反映了一个画者的性
格，往高处说，它反映的是画者的生命
品格。后来我渐渐懂了，一个精神高
尚、修养全面、文化内涵厚重的人，技法
于他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的。

他还说，中国画不同于西画追求明
暗调子，它讲的是笔墨情趣，笔墨哪里
来？苦练！情趣哪里来？读书!笔呈诗
意，就是练笔加读书的结果。趣味又分
大小，小者为趣，大者为境，人们常说的
笔墨境界即此也。那么境从何来？答
曰：胸怀。也就是说，最高级的中国画

作品，要有胸怀。
他又说，中国古诗词洗练而饱蕴内

涵，中国画亦然，二者有天然的关联。中
国古代的好诗词，一首绝句往往是四幅画
面，美不胜收；绘画亦然，一幅好画墨不在
多，却诗韵绵长。造型上绝不满足于写实
的形似，而是追求不似之似的神韵，黄宾
虹先生曾言：“画有三：一、绝似物象者，此
欺世盗名之画；二、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
名与意，亦欺世盗名之画；三、惟绝似又绝
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

还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前几年在广
东潮州，结识了很多绘画朋友，切磋技
艺，交流技法，让他一下子丰满起来。
他创作的《全家福》被潮州博物馆作为
精品收藏。津南小站“稻作博物馆”布
展的日子让他难忘。他作为有关绘画
总体构思和设计者，不仅挥毫登堂，还
要和来参与的作者交流，以期完美呈
现主题。

绘画是画经历,一个画家的个人
经历总要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所
以"经历"对一个画家的成功至关重
要。徐忠就是这样一个在书画领域辛
勤耕耘的实践者。

徐忠的画带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和
感受，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给与欣赏
者的是一种含蓄细腻的表达。不论线
条质感还是笔墨的浓淡干湿，物象的表
现，都体现出他对中国画其自我的笔墨
纵横豪放，肆意淋漓，开合有度，外化于
形，内化于神，浑然大气的不懈追求。
他说，中国画艺术博大精深，越往

前行越感觉到自我的渺小，个中苦乐
为画者自知。但水墨氤氲的美自幼根
植在心里，当躬行不辍。

男本硬汉，为画则柔，大爱如此，夫
复何求！ 吕志福/文 唐文博/摄

一、征稿目的
津南区政协连续多年征集、编印

文史资料，至今已出版21辑，充分发
挥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独特
功能。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传承保护方面的重要
指示精神，“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
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
怀。”津南区政协决定，开展“乡愁记
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为“十四五”
期间我区文史资料工作开好局。

二、征集内容
以津南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

背景，以记录历史、传扬文化为主旨，
以“乡愁记忆”为主题，逐步形成系列
丛书。今年侧重征集“名人轶事记
忆”、“村庄街道记忆”、“非遗传承记
忆”、“回首往事记忆”、“母亲河的记
忆”等内容。

三、征集时间
自征稿启事发布之日至2021年

8月31日。
四、稿件要求

1、稿件所记叙的人、事、物必须
是津南区区域内的。其中，人物范围
可以扩展到在本区出生，后来在外地
发展且有一定知名度的津南人。

2、稿件题材为文史资料，必须是
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要原汁原
味反映人、事、物的历史情况。不同
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不允
许用艺术手段夸张、虚构、议论、想
象，不能添加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

3、已经入选过《津南区文史资
料》1-21辑的稿件，原则上不再采用，
但在原稿基础上充实完善的除外。

4、文稿要求题材新颖、内容
真实、论点明确、层次清楚、数据
可靠、文句通顺。文章一般不超
过 5000字。 来稿请传电子邮件
（jnqzxb03@tj.gov.cn）。

5、文题要准确简明地反映文章
内容，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作者姓
名排在文题下。在文后注明工作单
位、职务、邮编、联系地址和电话。

6、为保证征文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杜绝任何形式的抄袭稿。稿件
文责由作者自负，编辑人员有权作
必要的修改。

7、文稿入选《津南区文史资料》
后，将付一定报酬。未被录用的稿件
一般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联系人：王庆普（28559813），
杨会敏（28559865）。

“乡愁记忆”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去年秋，一场淅沥细雨中。我打电
话给小弟：“带我去看看高庄子。”
“下雨了，等天好些再去吧”。“不。”

“好吧，在家等我。”放下电话那一刻，我
感觉自己固执得像父亲。小弟开着黑
色的“雪佛兰”来了，雨也停了。

路上，一辆自行车的影子，湿润了
我的眼睛。哦，六十年前，父亲也有一
辆这样地自行车。
小弟将车子平稳地滑向路边。
“欸，这不刚到辛庄吗？”
“是，这里拐过去就是天津大道的

