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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凡

闭上眼睛!家乡的油菜花已开满了世界"

三年没有在这个季节回去了 !人

间四月天! 数不尽的桃李芳菲杏花带

雨!只有这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在满是

思念的情愫里曼延#疯长" 那时候!我

还是个武侠小说迷 !喜欢 $笑傲江湖 %

里放荡不羁侠肝义胆的令狐少侠 !尤

其是岁月没落又不被师门青睐的日子

里!他仗剑狂醉!在油菜花开的洛阳城

外!把酒当歌!飞花剑雨的画面 !时时

让我思之沉醉! 深陷其中" 无数个夜

里!独对如铁的夜色 !一盏香茗 !一份

思念! 家乡的点滴便总是在这金黄的

背景下联翩呈现"

往事如歌!岁月却并不如歌" 当下

的世界里! 我不能在这黄金般的季节

里裹一身风尘随性而去! 享受大自然

所赐予的这份奢侈! 正如梦中几度寻

觅那渐行渐远的身影一般" 油菜花开

得灿烂!油菜花开得惆怅!宛如一首落

满沧桑的小诗! 吟咏歌颂中总透着几

分向往和遗憾" 我想!这时候母亲一定

捏好了荠菜饺子! 站在开满油菜花的

地头!翘首张望游子远行的地方" 油菜

花是梦!梦里有流浪人归家的影子"

今年又不能回去了" 高楼林立的

都市!灰蒙蒙的天空压抑得让人窒息!

走遍多个角落却难寻到一丝春意" 我

打电话问阿姐! 她一如往年的那般兴

奋&屋后的山头又是一地金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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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仁先生$养拙堂文存%)九卷*读后

李俊功

耕耘书田!且成绩斐然 !但他不满

足单一的艺术修为!他广读博览!借鉴

历史!问师访友!探远知微!悟出了艺术

的取向需要多方面针对性收纳的道理!

从而开始了在文学领域的心灵跋涉!获

取艺术大道的四面来风! 鼓翼前行!境

界扩展!心性怡然"

他在上世纪
!$

年代! 同时在散文

诗和诗歌领域的开掘! 却愈掘愈深!先

后在全国各地专业性报刊大量刊发新

作!出版散文诗和诗集!参加全国性诗

歌大赛不断获得名次!一时!诗歌之名

似乎盖过了他的+本行,(((书法创作!

在诗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双艺之葩!芬芳竞放!这就是诗人

兼书法家的王猛仁先生强化自己复合

型创作实践! 从而达临攀升的阶梯!他

以诗歌给心灵带来审美的快感!以诗歌

对现实生活介入和揭示!并努力在一行

行文字里带给读者智性的思考" 他的诗

歌由炽烈浓厚的感情外露逐渐向沉静

淡然的语言风格转捩!这些作品全部集

中在刚刚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养拙堂

文存%里!此套书共分九个卷本&散文诗

占五个卷本!诗歌占两个卷本!文论和

古体诗各占一卷本" 浩浩乎九卷本的集

中出版! 是诗人所追求的丰富人生体

验!细腻而炽烈的情感宣泄!以及心灵

世界的肆意张扬!幻化出独特的诗歌魅

力!是对纯洁情感的再度认知和对人生

未来的登高瞻望!于自我回归的认识度

上! 让诗歌创作走向自然神性的远野"

王猛仁先生爱诗写诗!目的在于+从更

深的层面上了解世界!关注生命!体验

惊喜和愉悦#苦难与疼痛," 在诗歌的田

园播种着自己的心灵!收获着自己对于

世界和社会的看法!从最初出版的$寄

给你一片温柔%$重温旧梦%$最后一朵

玫瑰%和$王猛仁诗文集%到此卷文存的

出版! 进行了语言的远征和思想的变

奏"

诗歌的语言是从生活中榨取的汁

液!它出自生活!绝对比生活纯粹!它是

提炼!它是萃取!它是精要!可以说!它

对生活应该是一种提供# 一种补充#一

种营养#一种增彩" 王猛仁先生融情于

火热的生活场景!时刻觉醒!时刻铭记!

他的诗歌创作的源泉汩汩流淌" +我常

常留恋于山色水光之中" 梦靥酽酽"

我的雨声!雷一样遥远-我的秋天!花一

样浅淡" 我的童年!仍系在风车轮子之

上" 而心!却岩浆般炽烈" )$忘却%*,诗

歌以情动人!是基础!读者在熨帖的阅

读中!产生情感的共鸣!之后!成为引导

和启示" 正因为钟情于多维度#多层次

的生活体验!才会奇景发现!身受感染!

