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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智"由中国金融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马奔精心选编并书写的 $世界名人名言硬笔行书字

帖%&于
!"#$

年
##

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

作者自
!%

年前首次出版硬笔书法字帖以来&经过多年的沉淀

积累&(软)(硬)兼施&厚积薄发的结晶&也是他倾情奉献给社

会的硬笔书法又一新成果'

马奔是沈丘县人&长期以来坚持硬笔书法研究和创作&出

版多部硬笔书法字帖&是我国目前硬笔书法的领军人物'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五#六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硬笔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第一#二届主席张铜彦

在为该字帖作序中作了如下评价*(马奔的硬笔行书字帖&如

行云流水&似无声的音乐&无形的舞蹈&无图的绘画&无言的诗

歌&打动人心&赏心悦目&能够启迪思想&净化心灵&陶冶情操&

给人以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是一本集德育+美育#欣赏#实

用于一体&具有很强的教化#欣赏和应用价值的精品力作' )

该字帖内容分四篇*第一篇&中国古代先贤篇!老子#孔

子#孟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范仲淹#朱熹"'第二

篇&中国近当代名人篇!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习近

平#林则徐#曾国藩#梁启超#李叔同#南怀瑾"'第三篇&外国伟

人领袖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拿破仑#丘吉尔#华盛顿#杰

弗逊#林肯#罗斯福#普京"'第四篇&世界十大文豪篇!荷马#但

丁#歌德#拜伦#莎士比亚#雨果#泰戈尔#托尔斯泰#高尔基 #

鲁迅"'

该字帖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作者在书写工具材料上&

勇于创新& 全帖使用签字笔书写& 比钢笔书写更加便捷和实

用& 丰富了硬笔书法的书写工具& 增强了硬笔书法的实用效

能' 二是字帖全部使用简化字书写&便于识读&便于临摹&尤其适用于中小学生和青

年人这一群体&同时&对推广使用规范汉字&践行中国书法家协会提出的(从小写好

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推动作用'

应该说&,世界名人名言硬笔行书字帖%是一本集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欣赏

性#实用性#收藏性为一体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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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

皖 南 风 景 美 不 胜

收"

新华社发

!"

海蓝

如纱似雾随风斜#小雪时节降初雪"

青松终得共白头#苍柳枯容添俏色"

三川沃土披素锦#沙颍河畔带围脖"

天地难得一笼统#玄黄一色气象和"

瑞雪岂止兆丰年#万物皆能沐其泽"

如此美丽怎忍弃#哪怕冻人亦值得"

#$%&

韩学先

中华历代有福患#细看古书藏贵贤"

奸佞丑脸实堪笑#明君慧相乐开颜"

黎民百姓安居业#世界清平心放宽"

不待恶徒先下鸩#敌人早被治死完"

'()*+

"外二首#

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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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即便我最亲最近的人

