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的感悟
宁高明

妻子病了!托一个老乡的关系住进

了高档病房" 天呐!没想到与我们同病

房的竟然是一个富贵之家的老太太"那

老太太已到耄耋之年!患的是同我妻子

一样的病#$$高血压引发的脑溢血%我

们进来的时候!她已处于高度昏迷的状

态"她的一个女儿正指挥着两名雇来的

女佣拍打她那软如面条的身体"

出于礼貌!我同她的女儿打了声招

呼" 她也很有礼貌!教了我一些关于护

理的基本知识"当我的妻子小便湿了一

身时!我急忙去清理!却发现来的时候

匆忙忘了买手纸"她很大方地将自家的

手纸送给我一卷!我很感激!彼此相处

得也很融洽"

从我们进入这间病房那一刻起!来

这里探视老太太的客人便络绎不绝"个

个西装革履&气派非凡!来的时候拎的

礼品也不多!但一律奉上一个装着现金

的信封! 至于多少大部分客人都没有

说"只有一个客人神秘兮兮地走近这位

大姐身边小声说'(三千元! 一点小意

思% )然后问某某人如何!某某人又如

何* 那大姐便回说'(大弟工作忙!今天

他要主持县委常委会% 二弟生意忙!他

今天去了美国!有一个项目要招标% )然

后客人一脸谦恭地告辞%有时甚至来访

的客人这位大姐根本就不认识!客人便

堆出满脸笑容自我介绍说 ' (我是某

某% )一副阿谀奉承的马屁精相%

妻子看了羡慕不已!小声地对我感

慨'(要是你能当上县长就好了!要是你

能发大财就好了% )可我只不过是一名

普通的中学教师! 平日里节衣缩食!哪

里有那么大的交际*我安慰妻子说'(我

要是当了县长!哪里还会有闲时间来照

顾你*我要是发了大财自然也会花钱雇

个小工来替我照顾你% 在你生病的时

候!亲情是任何金钱和权力都不能替代

的% )妻子听了!用一只略微麻痹的手紧

紧攥住了我的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逐渐了解

了我的新邻居% 老太太已昏睡了一个

多月!并发了肺部感染!而且一直不能

进食!只能通过下胃管的方式% 每当雇

员用针管往她胃里打食物的时候 !妻

子无不羡慕地说 '(她在喝牛奶呢 !她

在吃肉粥呢% )我不好对妻子发火!也

只得小声地安慰她说'(过去我们感到

吃肉是一种奢望!吃野菜是一种痛苦+

现在我们却感到吃野菜是一种奢望 !

吃肉倒是一种平常% 其实所有的感觉

均来源于味觉! 如果没有经过牙齿的

咀嚼和舌头的搅动! 食物即使被挤进

胃里!也没有什么感觉!这和囫囵吞枣

有什么不同* 又何来幸福* )妻子听了

狠狠瞪了我一眼! 抱怨说'(你说话真

狠, )

不过!三天后有钱的老太太又转院

了% 接着!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也是托了

熟人的关系成了我们的室友%她六十多

岁的年纪! 是在丈夫的搀扶下走进来

的% 她患的也是同我妻子一样的病!不

过她的病要比我妻子的轻得多!能够直

立行走!而且说话也很正常%医生说!她

是全院病情最轻的一个病人%老太太打

完吊水之后!二人一起外出散步!夫唱

妇随的%可妻子却说'(你看他们二人多

可怜!子女一个也不在身边!实在太孤

单了% )我听了不置可否!淡淡地说'(只

要有她的丈夫守在她的身边就行了!至

于其他的人都无所谓% )

妻子听了!很知足地睡去% 其实人

类的情感有时就是这么简单!它不需要

太多太滥的表述!更不需要做多大的官

和发多大的财来显摆!有的时候只是一

个人在生病的时候另一个人能够殷殷

相伴就行了%

永远的申凤梅
侯耀忠

当今社会!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

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一种永

恒的&穿越时空的精神%

今年
!

