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泷

我家有一个曾经装过油漆的塑
料桶，如今，桶里生长着一蓬灼红的
石榴花和大小不一的石榴。石榴树
兀自妖娆着，把热烈、温馨的静美写
在冬季寂寥的空间。

那 年 秋 天 ，我 和 报 社 同 事 去 苏
州。徜徉狮子林，桂花飘香，玉兰沁
秀，满园的奇花异卉颇有些目不暇接
的意味。但我们诸多人皆围在湖水畔
的石榴树下流连不去。因为，那树盘
根错节，虬枝如龙，尚有三几枚成熟的
石榴悬挂于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和
绿叶的映衬中嫣然地红着。有的居然
咧开了嘴巴，像极了笑容灿烂的孩子。

那石榴的清香与妖娆，让我们一
路的旅途有了快乐的话题。

大约，对石榴的钟爱和情结，在
那时就埋下了伏笔。

那年春天，妻子喜滋滋地对中午
下班的我说，你不是喜欢石榴吗，小
区的一户老人嫌自家的石榴花占地
方，不要了。我找人抬到了咱家。

果然，那蓬石榴端坐在书房里，
高耸着，盎然着，让人不由想起“一树
春风绿满枝”的诗来。但是，一年多
的时光下来，那石榴依然浓浓地绿
着，就是不见红艳的花期。

可能，时间的积淀，才能酝酿厚
重的成果吧，就像美酒，窖储的时间
越长，其醇美的程度才越高。这就是
常识中的厚积薄发。一年后，壬辰年
春夏之交，我家的石榴开放了，先是
米粒一样的花苞，若隐若现，一粒两
粒，很难寻觅。接着，花开了。在我
意识里，花开是有声音的，窸窸窣窣，
若惊雷，总是绽放在于无声处。花一
开，就接上茬儿了，一朵，两朵，五朵，
八朵，后来，就数不过来了。一串一
串的，一片一片的。一朵，就是一个
火苗，一簇，就是一片火焰。我想，
宋·王禹偁在《咏石榴花》的描述更为
准确：“王母庭中亲见栽，张骞偷得下
天来。谁家巧妇残针线，一撮生红熨

不开。”但是，其花朵是越开越鲜艳
了，却总也不见果实，像一个美丽的
谎言，让想看到结果的我产生了视觉
疲劳。前年的秋天，在全家悲观的期
许中，总算看到花蕾脱落后遗留的一
抹嫩苞，犹如繁华过后的沉寂，和沉
寂中含英咀华的反思。我在暗暗遥
祈着，但愿这淡绿的嫩苞能够穿过时
空粗粝的手掌，长成沉甸甸的果子！
后来，这果实发了岂可辜负主人期待
与眷顾的善心，一枚一枚竞相长大
了。果实长大的过程，是美好渐次打
开的过程。从高粱粒大小，到珍珠大
小，到蜜丸大小，到苹果大小；颜色也
从淡绿到深绿到淡黄到深黄到淡红
到深红。一路走来，风生水起，风光
无限。我不禁想到唐·韩愈“五月榴
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的诗。
在他笔下，石榴五月就已经落花结子
了，可能是南橘北枳，我的石榴却在
九月结子，并在隆冬渐渐走向成熟。

如今，这株石榴依然年年叶绿花
红子满枝，只是像芳馥的大樱桃，没
有了苏州狮子林那野外石榴的壮硕。

面对石榴，我想到很多。我家有
很多的花，但是，这么多花卉，能善始
善终开花结果者不是很多，应了“毕竟
并非每朵美丽的花都是为了果实而绽
放的”那句话。是啊，一般情况下，当
繁花开到荼蘼处总是会悄无声息的衰
败。好在，石榴脱颖为难能可贵地忠
诚者，春天，那一片浓浓淡淡的绿色，
不仅播撒生机和吉祥的气息，还抽穗
孕苞，为花开和结果做好铺垫；夏季，
花苞吐蕊，像在暗夜点燃了一盏盏灯
笼，红艳艳的，喜气盈盈，俨然苏轼“微
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的诗句；秋
冬，它的果实一直成熟着、灼红着，并
扭着嘴在笑，袒露满腹的子实，隐喻多
子多福的气象，弥漫满堂瑞气的光芒。