请原谅我 妈妈

注定我会长大

注定我会离开

羽翼丰满的我

总渴望箭一样飞出去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

太多太多梦的诱惑

太多太多对未来的想象

会让我漂泊

成为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

在他乡

我永不言孤独

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坚强

我的身体里有你传递过来的温暖

这种特有的温暖

炙烤着我

让我和那些被母语喂养的文字

夜夜失眠

只要一谈及你和故乡

我的血粘度就会增高

生命里满满的

装的全是乡愁

霜降

一场一场的秋风

突然间

把季节划分得明朗起来

草叶上滚动的露珠

是谁遗落的泪滴

一不小心

就落进了$诗经%里

凝结为一层薄薄的白

月沉西山

霜花满天

寒风衔着颤抖的鸦鸣

惊醒了梦中之人

满山的枫叶

从唐诗里走出

用文字点燃

枝头火的激情

暖

多想让时间慢下来

慢下来 或者

永远停留下来

时光静好

世界如此单纯

让我们幸福地

依偎在母亲温软的怀里

永不分离

永不长大

不去想象外面的世界

不去漂泊和流浪

就这样厮守在一起

没有梦

也没有乡愁

,-./0

蔡斌

只有夕阳

才如此眷恋家园

只有月光

才如此思念夜晚

像一片梧桐

轻盈地飘下枝头

带去未了的心愿

像一朵白云

矜持地越过天空

汇入大海的波澜

那逝去的谁不留恋

也许是韶华似水

也许是岁月如弦

也许是玉垒浮云

也许是往事如烟

陪伴你的没有起点

属于你的没有驿站

所以 你没有记忆

记忆只是墓碑上的留言

谁曾经折断了羽翼

和飞鸟争夺空间

谁曾经倾尽了泪水

和大海共享摇篮

谁步入山顶的教堂

去唤醒色彩缤纷的图案

白鸽在长椅上落下

去领悟神的语言

钟声敲碎了晨曦

如玫瑰开在窗前

谁攀上月光下的风车

冥冥中不停地旋转

天地又复于混沌

只留下诗意的空间

稍纵即逝的剪影

似曾相识的云帆

谁迷失了前行的方向

徜徉于云水之间

晚风弹奏着天堂之曲

雷电不时地呐喊

一只漂流瓶带来讯息

何时能等到诺亚的船

那是一个盲人的流浪之歌

那是一个学者的精神爱恋

那是汨罗江的生死$离骚%

那是绝圣弃智的惊世之言

一次次文明与灾难

一场场悲伤与感叹

一幕幕诀别与凯旋

一回回腥风血雨与握手言欢

得到的一次次失去

失去的一次次偿还

为什么黄昏的归途

总是被风沙模糊视线

为什么春晖的幻想

总要有一个节点

为什么丰硕的果实

遮不住罪恶的贪恋

为什么一路的芬芳

总有罂粟花的灿烂

为什么此生的忏悔

要成为来生的路标

为什么包罗万象的行囊

最后都归于简单

为什么大雁的孤苦

从长空落下庭院

为什么浩瀚的大海

会在风暴中失眠

为什么那永恒的

只是瞬间的飞溅

为什么那绝对的

只是绝对的谎言

虽然一千次回眸

只为那第一声召唤

虽然一千次寻觅

只为那第一次出现

这生命的初衷

一半在沼泽 一半在星空

这生命的旋律

一半是海洋 一半是火焰

你可以把遗忘转化为歌吟

尽管最终会曲终人散

你可以与星光靠近

因为时间不惧怕黑暗

!

张新安

!"

张新安

据老辈子人讲&奇丐出现在周家口

西坊子街#牲口市#老街一带乞讨&是在

光绪年间' 有那么一天&老门老户的街

坊们&偶然看到一个年约五旬&蓬头垢

面&衣衫褴缕&瘦高个&左腿跛&破败相

十足的人沿街乞讨&此人就是奇丐'

周家口巴掌大的地方&人们沾亲带

故老邻居外加牛盘肠亲戚&在有限的几

条街上磕头撞脑& 整天低头不见抬头

见& 搭眼一看就知道此人不是本地人&

但也揣测不出他究竟是何方人氏&因为

他从不与人喷空&偶尔说那么一句半句

话&也是南腔北调#荒腔走板&使人根本

无法通过语音判断出他的籍贯'

奇丐一个穷要饭的&之所以能引起

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乞讨的方式完全

不同于其他乞丐'奇丐讨饭时既不强求

别人施舍&脸上也从未表现出过令人可

怜#同情的神情' 每天讨得只要饿不死

即可&今儿吃饱不讲明儿'如有多余&则

全部分给其他年幼的乞丐&全然不留后

手'赶上阴天下雨&不吃不喝&蒙头盖脑

睡两三天&也属寻常' 有时某个商铺掌

柜的看他可怜&大发慈悲之心&施舍给

他几个铜钱&他却不知好歹&执意拒绝'

实在推脱不掉&收到后既不积攒&也不

买吃穿&全部买鞭炮当街燃放'

