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叫阿慧的女子
冰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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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 眼角一阵莫名的

潮湿" 原来!乡村田野随处可见的

狗尾草也是可以盛开的" 纤细的

腰肢!修长的碧叶!托起一条条肥

硕 #笨拙 #毛茸茸的尾巴 !随风摇

摆!在金色的阳光下反射出浅红#

淡紫色的光圈儿"

$$$写在前面的话

一米阳光透过薄如蝉翼的窗

纱投影过来! 洒下一地金色斑驳

的光影" 一缕凉风轻轻掠过我的

指尖! 吹落了手中书卷里几片红

色的花瓣" 我的思绪随风飘散!目

光渐渐定格在一张充满童趣的散

文集封面上"

一只温顺的小黑羊! 一只竹

筐!一个吹竹笛戴礼拜帽的少年!

构成了一幅充满田园色彩的和谐

画面" 让我在瞬间想起了那个叫

阿慧的女子" 一个以狗尾草自嘲

的女子! 一个有着美丽经名#$$

阿依莎的回族穆斯林女子%

我是如此的犹豫! 竟不知如

何称呼这个叫阿慧的女子" 她比

我年长! 又是豫东平原知名女作

家!周口回族作家的领军人物" 她

的散文&羊来羊去'荣获第四届全

国冰心散文奖!&十一个孩娃一个

妈 '荣获首届 (漂母杯 )母爱主题

征文大赛二等奖!&我爸我妈的美

丽爱情' 荣获全国最浪漫感人爱

情征文三等奖% 河南省作协会员!

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周口市作

协副秘书长% 她在全省甚至全国

都很有名气% 散文集&羊来羊去'

非常畅销! 部分篇章被翻译成阿

拉伯文 ! 摘取了中国散文最高

奖###冰心散文奖% 这些都是我

望尘莫及的%

也许我该尊称她阿慧老师 %

可是!等到我们真的见了面!她身

上那种自然流露出的亲和力 !给

我一种邻家姐姐般的感觉% 高挑

丰满的身材!复古浪漫的裙装!不

施粉黛的素颜!温柔的眼神!文雅

的气质!飘逸的秀发!鼻梁上的金

丝边眼镜给她增添了几分知性与

灵秀的韵味%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宛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悦耳动

听!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在

她身上找不到一丝名作家的架

子!只有姐妹般的亲切与随意%

和她聊天是一种享受! 会让

人在不知不觉中感觉到她的真诚

与学识渊博! 每一次会心的微笑

中都蕴含着一个经典词句的出

处% 这个叫阿慧的女子喜欢雪小

禅的散文! 喜欢雪小禅散文里的

禅意和在喧闹中取清静的禅意人

生% 原来她与雪小禅一样!都是红

尘中的感性女子! 虽然文笔风格

不同! 却一样写出了生活的真谛

与哲理%

如果说每一个红尘中的女子

都是一朵花儿! 相信很多女子都

想做绚丽的玫瑰!娇艳的海棠!冰

清玉洁的清荷!冷傲的红梅!妖艳

的罂粟**可这个叫阿慧的女

子!只想做一朵朴实无华!甚至算

不上花儿的狗尾花" 只因为喜欢

狗尾花的坚韧与顽强的生命力 "

她用狗尾花自嘲! 直视很多人不

解的目光! 坦然微笑着面对雨雪

风霜!专心搞她喜欢的文学创作"

那个叫阿慧的女子! 人如其

名!冰雪聪慧" 小小年纪就很有文

学天赋"

!"

岁初一那年!一篇&故

乡的泥塘'令她在班上崭露头角!

#$

岁时写的小小说&榆钱'在&周

口日报 '上发表 !引起轰动以后 !

一下子打开了她文学创作的源

泉!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今天!她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为自己在周

口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

没有根的文字! 就算语言再

华美 !也是虚浮的 !漂移的 !没有

灵魂的" 好比空中楼阁! 海市蜃

楼!无法令读者叹服" 阿慧的散文

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 乡村常

见的野花!小草!山羊!驴!还有她

熟悉的人物和真实的事件! 用质

朴的语言勾勒描绘出一幅幅充满

乡土风俗人情的画卷! 以真实的

情感抒发个人的悲喜! 彰显世态

冷暖" 儿时生活过的故乡就是她

的根" 一篇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的散文仿佛是她自己的心灵独

白!是她自己在向她的根倾诉%

阿慧的散文还有一个特点 !