月
"#

日! 是著名越调表演

艺术家申凤梅逝世
"#

周年纪念日%

"#

年过去了!但是!历史没有忘记她!人民

没有忘记她!艺术界的同仁们没有忘记

她!她一直被我们缅怀着&思念着!她一

直活在我们心中! 成为我们永远的记

忆!永远的申凤梅%

申凤梅在她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

路和艺术生涯中!为越调艺术事业做出

了不遗余力的贡献!成就了越调艺术一

个时代的辉煌!是河南省一张很有分量

的文化名片!享誉海内外% 同时也提升

了周口市地域文化的影响力% 当年!受

省文化厅领导的委托!我有幸参加了申

凤梅老师先进事迹的采访&座谈和写作

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对我感触最大&印

象最深&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她对艺术

的执着追求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还有她那永远温暖着我们&照耀着我们

的耿耿人品和不朽精神%

申凤梅对越调艺术事业的重大贡

献!可以概括为五句话'扛起了一面旗

帜+创出了一条新路+带出了一支队伍+

树起了一座丰碑+留下了一笔财富%

扛起了一面旗帜% 申凤梅以她瘦弱

的身躯!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历经千辛

万苦和无数磨难!终于扛起了越调艺术

这面大旗!使一个具有
$##

多年历史的

地方剧种! 一跃成为全省三大剧种之

一% 而且!这杆大旗在一代又一代越调

人手里高高擎起! 至今依然色彩艳丽!

迎风飘扬%

创出了一条新路 % 省越调剧团继

越调大师张秀卿之后! 进入了一个新

的& 关键性的发展时期###申凤梅时

期% 这个时期申凤梅投入最多&付出最

多!对越调艺术改革力度最大!同时也

是越调艺术最具魅力&最有风采&最有

影响的时期%她在
"##

多个剧目中扮演

过生&旦&净&丑等行当的角色!塑造了

各类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 她不仅重

新打造了系列传统戏! 为传统戏植入

了新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

而且还推出了在全国很有影响& 很有

艺术生命力的(三国戏)% 她即擅长以

大的气势& 大的阵容来表现历史的沧

桑! 又擅长以诗意的温情来展现人物

个性! 使人物呈现很有内涵& 很有深

度% 她在现代戏创作上也走出了一条

幽默风趣& 温婉细腻& 大俗大雅的新

路! 实现了生活化和艺术化的完美结

合% 她将越调艺术在上世纪
%#

年代就

搬上了银幕! 还创作完成了系列 (三

国)戏曲电视剧!为越调艺术留下了宝

贵的音像资料%

带出了一支队伍% 申凤梅及老一代

越调艺术家何全志&田发根&陈静等!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越调艺术人才!推出了

以申小梅&魏凤琴&马兰&穆百成&张国

庆&梁宝刚&汪相奇&徐爱峰等为代表的

优秀中青年艺术家!收到了(立一管擎

天!长满树风华)的效果%

树起了一座丰碑% 申凤梅曾
!

次率

团晋京演出!让越调艺术在首都北京大

放光彩% 她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河南的

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 被老舍先生誉

为(越调高手!生旦不挡!悲喜咸宜)!姚

雪垠称赞她(当今饰演诸葛亮!观众争

夸一凤梅)% 她被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

收为高徒!这些荣誉在越调艺术事业的

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她把

越调艺术推向了一个时代的新高度% 因

此!她受到了文化部&人事部!中共河南

省委的表彰% 她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被文化部树

立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典型% 在她逝世

后!受文化部委托!河南省文化厅组织

(申凤梅先进事迹报告团)! 赴北京&成

都等部分省市巡回报告!申凤梅的先进

事迹在全国文艺界反响强烈! 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都报

道了她的先进事迹! 新华文摘作了转

载%

留下了一笔财富% 她不仅在艺术造

诣上&精神境界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学

习不完&思考不尽的东西!在舞台实践

中!她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

观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她提出戏曲艺术不仅是教出来的!