对于奇丐这种怪诞不经的做法&施

舍者心中自然感到不痛快*(你傻呀-钱

多得花不完咋地. 积攒起来&用时不打

饥荒了&多好'你说不年不节的&把给你

的救命钱买鞭炮放&有啥用啊. )

(为了惊醒梦中人- ) 奇丐表情木

讷&说出的话却颇具谶语意味'

在住宿上& 奇丐更是不像其他乞

丐& 春夏夜宿在商铺出厦的屋檐下/秋

冬抱团围睡在饭馆的炉灶旁'奇丐则是

与乱葬岗里的坟头为伍&在西寨门外河

堤外侧的一块义地中间& 寻片空地儿&

挖个约二三尺深的地窝子&上用几根竹

竿扎个马鞍状的框子& 上盖一层茅草&

说白了就是农民看庄稼的庵子'无论刮

风下雨&冰霜冻雪&奇丐都蜗居在这个

庵子内&从不移避'这个乱葬岗&是周家

口商会筹资捐办的善举& 专为无主尸

体+买不起墓地的穷人+客死周家口的

行商埋尸提供的一块地儿&故名义地'

有一年冬季&天降大雪&地上的积

雪没过膝盖&五六个曾经受过奇丐周济

的小乞丐& 两三天没见奇丐的人影&担

心他被冻饿而死&于是便结伴到义地去

看他'来到地头&抬眼望去&一个个忙不

迭地惊呼道*(这个苦命的老头& 命休

矣- )

原来&奇丐栖身的庵子早已被雪压

塌&几个人以为他必被闷压而死&忙七

手八脚把马鞍框子和茅草掀起来扔到

一边&将雪扒开&但见奇丐不仅没有被

闷压而死&反而蜷曲着身子睡得正香'

几个小乞丐见状&啼笑皆非' 齐唤

道*(别睡了- 若不是我等将你扒出来&

你非翘辫子不可' )

奇丐闻言&镇定自若地缓缓翻身坐

起&操着调侃的口吻打趣道*(人叫人死

人不死&天叫人死难活成'小子们&命该

三枪死&难躲一把叉' )言毕&举目远眺&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他寻常总是眯着的

双眼突然炯炯有神&发出两道令人生畏

的疾电之光&直视灰蒙蒙的苍穹&神情

复杂& 感慨万千地叹道*( 红尘白浪两

茫茫&忍辱苟全是妙方/此生随缘延岁

月&消灾免祸度时光00)

猎奇111是人的天性'奇丐的种种

怪异行为&自然会引起人们一探究竟的

兴趣'关于奇丐身世+经历的话题&不知

从何时起&居然成了周家口人茶余饭后

的谈资' 有的说他是官场失意的隐者/

有的猜他是名落孙山+ 穷途潦倒的举

子/ 有的认为他可能是个采花盗柳&被

人打断腿离乡背井的浪子/还有的也拿

他的跛腿说事&推断他更像官府缉拿的

江洋大盗&要不为何隐姓埋名&流落它

乡呢.

谈来议去&纵有一百个假设&奇丐

的来历依旧是云遮雾罩&神龙见尾不见

首' 不过&这人世间的事儿&就怕碰巧&

一碰巧&没事兴许能碰出个事来'

那是一个月黑头加阴天的夜晚&月

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样的天气&正

适合歹人活动' 衙门里捕班班头余毒&

带着捕快马保义+李永泰&想碰碰运气&

抓几个现行领赏'当三人行至义地附近

时& 蓦然听到一声撕裂夜空的喊叫声*

(杀111杀111)那声音短粗洪亮&铿锵

有力&不是久在行伍+历经沙场之人&是

断然发不出如此充满激情+震撼人心的

喊杀声的'

三人闻声着实吓一跳&李永泰失声

惊叫道*(有鬼- )

(世上无鬼神&百事人做成'你瞎咋

唬啥-快趴下看看咋回事')余毒扫屁股

踢李永泰一脚& 三人忙伏地循声观察&

影影绰绰瞅见义地里有个人影&手持一

根长的物件&边喊边直刺+横扫+猛劈'