珍惜光阴、一路芳华的石榴，给
了我们很多人生的启迪。

石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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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绍德

歌颂，以奉献的名义
到人民中去，顶风冒雪，一辆勒勒车

拉着信仰的光芒
照亮草原的辽阔。到最遥远的牧人

家，到最边远的村屯
到叫不出名字的嘎查，苏木，人烟稀

少的牧场
穿过大漠戈壁，到边防哨所
带着政策的春风，让万马在琴弦上

奔腾

到人民中去，穿过风雨，握紧一面文
化旗帜

大地做舞台，蓝天做幕布
为一个人演出，为一群人演出，为一

代代人演
演风花雪月，演人间真情，演牧羊人

的孤独
演草原的绝美与靛蓝

到人民中去，沿着羊肠小路，沿着蓝
天白云

沿着满天星光，沿着政策的光芒
把最温暖，最抒情，最悠扬，最贴心

的艺术
奉献给不同时代里的人民

到人民中去，手捧炽热的情怀，把党
的光芒传递

颂扬的歌声，唱出心底的祝福
唱出蒙古族的深情与辽阔
到人民中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像风

把草原吹绿
把萨日朗花吹得格外鲜艳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一代代乌
兰牧骑人

薪火相传。秉承草原文化轻骑兵的
理念

将草原文化带出国门，一次次在国
际舞台

绽放着中国魅力

乌兰牧骑，草原上飘动的旗帜
这旗帜鲜红，血一般鲜艳，红旗一般

坚定
这红是永不褪色的红，从 1957 年的

苏尼特大草原
慢慢红遍大江南北，红成铁打不动

的信仰

这旗帜在草原上延伸至四面八方，
从九个人

四件小乐器，两辆勒勒车。壮大成
内蒙古地域文化的主力军

他们在蒙古包前，在白桦林下，在撮
罗子旁，在晨光与黄昏里

在田间地头，在雪花曼舞的北国之
春里

让一面赤诚的旗帜在阳光下，在人
民心中猎猎飞扬

这旗帜六十载光阴不改初衷
这旗帜越来越鲜红，越辽阔，越深入

人心
这旗帜是一颗颗红心镶嵌在内蒙古

辽阔大地上的图腾
是二千五百万内蒙古人民写给祖国

的铮铮誓言
永远的乌兰牧骑

必然心有信仰，在一望无际的辽阔
里，走出一条更为辽阔的路

必然会被铭记，伊兰，娜仁其木格，
荷花，乌尼格日勒，阿拉塔图

还有更多的名字闪烁着党性的光辉
他们心无旁骛，只想把最精彩，最温

情，最炽热的部分
呈现给高原的人们

必然薪火相传，悠悠岁月，白发与激情
诉说时代的沧桑巨变，以吹拉弹唱，

以翩翩起舞
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服务
必然会被人民歌颂，亲人一般的乌

兰牧骑
火热的乌兰牧骑，不惧艰苦的乌兰

牧骑
不忘初心的乌兰牧骑，用六十年光

阴行动证明着
有一种情怀，胜过豪言壮语
有一种誓言，叫永远的乌兰牧骑

必然是时代的排头兵，把最前沿的
讯息

最响亮的声音，最温暖的惠民政策
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浩浩荡荡

地铺满每个角落
必然会成为新时代的新风尚
服务于人民
又被人民敬仰

草原上飘动的红色旗帜
（组诗）

□关福财

冬日，喊亮一盏灯
落叶一层又一层，叠加铺陈着四

季深浅不一的思索，有些凌乱蓬松，
但不乏轮回的沉重。

谷物早已归仓。丰收的五谷，储
藏的是生命对岁月的牵挂、季节对土
地的念想。

大地想安静下来，于是那些多嘴
多舌的鸟雀便知趣地抹去了天空中
鸣叫的划痕。

我看到一根羽毛缓落于尘埃，悄
无声息，又随风起落颠簸。比羽毛还
轻的是那患得患失的身影，没有重
量，没有体温，更无法唤醒。零落的
时光却如此磅礴，淹没多少对未来信
誓旦旦的承诺。