充满了穆斯林民族特色% 阿慧的

文字里经常出现回族男子头上

戴的白色礼拜帽 !清真寺悠扬的

邦克声 !妇女头上随风飘飞的盖

头! 奶奶嘴边的口头禅###真主

的恩典 !阿訇 !归真等等 !给她的

文字无形中增添了一丝民族特

色%

常常在她的文字背后! 读出

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 &羊来羊

去' 里那个一出生就和山羊结下

不解之缘的小女孩!跟山羊+山羊

的女儿+ 山羊的孙子产生了超出

友谊外的深厚感情% 老羊被卖!山

羊的女儿发情+成熟+恋爱+难产!

山羊的孙子被阿訇残忍地屠宰 %

(我扔掉那半串糖葫芦!追着那人

疯跑!我喊!不卖了!俺不卖了!回

来呀, )(阿訇来宰羊时!我把自己

关在屋里! 我的哭声掩盖了滚滚

的哀叫% )这样质朴而真实的情感

怎能不令读者为之动容!落泪- 羊

的来去! 又何尝不是影射了人的

一生-

&大沙河'!&天边那片云'!&小

路那头'!&俺家老奶'!&西洼里的

童年'等作品都是回忆性散文!写

的是她自己家族里的真实往事 %

没有华丽的辞藻! 只有质朴的语

言与真实的情感! 却让读者透过

文字表面! 感觉到那种饱含血泪

的疼痛% 她总是娓娓道来!却让人

物非常的鲜活!力透纸背% &大沙

河' 里的姥爷传奇的一生波澜壮

阔!一波三折!姥爷身上有商人的

精明能干+善良侠义!却没有商人

的吝啬与贪婪% 他被人诬陷+遭人

毒打时说的那句(我没有偷!中国

穆斯林永远不做贼)!让人忍不住

为之喝彩% (姥爷弯驼的脊背托起

的是民族的不屈)!姥爷死后长长

的丧葬队伍彰显了他的人格魅

力%

每一篇文字都让人在疼痛中

深思!有一种凝重的感觉!仿佛有

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无形中净化

着读者的灵魂% 奶奶是很多篇散

文中的主角% 她的隐忍! 她的坚

强 !她的乐观 !她的善良 !彰显了

中华民族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 %

阿慧的散文里还有一种悲天悯人

的情怀 !&羊来羊去 '+&大盘兔 '+

&微笑的驴'+&风动野苇洼' 集中

体现了她的悲天悯人和博爱情

怀% 她有一颗善良而感性的心!她

对世间万物! 对一切生命都非常

的怜惜+尊重% 不管是亲人+朋友!

还是被遗弃的死婴 +山羊 +驴 +兔

子!还是村子里的小草儿!她都一

样充满了感情%

生命的斑驳与沧桑! 世间的

冷暖与悲喜!人性的凶残与善良!

都在她的散文里真实的展现% 她

的文字总是非常的朴实无华 !却

仿佛有一种穿透力! 直刺人性的

伪善%

有内涵的文字才有艺术生命

力! 才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与时代

的变迁! 阿慧的文字之所以经得

住品味!正是因为有深刻的内涵%

这与她善于观察生活有关! 与她

少年时期饱读世界名著有关% 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一颗真诚善良的

心!让她的文字有了生活的质感%

相信那个叫阿慧的穆斯林女

子!会在今后的红尘岁月里!捕捉

到更多的灵感! 写出更多+ 更质

朴+更感人的优秀作品% 相信她会

像一株盛开的狗尾花一样! 以风

中摇摆的迷人姿态! 坚忍顽强地

绽放在田野上!在金色的阳光下!

傲然怒放出生命的尊严与芳华 !

胜过那些温室里娇贵的花儿%

!"#$年的戏台
胡新春

!!!!!!%&'#

年的秋天! 一群蝗虫吃

光了沙河两岸%沙河寨的二丫正在

河岸剥树皮!看见河面上缓缓驶来

一只帆船% 三角船帆由破布拼就!