+远方的风景! 望穿两泓脉脉秋水" 每

天!黄昏!如烟云一样的思绪!总溢满遥

望远方的双眸" 有一种美时时在我眼前

灿烂!那是我最喜欢的色彩" )$背影%*,

他$在有韵律的歌声里%!有着聆听

+心灵轻轻地推开门扉的声音" 今夜!我

们可以将美酒斟满!今夜!我们可以千

年等一回, 的执着和坚忍! 正如他在

$夜!无声%里所描述的&+于是!我感受

到了一种微妙#平和#奇异!来自于花草

的芳香!来自于夜色中的柔刚#甜蜜#清

淡和清香" ,微观世界一花一草!灵动瞬

间!宏观世界!天地之间!雷电风暴!都

成为他摄取而成内心感悟的对象!大至

邈浩远空!小至倏忽一念!真爱善言!友

谊知交!无不字字见情!行行蕴爱" 书卷

之中! 这些片金碎玉! 处处皆可拾取&

+一种美无法拒绝 " ,+超脱物外性弥

真" ,+我只要爱情" ,+我把你当做一粒

种子!悄悄种在心田!''等待下一个

春天的来临" ,+哦!我甜蜜的爱情啊!无

论你到哪里!我也要在那里'',+温润

我的心房" ,+或许这是一次轰轰烈烈的

开始" 追随美!是我一生不变的选择" ,

他无限热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和河流!

热爱每一缕清风和乡音!热爱每一次重

逢和相聚!+黄泛区!我走进了你. 我走

进了健硕#富足#壮美与神奇. 我走进了

丰盈#哲思#敏悟和瑰丽. 这么多文采飘

然的翰墨佳章也一同走向了你哟. )$黄

泛区%*,确实如此!他对诗歌有着深入

骨髓的热爱和发现!+我把毕生精力陷

进一首诗里!沿着时间的蜿蜒!重叠的

足迹!模糊成往日的胜景!让身影与时

光构成最佳角度! 在这古韵流淌的时

节!让逐渐延伸的额纹!修饰着翩跹的

秋风" )$九月!在开封%*,

用真实的生活启发诗歌的原创力!

用一种语言方式启迪另一种真实的生

活方式!这是他追求的诗生活"

有人说&+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及理

解上的多维性!决定了诗歌是一种让人

费力思考的艺术" ,我认为这种思考会

使我们内心高贵!这种在语言上苦下工

夫的努力!同样是内心高贵的表现" 从

不间断对于语言和词语的建设!是诗人

一生的事业!这种功夫王猛仁先生自始

至终都是坚持不懈!在诗歌的时间里做

到日常锤炼"

王猛仁先生在题画诗以及题材的

多样性上作了大规模探索!扩大视野宽

度和内心的高度!打开格局局限!游弋

于毫无文体概念的自由写作之中!诗歌

的质地愈显刚柔相济!诗歌的节奏舒缓

有致!诗歌的随意性隐含于不见雕琢的

技巧!诗歌的力与巧#巧与拙#隐喻和直

接均在自然的语言选择和含蓄的思想

定位上" 持久地与语言的对峙!终将在

此获得充盈而饱满的哲学思维!获得不

断转换其演奏的方法# 方式和神妙之

指#之思!这种变化#变奏!在不断舍弃

自我# 认知自我中提升诗歌的存在意

义! 以内心悲悯增加诗歌应有的温度#

芳香#梦想和善爱!以无尽的感恩和真

情!再现生活的疼痛#欢笑和曲折" 在文

字里劳作!在诗歌的气势和想象力上擎

举照耀的明灯!在诗意的麦穗上称量汗

水的分量" 他发自内心地说出他+感谢

诗,+因而!我愿意在诗的海洋里四季徜

徉!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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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桃花开"

似乎和桃花有个约定!今春尤其爱

看桃花" 去不同的桃园看!去田间地头

看!在桥边看!在河畔看!在农家的门口

看!甚至在路边见到桃花也忍不住多看

几眼!从三两枝悄然绽放看到如今的满

树粉红" 那一树树#一簇簇绚烂无比的

花朵映入我的眼帘!粉的似霞!红的似

火!看得人心花怒放"

+若待上林花似锦! 出门俱是看花

人",桃园如在世外!我总担心芸芸众生

的闯入会把喧嚣的尘世带入宁静的桃

园!会打扰桃花的清静" 宁愿错过满城

的看花人! 一个人静静地看桃花绽放!