请在心房的屋檐下挂起一盏红
灯笼！在这岑寂的天地间要让明亮
高悬，要让温暖坐在低处的人间。

静默中聆听那颗心仰天高呼着
一个乳名，它在历数灵魂的输出和生
命的回溯。

幸福太多的时候被捆绑在翅膀
上，由于飞翔而又常常忽略了脚下的
风景。不要走过春夏秋冬感受到的
只是切肤的冷暖，庭院里的那棵老槐
树是否早已等待你目光的凝视，来提
取峻拔的省悟。

徘徊在昨日，你竟不敢与往昔挥
手作别，担心辞别了落叶就要遇见
雪，怕匆匆远去的马蹄踩踏出的是一
串串凛冽。

让心灵踮起脚尖，你便会瞭望到
举着花草与鸟鸣行走的春天。

冬日，心养一株梅
岁月不居，有谁能把依附在纤尘

上的春秋沉淀成久远的驻留。冷暖
一次次被用旧，又一次次被搁置在俗
世的十字路口。

寒冷无法放逐对春暖花开的渴
望，一捧寒风用来吹落隐藏在眸子里
的迷茫。回首，那一路曾经蹒跚的脚
步，如凋零的一片片花瓣，芬芳灿烂
了翘首眺望的怀想。

世间有太多的暗语和比喻，让真
实迷失了自己。一枚孤月故意躲避
高悬的偈语，不知为谁消瘦成一弯紧
锁的颦眉、一骑山高路远的疲惫。

倔强的信念搀扶着生命正风雪
兼程，不负韶华。在时光的尽头谁是
我唯一的岸。人生那一段一段逼仄
的辛酸，是否可以装点成诗句闲阔韵
脚的浪漫？

假借山川沧桑的名义拧开一壶
卑微，就着万物从未泯灭的梦，把这
冬日喝醉，暖一暖这最冷时令里人间
的柔肠。人未醉，苍天的霜鬓已如粉
蝶飞舞。这个季节不允许心中的长
河有喟叹、更不允许心灵的天空有阴
霾的弥漫，大地已很憔悴。

洁白是对大爱的一种祭奠，雪的
内心本没有仇恨和恩怨，缺少的只是
温暖的相伴。冷寂的岁月，幸好有腊
梅帮助光阴照亮心扉。如果没有一
朵傲骨的梅花开启寒门，万里山河又
如何冲破冰雪的羁绊，携一路清香迎
娶春天的高贵。

冬天，我用文字温暖人间（二章）

散文诗

冬景宜人 汤青 摄

□连辑

吴东威先生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
学中文系，是呼和浩特市第五中学的高
级语文教师，杏坛执教三十多年，桃李
遍布。东威爱好十分广泛，尤以书法为
最。他浸淫书法几十年，书法诸体兼
善，尤以行草和榜书为精。行草主要取
法二王一路，同时徜徉在晋、宋、元、明、
清之间，互为参照，融会贯通。这使得
他的书法深入正途，已达佳境。

东威和我是发小，相交几十年，了
解不可谓不深。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
子家庭。记得在“文革”中后期，我经
常去他家，他母亲会以《长恨歌》《琵琶
行》等考查我的中文水平。我不会的，
他会吟诵几句，告诉我其中的含义。
我就想，东威有这样一个有学问的母
亲，该是怎样的幸事。

东威从小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读
书的时候，他的短跑成绩在班级、年级
和学校都属上乘，还曾以成绩优异被抽
调地区体校接受专业训练，可见天赋、
素质之高，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教师这
个职业，而且是高中语文教师。他入职
呼和浩特市五中，不是凭关系，而是要
考试的，一篇贾谊《过秦论》的讲述，征
服了所有的考官。教书几十年，他除了
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勤勉教书育人之
外，用大量的业余时间集中研习书法，
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终成正果。我自
己也是中学老师出身，先做美术老师，
后做高中语文老师。我也一直以书画
为伴，深知当老师的责任，深知学书法
的艰辛。看到东威有今天的书法成就，
感同身受且倍觉欣慰。