像几块膏药在夕阳映照的河面上

随风忽闪%赵家戏班就这样奇怪地

来到了饥饿中的沙河寨%

沙河寨的寨主杨健康是赵家

班的管主!他心事重重地接待了这

群衣衫破旧的戏子%杨健康让人拾

掇出两间柴房!一间住男!一间住

女!四生四旦四花脸!四兵四将四

丫鬟!把两间柴房挤得满满当当%

剥完了树皮的二丫把戏班来

到的消息传布出去后!沙河寨人泛

着菜色的脸上还是现出了病态的

亢奋%

当晚!吃过杨健康招待的第一

顿小米稀饭! 戏班就开始了忙活%

戏台是现成的!就在沙河寨的北街

口!一块三尺高的土台!绕台生着

黄蒿荆条% 往柱子上挂两盏风灯!

好戏开了场%布帘后走出了娉娉婷

婷的李凤姐! 穿着雪青色的短坎!

点翠头面!俏脸上略施油彩!摇着

碎步在土台上游走%

李凤姐一亮嗓!二丫只觉耳边

飘过一块透明的丝绸!撩得她耳根

发痒!周身舒畅%接着就听有人喊!

露头赢!是露头赢, 影影绰绰的戏

台下一阵骚动%二丫就问身边的人

露头赢是谁!那人眼睛死盯在台上

说!是个男人%

当二丫听说跟李凤姐搭戏的

正德帝是个外号小钢炮的女人时!

彻底傻了眼%从沙河上吹来一片一

片的凉风!戏台上灯影幢幢!李凤

姐和正德帝就在灯影里打情骂俏%

娇滴滴的李凤姐! 火辣辣的正德

帝!让戏台下黑暗里的人们忘记了

昨个的蝗虫明天的树皮!不知今夕

是何夕%

靠楝树旁站的一个人已经入

了迷! 他是日本宪兵队的林津上

尉%沙河寨成为日本宪兵队的一个

据点!一小队日本人住进码头附近

的雷家大院里%林津听说寨子里演

戏!就穿了便服!悄悄来到北街口%

沙河岸的李凤姐结结实实地将他

震住了%

河上的风越来越大! 戏已散

场! 凤姐到底没让正德占到便宜%

小钢炮在帷幕后面帮露头赢卸妆!

用丝帕擦拭他头上渗出的细汗%这

时林津来到露头赢面前!竖起大拇

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唱得非

常非常的好%

小钢炮已经猜出了来人的身

份!惊得躲到露头赢身后% 露头赢

慌忙抱拳哈腰!说哪里哪里!过奖

了!过奖了%

林津又说!你到我那里!你再

唱一段!我请你喝酒% 露头赢稍一

迟疑!满口答应%

月亮挂在沙河上时! 露头赢才

回到杨家柴棚%月影里站着一个人!

走近了见是小钢炮% 小钢炮光洁的

脸上正被一片冰冷的月光照着%

戏是连本! 一晚接一晚地演%

露头赢在戏台上唱过!照例到雷家

大院再唱上一段%小钢炮的脸已经

冷得像腊月里的冰霜%

爱听戏的林津没忘了杀人放

火%他带着宪兵队袭击了沙河寨北

面的薛梦庄! 说是里面藏着游击

队% 日本人惨杀十五个人!烧了四

百多间房!宰光了村里的牲畜%

林津又来北街口看戏!土台上

正唱秦香莲% 露头赢妆着银泡头

面!甩着长长的水袖!在那里哀哀

怨怨% 今晚演&杀庙'!小钢炮扮韩

琦%小钢炮躲在帘后看见了端坐在

太师椅上的林津! 不知为什么!她

现在恨的是在台上唱戏的秦香莲%

锣鼓声突然在耳边炸响!一声

迭一声催韩琦上场% 小钢炮一颤!

从道具箱里拽出一把戏班防身用

的纯钢腰刀!胡乱踩着锣点!跌跌

撞撞来到台上!心里一片荒凉%

韩琦着青色的武士褶!在庙里

扑杀秦香莲!刀刀要命% 秦香莲且

哭且躲!突然一把抓住刀背!泪眼

婆娑!看定韩琦%军爷!你且息雷霆

之怒!容俺母子一诉苦情% 韩琦还

没应声!秦香莲已放开手!转身走

向台前% 你听我诉一诉血海冤枉,

长长的哭腔像一条狂风里染血的

白练% 台下黑影里已是唏嘘一片%

小钢炮心乱如麻!恍惚间听到

一段新鲜的唱词.日本鬼!没人性!

