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青脸
阿慧

三月前我回了一趟乡下老家! 那时

麦穗已经半黄!风里有股少女的甜香"我

忍不住锳进齐腰的麦田!仰着迷醉的脸!

带着童年的表情!伸展双手!抚摸如针的

麦芒!享受手心痒痒的刺痛"接我回家的

堂弟媳妇!无奈地尾随!一边嘲笑我的傻

气" 就这样!走着走着!竟与一座旧坟相

遇"

一个孤独的黄土堆!无力地趴趴着!

上面爬满涩拉秧#节节草" 没有墓碑!只

有十几棵芦苇在坟边抖擞地站立! 像一

群瘦弱的士兵"翠绿挺拔的苇秆!碧绿狭

长的苇叶!在夏风中轻轻摇摆!摇出一片

细碎的沙沙声!争相向我诉说着什么"我

靠近芦苇时!风突然间止了!芦苇痴呆地

静立!像缀满欲言又止的心事"

我问$这睡着人的是谁%

弟媳说$大青脸"

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急速倒退! 带我

回到四十年前的文革时期"那时我还小!

记不得在城里教书的爸妈的名字! 但村

里的一个人却让我刻骨铭心! 那就是大

青脸" 每当我在半夜!哭叫着要妈妈时!

奶奶都会指指黑洞洞的窗外说$&你听!

大青脸来啦' (我一下子住了声!半截呜

咽堵在喉咙里!咕咕地响"我的小脑袋使

劲往奶奶怀里拱! 拱着拱着就拱进了梦

乡"

上学后才知道! 村里大多数夜里哭

闹的孩子!都被&大青脸(这个名字吓到

过"

大青脸的脸永远是乌青的! 乌青中

夹杂许多黑色的小麻坑! 像没染好的破

抹布" 右脸颊上! 有一道一指长的旧伤

疤! 红蚰蜒似的钻进鬓角" 他不笑的时

候!脸成了一块青铁板!偶尔一笑!脸皮

上那条&红蚰蜒(就乱鼓涌" 村里几个胆

小的妇女也怕他! 更别说像我这样不懂

事的小孩子了"

印象中大青脸很少说话! 村里的红

白喜事他从不参加" 但我却经常在家门

口看见他!因为他和我家一样!孤零零的

住在村外! 只是他的小泥屋离芦苇洼更

近!三面水塘包围着他的家"我站在自家

的院子!一眼能瞅见他泥屋的后墙!还有

大青脸骨瘦如柴的身影"

记忆中! 那时他已经很见老了!蓬

乱的白发像深秋的芦花" 没有老婆#孩

子!但他家里仍很热闹 !我在院里写作

业!常听见他那边鸡打鸣!鸭乱叫!狗狂

咬" 生产队在苇塘边养了几百只鸡鸭!

饲养员就是大青脸" 听说!一个害喜的

新媳妇 !去苇塘边偷鸭蛋解馋 !刚实实

地摸到手!见芦苇丛中呼啦露出一张大

青脸! 吓得新媳妇大叫一声可命地跑"

鸭蛋没吃成!又差点吓小产" 从此!大青

脸的鸡鸭和蛋!从未丢失过" 春节!生产

队分肉蛋时 !村人都忘了记仇 !都念那

张大青脸的好"

奶奶却说! 他的脸原本可不是这样

的"奶奶初嫁到村里时很年轻!大青脸也

才十多岁"他挤在人群里看新娘子!一张

小脸白生生!阳光下一层淡黄的绒毛!像

绿藤上一只刚发育的小葫芦"没几年!村

里走了七八个后生!说是当兵打仗了!大

青脸就是其中一个"

几年后!只活着回来两个伤兵!一个

断了腿!一个伤了脸"村人似乎忘记了伤

脸人的大名!都叫他大青脸"