学出来的!练出来的!而且更是(悟)出

来的% 演员塑造人物!应该是演员经过

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人物!想象之后的

人物!理解之后的人物!是用情感浸泡

之后的人物% 她有一句名言'像我者死!

学我者生!超过老师才算精% 她认为!剧

本和导演赋予演员的是(底色)!演员自

己(悟)出来的!才是舞台上的(亮色)%

所以!她很强调演员的(悟)性%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她对自己的

艺术!一辈子都在打磨!一辈子都在改

进!一辈子都在充实&完善和提升% 她说

只有对自己不满足!才有可能促成艺术

上的进步% 她要求自己每演一场戏!都

要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新的创造% 她

说'(智慧不是天生的!要在反复实践和

比较中!在苦思冥想&辗转反侧的寻觅

中!才能捕捉到&领悟到!使你一步步走

向成功&走向成熟% )

既要坚守自己的 ! 又要学习别人

的!同时还要与别人拉开距离% 正因为

申凤梅的(三国戏)与别人拉开了距离!

才成就了越调艺术的辉煌% 从这个意义

上讲!艺术的最大价值!就是要与别人

拉开距离% 这是申凤梅留给我们的启

示%

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生涯中!申凤

梅身上充分体现出'敢于创造&敢于实

践!开拓创新者的形象+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无私奉献者的形象+敢

于面对&敢于承受!敢于担当者的形象+

宽容大度&慈悲为怀!大爱包容者的形

象+追求卓越&追求完美!一个智慧者的

形象% 这五个形象!铸就了一种圣洁的&

崇高的精神###申凤梅精神% 时代不断

孕育出新的主题!新的精神% 比如雷锋

精神&焦裕禄精神等% 文化界孕育出了

申凤梅精神!因为在申凤梅身上充分体

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时代

的正能量!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价

值和艺术价值!她是扎根生活!服务人

民的最实在&最优秀的典范% 我们应该

学习申凤梅精神! 大力弘扬申凤梅精

神!努力提高我们的品德修养和审美素

养!筑牢我们的精神根基% 这是时代和

人民赋予我们的期望和重托%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太多的东西被

世人遗忘!而申凤梅给我们留下来的艺

术作品和精神滋养!在今天依然有着蓬

勃的生命力% 在戏曲发展史上!她是一

个独特的存在###永远的申凤梅%

凤鸣九天梅飘香!并序"

!

姜玉海

今年七月二十日! 是我国著名

越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逝世二十周

年的纪念日% 是日!申大师汉白玉雕

像在周口市申凤梅艺术中心揭幕 %

吾面塑像瞻仰良久!思绪万千% 归来

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潸然命笔%

凝眸塑像栩栩生!

梅魂早在人心中"

河南艺界一丰碑!

傲立三川笑东风"

回黄转绿六十春!

以戏为本苦耕耘"

六十年轮为艺奋!

苍松柱天根基深"

翠竹亮节嵩山骨!

颍水碧涛铸丹魂"

凤鸣九天遏行云!

梅香万家靓乾坤"

曾演剧目二百出!

传统现代俱出新"

生旦净丑全行活!

博艺全才第一人"

两吊一收成绝唱!

羽扇冠巾羞周郎"

遥忆当年凤梅影!

草台初登九岁红"

酷暑严寒苦练功!

艺海拾贝集大成"

脱颖而出挑大梁!

唱念具佳辟新径"

师承马公锦添花!

艺惊四座动京城"

须生申派独一格!

手眼身法步亦精"

羽扇轻摇形传神!

新颖独树具欣荣"

越腔京韵融一体!

大江东去唱新声"

玉盘滚珠空谷音!

遒劲爽脆燕丽鸣"

银铃流泉唱中笑!