奸淫烧杀断路行! 伤天害理数不

清, 一遍一遍地唱!变换着声腔曲

调唱! 唱得人毛骨悚然血脉贲张"

林津哇哇叫着扑了上来!小钢炮手

一抖!刀已被露头赢抄去" 林津的

身子栽倒后!头还继续在戏台前的

浮土里溜溜滚动"

露头赢扭过头!向小钢炮嫣然

一笑!犹是风情万种" 说罢举刀往

脖颈上一抹"

很多年后!小钢炮还在想着露

头赢那嫣然一笑! 怎么也想不明

白!这个男人咋就能笑得那样妖冶

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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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花

在这里

当石头呈现出它的七彩

我又看见这森森的白

远看若盛开的白花

一片一片!一片连着一片

成为七彩中最耀眼的一彩

近观是不化的薄雪!厚霜

在强烈的日照下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刺疼了我的双眼

像儿时一样!我轻移脚步

踩在上面" 也像儿时一样

我听见!脚下传来咯吱咯吱

咯吱咯吱的喘息声

!

甘肃

这里!水多的地方叫%天水&

有泉的地方是%酒泉&

玉门虽好!春风不度

瓜州的瓜!糖分比水分还多

一路走来!草木越来越少

流水越来越弱

除却光秃秃的山!丘!川!坡

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

偶尔有村庄!有灯火

有补丁一样零零碎碎的庄稼

缀在这广袤浩瀚的大地上

惊起一车中原人

从卧铺上直起腰身

看了又看!说了又说

但说得最多的还是'到甘肃了

水!要省着喝

!

怪树林

当生命失去肉身

只剩下魂魄

当魂魄不死

以枯树的形式

依旧高昂着头颅!发出声音

当这些声音被听见!被听懂

时不时回响在脑海!心中

这不是怪!而是殇

关于生命!关于生存

如若一味地被沙化!被异化

不妨就这样$$$

死给你看

!

大白高国

在贺兰山下

一个民族兴起了" 又衰落了

一个国家诞生了" 又灭亡了

就像一朵云

在贺兰山下

着白衣!骑白马!手白刃

叱咤风云的那个人

是王!是君" 也是一朵

最白最威猛的云

在贺兰山下

每一朵白云里都住着一个生灵

每一个生灵都是一个传说!

一个象征

所以!只有白云最高

高过山顶!高在九霄

也只有白云!可以落地生根

成为王陵" 墓碑" 历史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朽的魂魄

巍巍贺兰山!是他们的屏障

也是衬托

!

大西北

适者生存" 在这里

每一个生者!都是强者

每一个存在都是奇迹

你走过路过!看见了记住了

就是奇遇!就是奇观

在这里"高天!流云!荒漠!戈壁

日出日落!沙起沙落

都值得你仰起头来!一看再看

从而知道什么是壮阔! 什么

是辽远

什么是荒芜!什么是活着

在这里" 死去的!腐朽的

开花的!不开花的

结果的!不结果的

甚至一丛突兀的根须

都是生命活生生的标本

也是路标"在这里!一滴露水

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但必须抱着涌泉一般潮润的心

方可以读出大自然藉此昭示的

神秘又神圣的生存法则

一只鸟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

只要怀有一颗飞翔的心

就可以飞越!穿越

行至山穷水尽处

坐看天荒地老

大西北!无论驻足还是路过

远观或者近赏

只适宜一种姿势'仰望

只适宜一种眼神'仰视

诉 说
王 伟

你的叶子落尽的时候

那些鸟儿就要飞走

去寻找新的枝头

唯有我

一只痴情的鸟

依然在树梢守护着

你赤裸裸的季节

在白天 在黑夜

为你唱着不倦的恋歌

没有忧伤 没有迷茫

既然钟情于你

又何惧凄风苦雨

冬夜畅想
师建华

一

一夜冬雨万叶沉!

酒尽人散夜渐深"

又到年终岁末时!

最盼瑞雪早降临"

二

冬雨酌酒意不沉!

梦枕瑞雪情愈深"

劳碌经年有尽时!

春风艳阳喜来临"

静 静
飞鸟

离我租住屋不远!有个馍摊"

每天下午四点! 一位六十多岁的

老妪!推着一辆破三轮车!载着满

笸箩的热馍!准时把摊摆出来" 不

远就是一所小学! 接学生的家长

顺便就能把热腾腾的馍带回家"

老妪接过买馍人的钱!投进笸

箩旁的一个小木箱里!木箱四四方

方!上着锁!顶端开个一指宽的长

条缝!如是硬币!就能听见(叮当)

的声响"她左手掀开保温的白色棉

被! 右手拿着一个不锈钢夹子!从

笸箩里码放整齐的馍堆上夹起馍!