大青脸有个怪脾气! 就是一直不肯

娶媳妇"热心人给他牵扯了不少女人!他

一个也不见" 听说!那年初春!他在芦苇

塘救过一个投水自尽的小寡妇! 寡妇湿

淋淋地跪着求大青脸娶她" 他始终乌青

着一张脸!硬是把这水汪汪的女人!领给

了村东头那个断腿的伤兵" 他们一连串

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而大青脸仍是

光棍一条"

麦季过后!生产队在村里放电影!先

放)地道战*!又放)地雷战*"鬼子进村有

来无回!八路军#游击队英勇杀敌!一枪

撂倒一个!两枪放倒一双!一颗地雷咣地

炸死一片!直兴奋得我们高呼万岁!声嘶

力竭"

大青脸在远处安静地坐着! 双手抱

着膝盖!不声不响!不喜不悲!荧屏的光

亮!在他的脸上忽明忽暗"

在光洁的打麦场! 我们簇拥着大青

脸的远房侄子讲故事! 才上初中的他模

仿叔叔的语气说$&打鬼子哪有那么容易

啊!电影上演的都是扯淡" (

那晚! 他跟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抗

战故事!他说!这真不是扯淡"

大青脸他们一群年轻人! 在县城遇

到招兵的部队! 没想到他们穿的军装不

同!参加的军队也不同!大青脸加入了国

军的队伍"

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河南许

昌!负责坚守许昌城"谁也不知道这一仗

越打越激烈! 攻城的日本鬼子! 越来越

多!一批批像密密麻麻的蝗虫!钢盔闪着

蓝幽幽的寒光"大青脸是个机枪手!他朝

鬼子没命地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弹壳

蹦跳!机枪烫手!鬼子像倒地的麦捆子!

空中血沫乱飞"

啪叽一声! 一块红肉热乎乎地贴上

到大青脸的手面! 火红的枪筒子呲啦冒

了一股腥烟儿"大青脸顾不得甩掉那肉!

他咬紧牙呼呼地扫射! 鬼子仍然一股股

压过来! 炮火中! 一张张恶狼般狰狞的

脸" 他们嚎叫着冲过来!枪炮猛烈!枪法

也准!大青脸身边的战士!一个接一个的

倒下!热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那一天!大青脸打坏了三挺机枪"

傍晚的时候!敌机燕子似的结队飞

来!屙下一串串的黑色炮弹 !许昌城一

片火海" 敌人的坦克也隆隆开进城!民

房倒塌!百姓哭声一片" 连长命令保护

群众出城 !同鬼子展开肉搏战 !立刻喊

杀声四起!分不清敌我!双方扭作一团"

大青脸亲眼看见!连长挥舞大刀砍飞一

个鬼子的脑袋 ! 一溜黑血像恶臭的墨

水 " 一个战士的肚子被敌人的战刀划

开!肠子咕噜噜堆到了大腿根 !他坐在

那 ! 用尽力气挥刀砍下鬼子的一条手

臂!那恶魔多毛的手指还活着 !把地皮

抓出五道血印"

一颗炮弹呼啸而来! 火光映出连长

破碎的军衣!还有他精瘦的身影!翻飞的

大刀"耳边一声炮弹的怪叫!大青脸扔掉

打坏的机枪! 飞跑过去! 扑倒在连长身

上!一声巨响过后!大青脸的世界一片宁

静++

大青脸醒来时! 是在当地一个百姓

家" 他动动身体!四肢一个不少!一阵死

去活来的疼"他艰难地鹅起头!见自己双

腿间血肉模糊" 水盆里映出一张青灰的

脸!脸皮上一个个深浅小坑儿!让他联想

起雨点砸过的沙滩"

我们听完后!无人吭声!小小的心灵

被这个夜晚无声地震动"没想到!大青脸

这个干瘦老头! 竟然是一个出生入死的

抗战老兵"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大青脸参加的

那次战争!是著名的许昌保卫战"三千国

军对决八万鬼子!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

样悲壮的战场"

站在这位老兵的坟前! 夏日正午的

阳光普照着我和他!只是!这位不为人知

的孤独老兵! 已在地下沉睡了整整十五

年"我不知道!他在那边可见到亲爱的战

友!他们过得好吗% 天堂里可有战争%

弟媳说!大青脸在一个雪夜归真了"

入土前!年轻的阿訇给他用水洗埋体!洗

着洗着落泪了!手抖得提不住汤瓶壶"这

时村人才发现!他没了一对睾丸"大腿根

也少了一块肉!透过红牙牙的一块薄皮!