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后&李永泰

不以为然地向余毒介绍道*(噢-八成是

那个人称奇丐的老头&在发酒疯哩- )

常言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大概是因为长期探案养成的职业习惯&

只这巧遇间的一看& 余毒便疑窦丛生&

脑海中顿时闪现出好几点疑问*奇丐是

何人.深更半夜在这鬼不生蛋的地方蹦

蹦跳跳的&是练武之人在练功呢+或是

某种心绪的渲泄. 他隐隐约约感觉到&

从此人那充满英武之气的喊杀声中&可

以推断出他绝非等闲百姓' 想到此&余

毒打个手势&三人蹑手蹑脚离开义地'

路上&聊起刚才碰到的事儿&余毒

意味深长地对马保义+李永泰讲出自己

的想法*(唱戏的拿掸子&我看这个叫花

子不是凡人-明儿个恁俩好好查查此人

是何方神仙' )言毕&意犹未尽地接着补

充道*(哦111对了- 扒扒府里+州里发

的缉拿告示&看沾逃亡的捻匪的边不沾

00)

探颐索隐&钩深致远' 余毒的洞察

力的确超凡脱俗' 欲知奇丐真面目&有

分教&梁王隐匿周家口&说破英雄惊煞

人' 这个貌不惊人的乞丐&原来正是曾

经叱咤风云&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的捻军首领111搅得清廷地动山摇的

梁王张宗禹'当年&为了联合陕+甘回民

义军抗清& 他在中牟与遵王赖文光+鲁

王任化邦分兵后& 与幼沃王张禹爵+怀

王邱远才率
.

万多西捻军&一路以秋风

扫落叶之势&过关斩将&直逼西安&在灞

桥镇&取得阵斩清军提督萧德扬+扬得

胜&记名提督萧集山+萧长青&布政使衔

候补道萧得纲&毙伤清军
.

千多+收降

数千人的十字坡大捷'

就在他们挟胜利之威配合回民义

军攻占绥德不久& 接到赖文光的告急

信' 为救援(誓死同生)的兄弟&张宗禹

决定回师增援&解东捻军之危' 在行动

路线上&他完全可以回师潼关&从原路

返回鲁西南一带'但后来却鬼使神差地

听从当地一名八旬老翁的建议&决定走

险棋+犯京畿&以直捣虎穴&用围魏救赵

之策&吸引清军勤王救驾&达到减轻东

捻军军事压力的战略意图'

救兵如救火' 很快&张宗禹便率大

军突破山西按察使陈的黄河防线&势

如破竹&长驱直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陷绛州+占运城+趋新乡+安阳&一路

北上&如入无人之境'挥戈跃马&连续作

战&临定州+克保定&策马卢沟桥&威逼

京师' 清廷震惊&急调河南+山东+安徽

的各路大军勤王救驾&解京师之危'

张宗禹此举& 确实调动了清军&但

也引狼扑身& 使自己陷入孤军作战&被

众敌合围的险境' 为迅速脱离强敌&扭

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张宗禹率部突破清

军围堵&试图转战直隶&迂回山东与赖

文光合兵'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就在此

时&他们得到任化邦战死&赖文光被俘&

东捻军全军覆灭的噩耗'

回救已无意义& 张宗禹因势施策&

与诸将商议&急回陕+甘&再图发展' 而

此时&李鸿章已率重兵依太行+据黄河&

森严壁垒&张网以待'