不随波逐流!让心和花儿一样安静"

村南无限桃花发! 唯我多情独自

来" 在河堤的桃园里漫步!无意看颍水

东流!满眼尽是桃花朵朵" 看着粉嘟嘟

的桃花!闻着淡淡桃花的幽香!听着桃

花私语!感受着桃花争奇斗艳!让人心

旌荡漾!如痴如醉"

桃园有些偏僻!去的人并不多" 一

个女子扶着耄耋之年的母亲在看桃花!

并在桃树前拍照!一对中年夫妻在林间

私语!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蹒跚学

步的孩子在玩" 桃园的主人善意地提

醒大家不要碰到蜂箱! 以免被蜜蜂蜇

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

明的$桃花源记%!只愿身在桃花源. 流

连在花间!我想把这个粉红色的世界放

到心底!最终却只能以+我有花一朵,留

念"其实!不管是桃园里的粉色满园!还

是路边的独自绽放! 它们都无意争春!

只为把极致的美留在最美的春光里"

入春以来! 我一直盼望着桃花开!

这是从未有过的心境" 不仅仅是为花

开!更是为了期盼已久的桃花酒" 金庸

笔下的桃花岛是个神秘的地方!桃花酒

更是诱人!想想都让人心动"赏桃花!品

美酒!快意人生!岂不妙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自$诗经%

开始!桃花之美就被文人墨客写进诗词

里" 很不喜欢明人王冕+凡桃俗李争芬

芳!只有老梅心自常,的诗句"百花是大

自然对人类的恩赐! 本无俗雅之分!是

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它们特定的

意义! 让花和人一样有了高低贵贱之

分!这对花来说很不公平"桃李不俗!俗

的只是看花人的内心!人心俗!才言花

俗"

吾爱梅兰竹菊之高洁!爱牡丹之国

色天香!亦爱桃花之明媚鲜艳" 桃花不

仅装扮了这个世界!还愉悦了看花人的

内心" 桃花是春天的笑脸!一朵桃花就

是一个盛开的微笑- 桃花是春天的名

片! 名片散到哪里春天就笑到哪里!人

心就醉到哪里"

桃花开"开过百年#千年!桃花依旧

笑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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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大哥! 是在郑州读师范的时

候"那个时候的大哥!四肢发达!大大咧

咧" 他的优点就是阔绰!经常带着大家

胡吃海喝" 我是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小

子!性格比较孤僻!和大哥玩了一段时

间后!感觉大哥豪爽!讲义气"在他的庇

护下!生活得很惬意!久而久之!就成了

他的+跟屁虫,"

那个时候! 大哥暗恋上了一个女

孩"每天在出租屋里狂练腹肌!哑铃#扩

胸器!轮番上阵"练了一段时间!还真是

出效果!身上的肌肉就一块一块地凸显

了" 大哥说!这是男人的标志"

大哥写了情书! 都是由我来传递!

我也乐此不疲" 有一次! 好奇心驱使!

我偷偷地拆开了信扫了一眼! 大哥说!

娟子!你要是喜欢我!我这一身肉就是

你的了" 肉麻死了.

我们班主任整天一副冷面孔!讲课

里嗦!特别不招人喜欢!他治班的

手段是培养心腹!然后听取他们的+小

报告," 还有! 班级后门上方的玻璃烂

了!只剩下一个洞!他总是站在后门+窥

视,班里动静!发现哪个学生有小动作!

立即拉出班!就在班门口+狂轰滥炸,!

丝毫不留情面" 大哥在晚上放学后!拿

着粉笔在后门的四个角分别画了四个

+爪,!班主任再+窥视,我们的时候!只

要他一露头!我们几个在心里+嘿嘿,偷

笑不止" 大哥不愧是+整蛊高手,.

大哥在外面+胡混,的消息终于被

人打了小报告!大哥在班里也安插了很

多+心腹,!很快就知道是谁打的小报告

了"大哥咬牙切齿地说!打小报告的!都

是老师的+狗," 最终!这条+狗,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在一个月夜!大哥带一帮

小兄弟狠狠地揍了他一顿!门牙也被打

掉了"事后!大哥问我!是不是下手太狠

了" 我只说了三个字!他活该"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们唱着

$同桌的你%毕业了" 分别之际!大哥语

重心长地嘱咐我! 好好混" 我很伤感!

说!苟富贵!勿相忘"

毕业后! 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大哥!