立交桥，桥下就是高庄子啦。”
我无数次回顾的那条路，是从双港

村中心穿过，出村有一条不太宽的河，河
上有一座桥，过了桥就走上一条笔直的
大马路，直达我们村口，据说有八里地。
虽然是一条土路，宽可以并排两辆大马
车，地基“憨实”，不管刮风下雨，生产队
的马车照样大鞭子一甩，运送瓜果蔬菜
交公粮，从没间断过。路边溪流涓涓，稻
浪滚滚。路的中途有一座宏伟的钢筋水
泥大桥，是新建的“洪泥河”大桥，远道而

来的洪泥河水从桥下汇入海河。
桥下有一个美丽的村庄“生产

圈”。这个村庄的房子没有高高的土
台，四周都是鲜花野草，迈过门前的河
沟就可以融入一望无际的稻田，一直向
东，沿途沟沟渠渠，夏夜蛙声一片，冬日
冰雪晶莹，是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天地，
至今想想都会笑出声来。这里是高庄
李姓家族的稻田李家圈，解放后改为生
产圈。再继续往前走看到小红桥，望到
慈云寺，家就到了。
小弟笑我，哪儿还有你想的那条路。
车子停下来，我面前的慈云寺，像

一个受保护的老人用围墙圈起来了。
慈云寺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是高庄
子村的标志，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

小弟扶我一下说：“二姐，新建的地
铁站。”我回头，新建的地铁站就在慈云
寺对面二三百米。是呀，我的目标太集
中了，其实我也是来看新建的地铁站
的，替父亲来的，小时候他跟我说过地
铁，可以在地下跑的火车。

地铁站凸显在地面上透明的玻璃

窗在雨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站牌上清
楚地标注着“高庄子站”。我的高庄子，
父亲的高庄子永久留下来了。
“高庄子慈云寺，始建于明朝崇祯

二年……”那时我还不懂这些，只喜欢
大庙门前的高台。站在上面，正好面对
那一条宽阔笔直的马路。路的两旁是
小河。顺着马路望去，远远的能望见
“小红桥”，不知道为什么称做红桥，木
头还是木头的样子。我每天都在这里
等父亲下班。
火红的夕阳彩色的云，等不及父亲

到来就消失了。我的腿有点酸，眼睛都
疼了，小红桥也看不清了，泪水就要掉
出来的时候，灰蒙蒙的影子从路的那头
出现了。没错，是爸爸！我跑下高台奔
向父亲，他下车，摸摸我的头发，然后一
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抱起我放在自
行车的大梁上。那一根大梁，我坐得极
稳。这一刻，你不知道我有多么骄傲。
这辆自行车，会沿着这条路，带我飞出
这个村庄，去公园看猴子大象，去“市
里”看劝业场解放桥……

父亲是供销社的会计，工作单位在
双港，自行车是公家的。我等不到他的
日子，都是在盘账。有一次，看着他熬
红的眼睛苍白的脸，我不解地问，盘账
是什么？他轻咳一声，缓慢地说，就是
有一笔账目对不上了，差了两分钱，要
核对所有的“笔记”，他用两只手比划着
大帐本。我说：“不就两分钱吗，我给您
老。”我把口袋里捂热了的两分钱举到
他面前。他又轻咳一声说：“不是钱的
事儿，是账错了，账是绝对不能错的。”

我似懂非懂。
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到邻近几个

村庄的供销社去敛账，所以下班很晚。
我见过他吹着口哨哼着小曲，春风得意
的样子；也见过他眉头紧蹙，疲惫不堪
的时候。然而，没有语言，至今想不起
来他说过什么。

那一天大雨，我不顾妈妈的阻拦，
又跑到高台上等父亲，刚刚出了胡同口
就呆住了。一个矮小的身影，被泥浆裹
挟着，扛着比他身子还长的自行车，正
一步一滑，一步一趔趄地走在进村的高
坡。我呆呆地看着他吃力地放下车子，
低头看看塞满泥坨子的车轮，稍许喘息
再把车扛起来，刚一迈步，人就那样在
我面前“轰然”倒下，自行车重重地压在
他身上。那一刻的震惊，颠覆了我所有
对自行车的梦想和对这条路的向往。
自行车会像山一样压在父亲的肩头，我
第一次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父亲泪
如泉涌。

父亲一生为全家人的生计和对职
业的忠诚，历经多少风霜雪雨，严寒酷
暑，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条路上自
行车的辙印，浅显而繁复，平凡而伟大，
永远储存在我们姐弟三人的心里。

大姐首先沿这条路走出去，我和小
弟也相继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像父亲一
样努力工作忠于职守。

在这个秋日的雨后，望着轰隆隆的
地铁驶进高庄子站。我想，“慈云寺”作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几千亩绿屏中，
继续讲述着高庄子的故事。

（作系津南医院退休医生）

雨后的路
李纪莲

◆乡音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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