隐约看见里边的骨头"

终于没能克制住欲出的眼泪! 在这

一刻喷涌而出"

不会忘记! 我离开村庄去县城上初

中时!最后一次看见大青脸的情景"他正

站在一叶小船上!手里挥舞着长竹篙!嘴

里发出高亢的嘎嘎声" 几百只鸭子拍打

水面!水花飞溅!鸭子们生动地飞起又落

下!呱呱乱叫!回应主人的召唤"陆地上!

一群鸡子在咯咯觅食!几只绿尾巴公鸡!

伸长脖子啼叫!没叫来可心的芦花母鸡!

却有一只狗急急慌慌走来! 公鸡耷拉翅

膀跌跌撞撞地走开! 芦苇荡掀起一阵热

烈的风"

阳光下的大青脸站立船头! 一手掐

着腰!一手扶竹篙!那威武的架势!像一

个陆#海#空三军司令员"

仰望

!!!!!献给高层建筑工人

王雪奇

当你走在喧嚣的大街小巷

你可曾向天仰望

看啊! 他没有翅膀

却像鸟儿一样

稳稳地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瓦刀敲出的打击乐

不停地在空中回放

这支优美的乐曲

使他忘却了脚下的喧嚣

也冲散了他的疲劳

虽然工作平凡

但他不觉得平庸

整日攀爬着

积极向上着

就像向日葵

挚爱着火辣辣的太阳

终于 他成熟了

手掌结满了厚茧

黝黑又带点弯弓的脊背

取代了那个曾经挺直的脊梁

这就是伟大的建筑者

为了实现城市高耸的梦想

丢下妻儿老小

常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与寒风搏击

在高危中成长

把苦和累埋在心里

把憨厚的微笑写在黑黑的脸上

把思念化为动力

把付出视为荣光

让赤心永远滚烫

让垂直的一线"""

定格天地之间

书写着无怨无悔的华章

题吴王集剑池!外三首"

鹿斌

!!!!!!

虎丘山上碧千枝#

下有吴王集剑池$

一壑他年化沧海#

许为世界太平时$

过枫桥

水榭风亭移步迟#

寒山寺外踏寻时$

枫桥古渡往来客#

千载谁侔一首诗%

听夜

明月一轮知向何%

长空云似海翻波$

无边市井寂寥夜#

地籁天声入耳多$

望颍

碧树深深烟未消#

微凉风上若虹桥$

尺波不肯为人驻#

明日已归沧海遥$

一株玉米!外一首"

尚纯江

一粒绿意

一滴春雨

一米阳光

在一方土地上

生机勃勃

花粉在一米阳光里飘出体香

樱须在绿纱帐里闪烁紫色的光芒

沙沙作响

夏天的爱意

在村边的小河里流淌

待中秋来临

饱满的果实

在农民紫铜色的脸膛上

热情奔放

玉米

你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白的纯洁

黄的如一米阳光

夏夜

蝉 还在枝头鸣唱

那只鸟 便归巢了

渐渐暗下来的一方大幕 拉下

月朗星稀的夜晚

奔跑的原野 在蝉鸣中沉寂

城市的喧嚣

从此开始

华灯初上

高楼间的夜空

星星和月亮

变得渺茫

母亲的荣耀
飞鸟

母亲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饭后的闲

暇!母亲会微笑着说起工作!办公室宽敞

明亮!窗台上的紫罗兰花在阳光里盛开"

我和父亲边听边像母亲那般快乐地笑"

父亲手术后恢复得很好" 聪明能干

的母亲! 时常得意地炫耀工资和悠闲的

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她有理由

骄傲!她的荣耀!也是我和父亲的荣耀"

这天下午!父亲来学校接我"看来父

亲已经完全康复"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听骑车的父亲说!他今天开始找工作!只

是年龄大!不太好找"他说不行就开个小

饭店!卖包子和胡辣汤" 我想说!看母亲

多厉害!能在大公司找到工作"但我忍住

了!这样说会让父亲难过"

我抬头!看见个熟悉的身影"我睁大

眼睛仔细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母亲!