兵无常形&情随境变' 在侦知这一

敌情变化后& 张宗禹只得避实击虚&转

兵东进' 连克德州+沧州&攻占杨柳青&

兵锋直指天津' 叵奈久攻未克&为解决

大军粮食问题&张宗禹被迫率部转战到

德州+荏平一带&打算北渡运河&杀回群

众基础较好的鲁西南一带'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也正是从此

时起&悲剧己经开始&厄运即将降临'在

李鸿章十万大军穷追不舍&远设大包围

圈&近分割兜剿下&曾经威震半个中国&

令清军闻风丧胆的捻军&在左冲右突中

损兵折将&败多胜少' 结果&疲于奔命&

江河日下&在徒骇河南岸重蹈东捻军覆

辙&全军覆没'张宗禹左腿中弹负伤&知

大势已去&趁着夜色&在乱军中抱着一

捆秫秸&凫水脱身00

捻军的军事集团被摧毁之后&清廷

腾出手来&开始搜捕+镇压捻军失散人

员' 严令各地官府&力行保甲&逐户清

查&对各处藏匿余匪&断不可使一人漏

网 &务必搜捕净尽 &斩尽杀绝 &以除隐

患'对于张宗禹&更是要求活要见人&死

要见尸&大街小巷贴满附有其画像的缉

拿告示'

张宗禹跳河逃出清军包围圈后&昼

伏夜行&一路乞讨&辗转来到周家口'

俗话说有备无患'早在曾国藩坐镇

周家口督剿捻军时&为获悉曾军调兵遣

将军情+伺机攻打周家口&张宗禹便暗

布耳目&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委派其

略通岐黄之术的如夫人林英&带两名信

得过的贴身侍卫充当伙计&在老街开张

一家(仁义堂)中药铺'此次张宗禹之所

以千里迢迢直奔周家口& 就是想躲到

(仁义堂)避难' 然到周家口后得知&林

英早在一年前就因被捻军叛徒潘贵出

卖&宁死不屈&被官府施以酷刑&剥光衣

服骑木驴游街示众后&用贯钉四脚八叉

活活钉死在西城门墙上'好在林英生前

视钱财如粪土& 时常周济穷苦百姓&在

大家病时支锅熬药&任人服用&分文不

取'数天后&人们感念她的恩德&偷偷把

她卸下来葬到义地'

张宗禹强忍悲痛&住进义地&守候

在亡妻墓旁' 他情知&像孤雁一样离群

索居&势必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大丈

夫理应轻生重义&比起数万义军将士的

鲜血&自己又何惜此头呢- 毅然搭庵而

居'

开始&雄心未泯的他还打算先设法

联络些旧部& 再在周家口发动群众&重

举义旗&东山再起' 但希望很快便破灭

了'他发现&在这个商业重镇&是个小鸡

有两爪&孬好挠挠就能喂饱肚子' 而造

反就是流血+就是拼命+就是杀头&造反

的人都是因为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只

要有一线生存的希望&谁冒杀头的风险

造反呢.

英雄落难&回天乏术&思前虑后&张

宗禹只能暗自扼腕长叹*(唉&吾已无力

再唤醒梦中人啦- )好在&由于捻军未攻

占过周家口& 官府搜查的力度相对弱

些&张宗禹本想钻灯下黑的空子&匿迹

隐形&以待天时' 不想因渲泄心中的郁

愤&引起余毒的怀疑00

两天后的黎明时分&余毒突然率人

将义地包围&事前已分好工的十多名壮

汉各执兵器&冲进庵子抓人&但见地窝

子内空空如也&哪里还见奇丐踪影' 把

里边杂七杂八的东西扔出来查找罪证&

一无所获&仅在破棉被油渍斑斑的白色

被里上&发现两行字*(虎贲三千&直扫

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 )

奇丐呢.原来&头天后晌&有个小乞

丐告诉他& 看到好像有人在跟踪他&对

自己身份心知肚明的张宗禹立刻警觉

起来'

(此地不可再留- ) 张宗禹拿定主

意&天亮远走高飞'不想鸡叫头遍时&他

忽然听到从官道上传来一阵纷乱杂沓

的脚步声&须知&声音的震频是可以通

过地面传导的' 身经百战的他凭着直

觉&知事不妙&麻利起身&从庵棚上抽下

几根竹竿挟在怀中&在官兵包围义地的

前几分钟&猫腰一溜小跑&蹿上河堤'故

伎重演&跳入沙颍河&抱竿顺流而下&自

此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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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腾明 姚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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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闻*(九寨沟归来不观水' )前不