只听说他经常换工作!有一年甚至换了

五六处" 后来又听说他去了南方!投奔

自己的父母" 我则是埋头在家用功!连

续考了三年!终于考上了我们市的公务

员"有一次去广州出差!就联系了大哥!

大哥已经三十五岁了!身体已经微微发

福!那时候他已经接替了父母!经营家

族企业"

又过了几年!听说大哥+进去,了!

原因是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消息很可

靠" 我不禁一阵唏嘘!出差路过广州的

时候!也不再联系他了"再后来!听说他

回来了!回到我们小城养老来了!知道

他混得不好!也没有去见他"

我四十八岁的时候! 升为了科长!

成了部门的一把手!工作任务陡然多了

起来!由于长期伏案工作!颈椎吃不消

了!疼痛难忍" 托朋友关系!挂到了+针

灸界鬼才,陈飞庆的号!经过检查!需要

针刺和服药治疗"

周末! 我驱车去陈飞庆医师那!出

大门不远!正遇上大哥蹬着自行车往这

边走"大哥真的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

了"我想停车!但是内心落寞!感觉无话

可说!就把放到一半的车门玻璃再次升

起!车从大哥身边急速晃过" 我在倒车

镜里看到大哥下了自行车!单薄地躲在

路边!心里感到十分寂寥"

车载收音机里传出甘萍的歌曲$大

哥!大哥!你好吗%!内心一阵怅然!恍如

隔世" 回想起来!和大哥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不务正业!经常惹事!但总归那么和

谐"今天!偶遇大哥!竟然如同路人!也许

那些旧日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

!"#$%

路雨

来自破冰的江河

来自睡醒的山川

来自美丽的乡村

来自肥沃的田野

来自一阵春风

来自一场春雨

来自一束阳光

来自平原上返青的麦苗

来自枯树枝头吐出的嫩芽

来自果园里盛开的桃花

来自原野金黄的油菜花

春天的味道

是家乡的味道

是炊烟的味道

是阳光的味道

是田野的味道

是嫩芽的味道

是小草的味道

是花香的味道

是母亲刚捋下的榆钱的味道

是母亲刚剜回的野菜的味道

是游走在母亲指缝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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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河南省越调剧团著名演员张喜平
荆桦

她是梨园中一束娇艳的花朵!国家

一级演员# 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员#中

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戏剧家协会

会员#周口市戏剧家协会理事"

她扮相俊美!表演细腻!嗓音甜润!

功底雄厚"她曾在越调传统戏$收姜维%

中饰姜妻!$白奶奶醉酒%中饰童母!$李

天保娶妻% 中饰张爱莲!$柴郡主挂帅%

中饰柴郡主!$王宝钏% 中饰代战公主!

$杨门女将%中饰穆桂英等角色"

她叫张喜平!河南省越调剧团的著

名国家一级演员"

张喜平
+#!"

年
,

月毕业于周口艺

术学校!同年
%

月分配到河南省越调剧

团从事戏曲表演工作"

从艺三十多年来! 她主攻青衣!兼

演刀马旦#帅旦#彩旦"塑造人物形象生

动鲜明!唱腔委婉甜润!演唱技巧日臻

成熟!颇有造诣"她曾在越调传统戏$收

姜维%$白奶奶醉酒%$李天保娶妻%$柴

郡主挂帅%$王宝钏%$杨门女将%! 现代

戏$吵闹亲家%$申凤梅%等剧中饰演主

要角色"

-$$$

年她参加全国农村现代戏会

演!在$电脑风波%中饰演春苗!获得表

演一等奖" 她还曾获得河南省电视台

+梨园春,栏目+最受观众欢迎奖,#全国

+国花杯, 中青年演员大赛银奖# 全国

+红梅杯,大赛河南赛区金奖!并入选总

决赛获得银奖"

-$$!

年在河南省第十一

届戏剧大赛中获得表演二等奖"两次参

加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名段欣赏%栏

目的录音录像工作!全国播放后颇受观

众好评"

-$$#

年
,

月参加在成都举办的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荣获金奖"参

加$老子%一剧的演出!张喜平在剧中饰

演惑仙!荣获表演二等奖"

-$++

年在河

南省第十二届戏剧大赛剧目 $杨门女

将%中饰演穆桂英!荣获+文华表演一等

奖,!并荣获+香玉杯,奖!$姐夫与小舅

子%获得金奖!在+梨园春,栏目+名师高

徒,获最具人气奖"

她曾四次随团进京演出! 受到李长

春#迟浩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

年!越调剧团党委决定把京剧

的经典剧目$杨门女将%一剧移植过来!