麻利地放进食品袋里! 一元两个"

再赶紧盖了棉被! 把食品袋扎紧!

递给买馍人" 老妪满脸皱纹!眼睛

倒还明亮!灰白色的头发用几个黑

色卡子盘得爽爽利利!浑身上下也

收拾得干干净净"

学校放学! 一个七岁的小女

孩!扎着两根长辫子!蹦蹦跳跳地

来到馍摊旁!口里喊着.奶奶" 老

妪就笑应着从棉被下摸出一盒

奶!递给女孩" 女孩接过奶!趴在

馍摊旁的一把小板凳上! 打开书

包写作业" 女孩名叫静静!上二年

级" 她有时也帮老妪卖馍!虽然动

作稚拙!但也有条不紊"

深冬了! 刚洗的衣物挂到室

外晾衣架上!不大会儿!就拖了亮

晶晶的冰尾巴" 静静穿着不大合

体的棉袄! 围着条红色的粗毛线

围巾!鼻尖和脸蛋冻得通红" 冬日

天短!旁边卖馄饨的摊子!老早的

亮起了灯泡! 静静就趁着这光亮

写作业" 老妪在卖馍的间隙!站到

静静北面" 每当寒风从北面吹来!

老妪就缩缩脖子! 用并不宽厚的

身体挡着!让静静少受些冷"

听邻居大姐说起这个馍摊 !

知道了静静的事情" 静静的母亲

很早去世!父亲常年在外!偶尔寄

回些钱" 一直是她的奶奶照顾她"

老人也有些退休金!但不愿闲着!

也可能是钱不够花! 就去城郊馍

店批发些馍!每天在这里卖"

最近一次去买馍! 是静静卖

给我的" 我望着她那双清澈明亮

的大眼睛!心头泛酸" 我给了她一

张二十元面值的钱! 趁她立着脚

尖用棉被盖馍时!我拿着两个馍!

快步走了" 送给静静的十九元钱

绝对不是施舍! 再说这点少得可

怜的钱也帮不了她什么"

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 老妪

站在馍摊前看见我!赶忙跑过来!

急急地说.(小伙子!你可来了!我

们等你一个星期了" )正说着!静

静放学了! 晃着两根好看的辫子

跑过来" 她开心地笑了!把我拉到

馍摊前" 老妪打开盛钱的小木箱!

拿出十九元钱!递给我!说.(静静

天天念叨这个事" ) 静静说.(叔

叔!那天你走得太快了!一眨眼 !

人就没影了" )说完!红着脸儿笑"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又

感动又难过!想流泪!用力忍住!走

了没多远!泪还是流了下来"

慢条斯理的冬天
王全安

一连几天的阴冷

在某个午后

悄无声息地下起小雨

又是一连几天

在某个深夜 雨下成了雪

睡不着时

躺在被窝里 摇晃着脑袋

聆听雪落的声音

又是一连几天

在某个早晨

雪停了 天晴了

晴几天 便又接着阴冷了

家乡的冬天

就是这样慢条斯理的

深入我的童年

纸上清风
傅世桢

!!!

豫东名邑鹿邑!古称苦县!钟

灵毓秀!文风鼎盛"道家始祖老子

在这里传道登仙! 肇始中国远古

文明的曙光" 唐宋以降! 学人蔚

起!人才辈出!如今这片土地!涌

现出一批优秀的书法家! 李珂就

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片孕育出灿

烂辉煌道家文化的黄土地! 给予

了李珂太多的艺术素养" 从负笈

求学一直到如今担任起周口古文

化的守护者! 李珂一直汲取着道

家汪洋恣肆文化的素养" 他寒窗

苦读的岁月就在老君台附近度

过! 白日里盘桓在太清宫听风观

云!谛听天籁/静夜中思索的是大

象无形的道家真谛!道存心安"他

从道家的典籍里采撷怡志养心的

文化菁华! 也让自己手中的一管

竹毫摇曳生姿! 在黑白世界里纵

心调畅!挥洒着恭静守默+抱朴守

贞的性情"

李珂的书法远溯晋唐!师法

二王 !他的用笔纤巧灵动 !尽态

极妍 !欣赏他临写的二王法帖 !