久就慕景前往一游' 观水看景&心中顿

生(桃花流水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的感觉'

九寨沟之美在于水' 景区内有
##&

个翠海&

#(

个瀑布群&还有多处大面积

钙化滩流&可谓一步一个景&一步一变

幻'这里湖泊景色&近看绿水清澈见底&

远望蔚蓝平静无波'这里湖水透明度有

的可达
./

多米&透过清亮的水&可看到

湖底的藻类+沉积物和山峰树影&显得

五光十色&使游人恍如踏入仙境'

珍珠滩瀑布是九寨沟内一个典型

的组合景观' 瀑布宽
!""

多米&落差最

大处达
0"

多米'水流白中泛蓝&银中凝

绿&更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 犹如

一面巨大晶莹的珠帘&从陡峭的断层垂

挂而下&雄伟壮观' 上端滩流由台面上

注入下方丹祖沟& 形成壮观的飞瀑&似

银河天降&气势磅?&在山谷中发出惊

天动地的轰鸣声' 宽阔的瀑布冲进谷

底&卷出千万堆浪花&在翠谷中涌起水

雾&既而向东狂奔而去&水声咆哮雷动&

山涧沸腾' 这道激流水色最美+水势最

猛+水声最大&置身于这流球飞玉的滩

中&真有(滚滚银花足下踩&万顷珍珠涌

入怀)的感受'

日则沟的瀑布堪是让人神往'这里

河道纵横&水流顺着呈台阶形的河谷奔

腾而下&构成数不清的瀑布' 瀑布分布

于山巅+悬崖+山谷+从林之间' 有的细

水涓涓&有的急流直下&有的若玉带飘

舞&有的似银河奔泻' 其中诺日朗瀑布

最为闻名' 她是中国最宽的瀑布&瀑布

落差
!"

多米+宽达
.""

多米' 宽阔的水

帘似拉开的环形银幕& 水流凌空而下&

银花四溅+碧玉狂流+气势磅礴00

五花海是九寨沟诸景点中最精彩

的一个' 有着(九寨沟一绝)和(九寨精

华)之誉'站在五花海最高点&即老虎石

上俯视&可一览五花海全景'金秋时节&

四周山坡上的彩叶大半集中在出水口

附近的湖畔& 一株株彩叶交织成锦&如

火焰流金' 倒影+水波+阳光+落叶的完

美结合&将人间最绚烂的颜色糅合在五

花海水中' 含碳酸钙质的池水&与含不

同叶绿素的水生成群落& 在阳光作用

下&幻化出缤纷色彩&一团团+一块块&

有湛蓝+有墨绿+有翠黄' 岸上林丛&赤

橙黄绿倒映池中&一片色彩斑斓&与水

下沉木+植物相互点染&其美尤妙&故得

名五花海'

当地人说*(观水到九寨&景色数群

海' ) 树正群海是由大小
01

块海子组

成&形成了(树在水中长&水在林中流)

的奇景'树正群海瀑布是九寨沟内的瀑

布群& 一连
0"

多个海子绵延
(

公里形

成多层台阶' 上层台阶海子里的水&从

海子边缘全线溢出&形成瀑布&注入下

一层台阶的海子&有多少层海子&便有

多少层瀑布' 落差最小的只有
1

米&最

大的达
."

米'水帘从山间飞出&直泻山

崖&形成罕见的森林瀑布' 沿着石阶而

下 &可见树正栈桥 &古老的石磨 +水转

经&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许多景点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九寨沟风景是以高山湖泊群和瀑

布群为其主要特点&集湖+瀑+滩+流+雪

峰+森林等为一体&形成了独有的自然

美&变幻无穷的四季景观'其风光旖旎&

引人入胜&许多美丽的水景&令人心旷

神怡&让人感受颇丰' 九寨沟被人们誉

为 (高山湖泊)+(人间仙境)+(童话世

界)&的确是一个容易让人激动+让人神

往+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