艺趣醇香醉刘伶"

饱经风霜六十冬!

高台展转梨园梦"

送戏下乡民为本!

终生服务工农兵"

一颗红心献人民!

魂化甘霖翠千峰"

传道解惑徒满门!

桃李天下硕果丰"

淡泊名利轻世俗!

一身正气两袖风"

德艺双馨誉神州!

红梅傲雪向阳红"

惜哉凤梅乘鹤去!

痛失梨园少火炬"

万众盈目忆大师!

天地同悲颍水泣"

我忆大师泪潸然!

几番提笔未成篇"

戏痴忠魂唤不应!

把酒和泪送君行"

小诗虽薄寄深情!

遥望南天数寒星"

愿君来世灵童转!

再登高台唱大风"

张新安长篇小说!巨岩碎涛"问世
本报讯 -记者 童晓霞. 日前!中国

作协会员&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资深记

者& 主任编辑张新安创作的长篇小说

/巨岩碎涛0!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发

行"这是作者继
"#&$

年发表小说&散文

集/绝招0一书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

该书章回体!近
'#

万字!被出版社推荐

为(建议上架的畅销小说)"

文章不厌百改" 写作的过程!就是

克服的过程!作者在克服素材的同时!

也在痛苦地克服着自身! 这就是艰难

的自我超越"

"##(

年!张新安的长篇小

说/女刑警队长 0发表后 !虽然社会反

应良好! 但身为作者! 他仍感意犹未

尽!觉得作品的力度&深度与预期设想

尚有距离" 为使该书更加完美!更加引

人入胜 !在广泛征求 &吸取专家 &评论

家 &读者意见的基础上 !集中精力 !又

对这部作品反复进行调整 & 提炼 &完

善&润色 &升华 !几经增删 !精雕细塑 !

从谋篇布局 &主题深化 &人物塑造 &表

现手法和故事 &语言 &情节 &细节等方

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系统的修订!新

增
&)

万多字!终于完成了这部被评论

家认为是(一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爱

恨情仇的交织!案情经纬交错!罪行令

人不寒而栗, 跌宕起伏!惊险曲折!弛

张有序!磅礴厚重!悬念叠生的长篇探

案小说)"

为人重晚节!行文看结穴" 尤值一

提的是! 为了避免不少长篇小说结尾

处本该像豹尾挺起! 把故事推向高潮

时 !却由于作者故事讲完 !才气耗尽 !

致使作品的(文气之势!往往敝懈)!出

现松散拖拉 &索然乏味 &语言苍白 &虎

头蛇尾的败笔现象" 张新安在创作本

书时刻意采用步步引深&层层铺垫&一

波三折&云谲波诡&反复设置悬念的创

作手法! 匠心独具地把故事的高潮一

直延伸至最后" 与此同时!在故事推进

的节奏中!张新安还善于恰到好处&画

龙点睛地注入能给读者以启迪的哲理

和思索空间!这样的表现方法!不仅使

作品的结尾更具厚度和张力! 同时也

可以引人入胜! 更好地吸引和调动读

者的阅读兴趣! 使读者产生非一口气

读完不可的鉴赏激情"

文艺动态

选会长
邓同学

文化大院的落成! 成为田家寨村的

一道风景"谁当文化大院的负责人!成为

田家寨人的心事"

文化大院负责人负责村里 (农家书

屋)的管理!组织村民开展文化活动" 文

化大院负责人不是干部! 没有一分钱报

酬!但却是一种荣耀" 更主要的是!省里

县里的电视台来采访(农家书屋)!文化

大院的负责人就有机会上电视!很风光"

老栓伯认为! 文化大院的负责人非

他莫属!理由是他是村象棋协会的会长"

老栓伯年轻的时候! 曾去县里参加

象棋比赛!得了冠军" 老栓伯发起!成立

了村象棋协会! 他任会长" 虽然不是干

部!但会长是个面子人物!是公众形象!