是母亲"她吊着一根白色的粗绳子!擦五

楼外面的窗户! 背后的工作服上印着大

红字$完美家政"

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父亲还在

说找工作的事!我的眼泪扑簌簌落下来"

我没有告诉父亲! 母亲此刻就在我们头

顶的天空"晚上!母亲依然荣耀地说公司

里的事!我把头埋进碗里!偷偷流泪"

后来父亲开了小饭店!专卖早点!生

意很不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母亲辞职

了!和父亲一起卖早点"母亲每次说起辞

职! 说起公司清闲的工作! 很惋惜的样

子"

有次和父亲闲聊!我说!爸!母亲其

实不在大公司上班!而是,,,

父亲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

我愣了!父亲的眼泪缓缓流出来"

翰墨馨香书写心中情怀
!!!记淮阳县书法家任孝峰

高晓春

与任孝峰先生的渊源颇深! 细细算

来! 总有二十余载" 这主要源于我们曾

在同一个小区居住多年!又曾经供职过

同一家单位" 但对他书法艺术水平的了

解!却是在八年前!那时正苦于为儿子找

一位书法老师" 见识了先生书法作品的

秀美#坚韧#洒脱之美!让人赏心悦目!一

如他的人品一样" 在和先生真诚的沟通

后!他竟欣然同意!让我惊喜万分" 在教

书育人之余! 先生仍不懈追求自己的书

法创作!近几年!其书法作品除数次参加

国内外各种大型展览外! 还被收藏收录

在周口市人大# 政协书画院和 )周口书

法*汇编" 特别是
!"#$

年#

!%&'

年!其书

法作品在中央电视台书法频道迎春书画

展播中!连续亮相报道播出!受到业内专

家好评! 为淮阳文化产业走出淮阳奉献

了自己的力量"

任孝峰!

&()*

年出生于淮阳县白楼

乡一个农民家庭! 现为中国老年书法研

究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淮阳

县书协名誉主席"

先生之所以与书法结缘! 还得从五

岁时偶得的一本)玄秘塔*说起" 那本书

是村里一位村医搬家时丢弃的! 虽然那

时的他什么也看不懂! 也不知道什么是

书法艺术! 但那些散发着墨香的艺术瑰

宝!让他分外珍视!天天翻看"从那时起!

他就暗下决心!要写和书上一样的字"只

是当时因条件所限!没有笔墨纸砚!只好

在柳荫下! 磨平一块沙土! 找来一根树

枝!面对那本破旧的字帖!日日临写" 这

也是他当时最好的启蒙老师"&功夫不负

有心人(!等先生八岁时!便能用毛笔写

出干净整洁的语文#数学作业!当时常被

学校当做范文展览"

而真正进入书法殿堂! 取得书法真

谛!还是在他十几岁以后"当时在乡里小

有名气的他! 开始奔走取经于县里老一

辈书法名家之间!何仰羲#张云生是他请

教最多的老师"他拿着自己的作品!虚心

请教! 不足之处牢记于心" 在潜心苦练

下! 他的书法技艺有了很大提升"

&(+*

年春! 他应邀参加了河南省首届群众书

画展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者之一"

令其遗憾的是! 先生迫于生计而从

事了与书法毫不相干的经济职业" 尽管

如此!先生对书法事业的追求热情不减!

工作之余!临池不歇" 先精研唐楷!继而

转攻魏#隶!在此基础上专注二王行草!

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其书法作品清

秀飘逸!雅俗共赏!且耐人寻味"同时!他

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及诗词# 历史掌故等

均有研究"他中年时期被借调到县志办!

参与编纂)淮阳县志*和)中共淮阳县党

史*!成为名副其实的编辑之一"这期间!