书法是中国文字艺术化的产物，文
字则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我们研究书
法，终究离不开循入文化堂奥，探究书
法真谛。只有对文化理解得深入，才能
对书法理解得深入。真正研习书法的
人，一定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长期
的涉猎。可以说，研习书法的过程就是
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长期认识的过

程，长期领悟的过程，长期训练的过程。
首先，研习书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

过程。书法与文化血脉相连，就字论字，
就字写字，绝非书法之道。指望仅凭一时
兴趣，临时磨枪，现学现卖，或者寻求捷
径，偷工减料，或者仅凭一些技法讨巧，就
想把书法真谛搞透，是不现实的。书法的
研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基于生活
阅历、文化修养、社会认知等个人综合素
质的提升过程。这些看似和书法无关，其
实正是古人讲的“字外功夫”。没有这些
综合功夫，我们大概对“字”也不会有更本
质更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在东威长达40
年的书法生涯中，披览群书，阅历丰富，形
成了自己应有的文化积淀、知识积累和人
生经验。在丰盈“人学”的过程中，也逐渐
对应地丰富了他的“书学”，形成了他对书
法成熟的看法、稳定的风格和特点。不管
是篆隶还是行草，东威的书法每个字都笔
笔不苟，交代得很清楚，不含糊其辞，这和
他作为老师所受到的严谨治学的训练是
高度一致的。同时，作为老师，面对求知
若渴的学生，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对
知识点的准确掌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平
时就要养成寻踪觅迹、探本溯源的学习、
思考习惯，不能一知半解，不能似是而非，
不能仅以杯水之力授学，而应备桶水之功
育人。这就要求老师博通坟典，淹贯古
今，勇于探索，勤于思考，敢于创新。此职
业习惯形成后，必然对个人的书学研究大
有裨益。东威的创作是建立在熟知书法
历史、熟读书法理论基础之上的。比如，
唐代孙过庭主张，练书法“草要兼真”“傍
通二篆，俯贯八分”。东威就是这样，他主
攻行草，但广泛涉猎其他书体，兼收并蓄，
丰富了行草书法的内涵。从东威的行草
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篆籀的圆润丰度、隶
书的方正骨感和真书的庄严气象。这就
使得他的行草面貌刚柔相济，推陈出新，
耐人寻味。这是他长期经验积累、文化积

累和专业积累的结果。
第二，研习书法是一个长期认识的

过程。韩愈讲“行成于思”。从艺术创
作的角度看，就是艺术造诣的高度最终
取决于艺术家对艺术认识的程度，具体
到书法也是这样。如果认识上受局限，
书法技法一定会遇到天花板。只有认
识水平提升了，书法水平才会真正提
升，书法水平的提升过程实际上是对书
法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唐代
张旭就讲过，就习书而言，可以“师古
人”，但更核心的是“自求之”，特别是要

“自悟”。这就突破了书法的技法层面，
上升到了书法的认识层面。这个“自
悟”就是见解和观点，就是由“器”而

“道”。真正领悟书法之道的人才真正
看得懂书法何者为优，何者为劣，何者
为美，何者为丑。当代许多习书者，无
论是“袭古”还是“创今”，都带有很大的
盲目性，就写字论写字，缺乏自己的见
解、观点，因而缺乏洞察力、辨别力，因
而就容易盲从，容易走弯路。明代书法
家王铎说：“书法之始也，难以入帖，继
也难以出帖。”入帖其实就是学习的过
程。入帖难，但是和出帖相比，入帖又
显得容易。因为入帖毕竟有帖作范本，
而出帖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探索的过
程、创新的过程，更是一个眼界和格局
的提高过程，是逐渐形成自己书法见
解、观点和主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
长的，也是充满困难的，是一个真正的
书法家必须经历的，没有捷径可走，没
有坦途可走。不少书法家在前行中掉队
了，不是因为技法落后了，而是因为认识
落后了。东威是勤于临帖的，又是敢于
出帖的。经过多年的探索，他对书法的
认识早已超出“形质”之上。正如他自己
所言：“书中有文，书中有道，书中有人，
书中有德。”用这样的认识高度去观照笔
法、技巧之类，自然会得心应手。