大家会长会长地喊!让人心里很舒服"尤

其是谁家办喜事! 陪客或是到外村去吃

酒席!老栓伯和村主任一样!都是必被请

到的人物"

二虎也想当文化大院的负责人!就

找到村主任!说老栓伯年龄大了!不适合

当文化大院负责人" 村主任觉得老栓伯

虽然年龄大了! 但也不是不让老栓伯干

的理由!没有答应二虎"

二虎是个退伍兵!很想为村里做点事

情" 但是!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

有人挑战!老栓伯很是高兴!说!那

就下象棋分个高低"谁赢了!谁当文化大

院的负责人" 输了!愿赌服输"

二虎说'(君子一言* )

老栓伯接'(驷马难追, )

以往举行象棋比赛!有裁判!还有观

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旁边看棋的恨不

得拿着棋子走"有一次!老栓伯在村大院

里与三个人同时下棋!居然还能赢"

老栓伯让对方用红子!自己用绿子"

红先绿后嘛,

老栓伯最擅长的是当头炮盘头马"

几乎没有人能破他的阵法"有时!他给人

讲象棋的时候!什么(炮二平五)!(马八

进七)!不在棋盘上演示!很多人听不懂"

二虎和老栓伯的比赛在老栓伯的家

里进行!不要裁判!不准人围观"

二虎和老栓伯比赛的是残局"

残局是二虎摆的"

二虎似乎很不在乎和老栓伯比赛下

象棋!边摆弄手机!边和老栓伯下棋"

老栓伯问二虎'(你在部队里学过象

棋* )

二虎信口胡诌'(在全军象棋比赛中

拿过冠军" )

老栓伯想!可能是自己年龄大了!算

计不过后生"

二虎三局全胜" 象棋协会会长一职

易人"二虎成为村象棋协会的会长!负责

管理村里(农家书屋)"

老栓伯逢人便说! 二虎的棋厉害着

哩!能一边玩手机!一边与你下棋"

二虎组织村民开展象棋比赛& 围棋

比赛!举办科学种田讲座!真的吸引了电

视台来采访"记者让二虎谈谈感受!二虎

说 '(一等人忠臣孝子 ! 两件事读书耕

田" )

有一次!二虎喝多了!说出了赢老栓

伯的秘密"他到县城买了个新手机!一个

电话没有打过!以免别人打搅!百度象棋

残局!利用手机的指导!赢了老栓伯" 可

是!老栓伯已离开人世半年!听不到这些

了"

思乡!外一首"

!

李武基

!!!!!!

月落花荫黑夜长!

相逢总是梦中往"

满眼秋山游不尽!

玩伴戏耍小河旁"

游生态园

凤舞蝶飞花枝颤!

东风豪情迎客仙"

春心春雨春时浓!

两情两愿两不厌"

果园如此安静!外一首"

!

徐桂荣

此时的果园!多么安静

卸下了一春的繁华

累了也倦了" 角角落落里

除了安静还是安静

静得一片树叶落下来

也能发出轰然的声响

惊起鸟儿

倾斜的翅膀

静得小蚂蚁上树的声音

清晰可闻

草籽#花粉#面包屑

在它们的背上

散发着细细的香气

静得像一团蜜

粘滞在初夏这个硕大的钵里

漾不起一丝波纹

以至于我将自己放轻

再放轻!依旧弄出了些声音

惊扰了这些抱着梦

静静孕育的绿色

水塘

这些白天是它的

这些漫长的夜晚也是它的

树木!房屋!天空!田野

都是它的陪衬

一个季节带来一场大雨

一场大雨

蓄就夏天的一个小水塘

爆满的蛙声

从白天到黑夜

从黑夜再到白天

流风寂静!行人寂静

漫天星斗寂静

万家灯火寂静

只有小水塘

是喧闹的!沸腾的

只有那个低矮隐蔽的小水塘

尽情释放着

这个季节无可遏制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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