如山阴道上缓步走来羽扇纶巾

的饱学雅士 !沉浸在兰亭雅集 +

衔觞赋诗的惬意和畅快中 !举

手投足间尽显闲适自得 " 李珂

在得书风高古之际 ! 又于米元

章用功极深 !朝夕昏研 !砚田躬

耕 !求其风樯阵马 +八面出锋 +

沉着痛快 " 细细品读他纯老米

笔法的大条幅 !豪情满怀 !激情

迸发 !下笔迅疾 !起落干净 !如

置身江畔 !看江面千帆竞发 !百

舸争流 !猛浪若奔 !急湍似箭 !

胸中涌起中流击水 + 浪遏飞舟

的冲动 !激荡起鹰击长空 +大翮

扶风的豪情 ! 这样的作品里展

现着他豫东汉子耿直率真的真

性情 " 他近来创作的长卷中又

有着董其昌丰神独绝 + 高秀圆

润的神韵 ! 散逸着更加浓郁的

书卷气息 !形成自己洒脱俊逸 +

爽朗劲健的个人面目 " 我曾在

(铜琵铁琶楼 )拜读了他手书丈

二石涛论画诗手卷 !用笔飘逸 !

沉稳静谧 ! 俊逸爽朗 ! 墨香氤

氲 ! 观之如清风拂面 ! 微云卷

舒" 他从事文博工作十余年!整

日与文物相伴 !摩挲青铜古器 "

夜阑无声 ! 他编撰周口文博丛

书 &会古知变 '+&吟墨畅怀 '!常

常通宵达旦 ! 他把对逝去文明

的执着和热爱全部融进了自己

的事业中"

李珂为人谦和! 精研学问!

砥砺操守 !德艺双修 !他的书法

呈现出风骨超迈的妙境!体现出

振笔磬响的豪迈心志"

君不见 !他悬腕搦管 !濡墨

挥毫 !宣纸上清风乍起 !在当代

书坛渐渐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周口

市青年书法家协会近日在鹿邑太清宫举办书法精品展! 共展出作品

%$(

余幅!展示了我市青年书法创作的最新成就" 0记者 王亚辉 摄1

书
法

康
朗
奎

作

张新安新作!绝招"问世
!!!!!!

本报讯 0记者 童晓霞1 作家+

周口日报资深记者张新安先生的

新作&绝招'!日前由河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该书收入张新安近年

创作的短篇小说近
'(

篇+散文
2(

多篇!总计
7(

多万字!另配精美插

图
%(

多幅! 其中有不少篇章首次

公开发表"

被誉为 (写作上的多面手)的

张新安!是(周口作家群)中重要的

代表人物之一" 近年来!他身居闹

市!甘于寂寞/厚积薄发 !笔耕不

辍!从不同的视角!感悟人生!剖析

人性! 创作出了不少专家认可+读

者满意的文学作品"

文章之妙!妙在通俗自然" 在

张新安的笔下!奇人异事!八门五

法!众多人物与情节!艺术真实地

交织纠缠!涉及百般行当+技艺与

奇遇" 琴棋书画+吹唱猎斗+医卜

屠剃+三教九流+贩夫走卒 +偷混

赖赌+吃喝玩乐+风情民俗 +炎凉

世态+伦理道德+是非曲直 +人性

艺格+禅机哲理+古今趣闻无不被

他演绎得起伏跌宕!曲径通幽!生

动传神!精辟绝妙!因了不凡的手

段而创下非常的结局! 展示出其

出于法而不泥于法的创作个性和

艺术魅力" 其作品有的奋笔疾书!

直刺腐败+丑陋+人性的残缺!发出

普通百姓的呐喊/ 有的以崇敬之

心+景仰之情!激昂慷慨地讴歌英

烈和时代楷模/ 有的以幽默诙谐

的格调! 书写出市井小人物的狡

黠与智慧" 或褒或贬! 或颂或讽!

读来无不令人如饮醍醐! 顿生视

觉的冲击!心灵的震撼!久远的回

味!情绪的感染"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

始动人" )一位长期关注和研究张

新安创作实践的学者颇有见地的

认为.(张新安深深扎根于他无比

眷恋的故乡沃土+精神家园!运用

他创作的域景周家口人的语言!结

合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讲述发生

在周家口的故事!这应该是当下的

周口人喜欢他的作品的根本原因

之所在" 而超越与创新!则是新安

先生新的挑战和课题" )

文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