进行二度创作!对表演#音乐#舞美等方

面进行新的包装!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

戏剧大赛!并决定剧中的穆桂英由张喜

平饰演"

接到剧本后!通过认真读本和分析

剧中人物!张喜平知道!在$杨%剧中穆

桂英是一个帅旦的行当! 除文武兼备

外!穆桂英在该剧中的表演可以说是集

喜#怒#悲为一身!唱#念#做#打贯穿全

剧"其份量之重也是她以前所饰演角色

中之少有的"虽然她以前也饰演过刀马

旦之类的角色!但彼时的刀马旦和此时

英姿飒爽的女将军穆桂英这样的帅旦

相比!无论是在人物性格还是在表演形

式上都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比" 她就

向越调表演艺术家陈静请教! 陈老师帮

她进一步去分析人物的每一个动作及每

一个眼神"按着老师的要求!她又找到团

里的武功老师辅导身段功和把子功" 除

此之外! 她每天还坚持跑一个小时的圆

场增加自己的体能! 下班后回到家还要

对着穿衣镜再复习排练场上的每一个动

作! 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认真去听和练

习唱腔设计!并琢磨其中之韵味"

通过老师的辅导和自己的不懈努

力! 她这个穆桂英的形象逐步得到了导

演和大家的认可" 例如第一场!穆桂英

的出场要给人以雍容大度!甜美#俊丽

的视觉" 因为此时偌大的天波府内一时

间装扮得+红烛高烧映寿帐!悬灯结彩

好辉煌," 但此时的表演在台步的行走

和水袖的运用上!以及面部表情都要把穆

桂英那种飒爽英姿#巾帼女将和女人那种

特有的柔美和融融爱意放大运用!展现其

中!要着力突出一个+帅,和一个+稳,!决

不能给人一种带有小家碧玉的形象"

但在随后的表演中则要突出一个

+悲 ,字 !与前面的 +喜 ,形成强烈的对

比" +悲,主要表现在当听到夫君杨宗保

在边关中暗箭不幸身亡时!穆桂英这位

曾经大破天门威名远震的女将军有点

始料不及" 所以才出现了+惊闻噩耗魂

飞荡!恰似万丈高崖坠身汪洋,的头晕

目眩踉跄步的表演动作" 根据此时的情

绪需要!这段唱腔和前面的+惊闻噩耗

魂飞荡,的唱腔采用了越调的+哭腔,和

+苦流水,的板式!运用泣声发声的演唱

技巧均取得了很好的剧场效果!同时在

板式和情绪上也与穆桂英刚出场时那

种喜悦流畅的+二八,板式和情绪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探谷, 一场是该剧穆桂英的重场

戏!唱#念#舞并重" 在这场戏中参照京

剧的表演形式!在+挥鞭跃马过短涧,的

舞蹈中!她不但展示了+搓步,+圆场,!

而且还大量采用了+串翻身,等表演技

法! 为此剧的成功也增添了几笔色彩"

因此!该剧上演后得到了领导#专家及

观众的一致好评" 著名戏剧评论家荆桦

观看演出后激动地说&+没想到河南省

越调剧团还有这么棒的实力演员!能把

这样一台集唱#念#做#打#舞并重的大

戏演得这么好" ,

张喜平知道!作为河南三大剧种之

一的越调!有过辉煌的经历!也有过低

谷的阵痛" 但是!她始终保持着对越调

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坚持做好演出的同

时! 她经常研究越调戏曲表演理论!曾

在中国文联发行的$文研新录%一书中

发表了$赋传统人物以新意%!在$中国

演员报%发表了$继承#优选#超越%$文

武兼备一巾帼(((谈在
.

杨门女将
/

中

饰演穆桂英的体会%等论文!对越调艺

术的继承和发展倾注了全力"

!!!!!!

春到沙颍河! 苏童 摄

!&'(

"外一首#

王雪奇

一湖春水碧如蓝

波光粼粼映眼帘

远处渔船三两只

不见蓑衣撸声喧

遥看苏亭兴长叹

一代风流万代传

年年鹭飞碧草长

水流月影愧当年

龙湖$九曲桥

茫茫湖面兮"出奇观

一桥九曲兮"架水面

引来游客兮"千百万

摄像不停兮"咔嚓闪

脚踏九曲兮"洵无限

亭楼憩息兮"赛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