他利用午休时间以标准楷书书写了一万

多字的)中共淮阳县党史*!并在淮阳县

太昊陵隆重展出"

先生特别注重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书风与做人的关系"他常说$&学书重要!

做人更重要"(他善于发现和学习书法同

仁的长处! 善于寻找并领悟古今书画作

品的艺术真谛"对他人的艺术作品!他从

不轻易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总是客

观地分析!冷静地思考!然后发表自己的

见解" 他善良宽容!淡泊名利!为人一片

赤诚" 多年来!对于来找他的求书者!不

分职务高低!哪怕是普通百姓!他总是有

求必应!不计报酬"他认为以书法歌颂新

时代! 唱响主旋律! 便是自己的最大收

获"为此!每年他都坚持参加为群众义写

春联的活动!并且乐此不疲"

对于县里举行的各种书画活动先生

都积极参与!奉献出自己的书法精品"他

还主动请缨参加书画下乡# 进社区和学

校等公益性活动! 无偿在民间留下了大

量墨宝"退休多年!他多次随县书法代表

团!远赴深圳#江苏#山东#河北等十多省

市!与外地同行切磋技艺!同台交流!为

提高淮阳知名度尽绵薄之力" 因为他一

直坚信! 人人都来关心淮阳各项事业的

发展!淮阳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绿荷飘香的夏月 ! 在美丽的龙湖

之畔 ! 我见到了正在指导学生练习书

法的任孝峰先生 " 说起对书法艺术这

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 先生一脸

的认真和执着" 他说!进一步加强书法

艺术的培养和传承 ! 是所有书法爱好

者的共同目标和追求 " 淮阳作为一个

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古城 ! 只要书画

界同仁齐努力 ! 淮阳一定会走出更多

的书画名家 ! 为新中国的书法艺术增

添更多的艺术瑰宝"

! 小小说 云和树

卞彬

云洁白如雪 美丽如梦

在青春的天空

自由而快乐地成长

她的心里

有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

树常常望着天上

痴痴地幻想

他想为云遮风挡雨

他渴盼和云一起去远方流浪

但他离不开脚下的土地

树的心里满是惆怅

云最终要飘向远方

为着自己美丽的梦想

树不能牵云的手

他们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阻挡

云走了

留给树的 是内心深处

一圈又一圈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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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蛙

王伟

小时候

老师告诉我们

青蛙是一种益虫

它是人类的好朋友

而现在

食客告诉我们

青蛙俗名田鸡

它的味道鲜美

是餐桌上的一道佳肴

未来啊

后人告诉子孙

青蛙是一种两栖动物

它曾经与人类相伴了许多年

遗憾的是

你们只能看到它的标本了

文艺动态

本报讯 -记者 吴继峰. 日前!我

市著名书法家金中海在朋友圈中又火

了一把! 原因就是他的书法作品成功

入编邮册 )邮票上的十大书画艺术大

家*"

,

月
,

日! 在金中海的工作室!一

进门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翻

开邮册!记者看到了以金中海书法作品

为内容的联票"

金中海是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民族书画院副院长" 他坦言!此

次!他的书法作品能入编)邮票上的十

大书画艺术大家*!是对他作品的肯定!

也是对他的一种鞭策" 今后!他会更加

努力!坚持创作!争取把艺术带到基层

群众中去"

金中海是项城人 !

&(')

年出生在

一个普通农家" 他自幼酷爱书法!但因

家中贫寒!只能用废纸和别人用过的破

笔头练字"

!"&$

年退休后!金中海开启

了人生的第二乐章" 他广交书友!遍览

名帖!主攻榜书!把大半生的人生感悟

融入书法!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榜书风

骨" 他的
+

米榜书 )剑*#)佛*#)虎*#

)神*和
!

米榜书多体)福*曾获得世界

纪录认证证书" 他的榜书取意为先#自

然流露!达到了技法#韵味#情趣和境界

的统一"

我市书法家金中海入编
!邮票上的十大书画艺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