第三，研习书法是一个长期领悟的
过程。书法是一种高度主观的艺术样
式。一般认为，学习书法主要是学习古
人的经典。这是对的。但与此同时，不
应忽视向自然学习的观点。唐代画家

张璪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其中的
“造化”，讲的是“自然”和“客观”，“心
源”则是讲人的主观感悟。我们学习书
法，学古人没有错，但要知道古人学书
法首先是学自然的。从中国文字的形
成看，现有文字 80%以上是象形字和形
声字。这里“形”是基础，而字“形”就来
源于自然之形。文字创造是如此，书法
创作自然如此。所以，古人写书法要观
察“奔雷坠石”“露珠下垂”“泉水灌注”

“朗朗众星”等等，从自然之象中感悟书
法的造型、笔法、线条、墨色、行气、篇章、
布局等等。可见，“师造化”是“得心源”
的前提。所以，我们学书法，既要师古
人，更要师造化，既要上溯过程，又要回
到原点，既要用眼观察，更要用心领悟。

对于书法的领悟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这种领悟也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
是领悟自然，二是领悟古人，二者缺一不
可。领悟自然，就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注
意观察自然，观察生活。也许一个偶然
的现象就可以激发你的创作灵感。传说
东汉书法家蔡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
造了“飞白”的笔法，起因是蔡邕偶然看
到鸿都门外的工匠用扫帚蘸白粉刷墙，
笔画有实有虚，参差不齐。他受此启发，
急返家中尝试用这种笔法入书，遂有“飞
白”。蔡邕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写字不
仅用手，更多的是用心去领悟，从自然、
生活中去领悟。有了这种领悟，才能触
类旁通，举一反三，从善如流。领悟古
人，不是要懂得古人怎么写字，而是要走
到“字”的背后，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领
悟古人笔力千钧的专注精神、日书万字
的勤奋精神、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书外
功夫的博闻精神、尊崇传统的敬畏精神、
开宗立派的创新精神、由器而道的哲学
精神、不图名利的人文精神，等等。于书法
而言，这些精神是更为本质的宏旨要义。
只习惯于动手临摹、创作，而不做长期的

思考、探索，是很难问其机括的。东威在
书法上成果日丰与他对书法的领悟日深
有很大关系。东威的勤奋自不待言，关
键是他越来越想从“字”的背后，寻找到
古人的精神。黄庭坚说过：“凡书要拙多
于巧。”怎么理解书法的拙与巧？这还要
从人的精神层面入手。把字写拙，就像
做人一样，不圆滑，不造作，不显摆，不轻
浮。有了这种领悟，写字就不油滑，不虚
薄。东威的字正是如此，拙而不巧，满纸
质朴之美。有品味的字，不主要靠笔法，
更重要的是靠悟性。

第四，研习书法是一个长期训练的过
程。所谓长期训练，就是无论“道”的层面，
还是“艺术”的层面，最终要落实到技法的
层面，没有熟练而高超的技法，再好的意图
和见解也很难实现。技法不过关，艺术的
表现力就弱；艺术表现力弱，艺术主张就不
能完整充分地表达，书法的水平也就无从
谈起。所以，基本功的训练是一个长期不
断的、必不可少的过程，正所谓“操千曲而
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书法的基本功
是一个系统。它是由书法的复杂程度决定
的。比如，书法分不同书体，真草隶篆行
等。每一种书体又有体势的细分。如楷书
有魏碑，有唐楷；唐楷又分颜体、柳体、欧体
等；从造型上看楷书，有大楷，有小楷，有榜
书，有微书等等。书法还要讲造型、笔法、
篇章、墨色等等。这些都应当在基本功的
训练之列。如果没有长期的训练，不熟练
掌握多种书写技法，想在有限的时间、尺幅
内像王羲之说的那样，“凝神静思，预想字
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
在笔先，然后作字”，是根本做不到的。从
东威的书法中可以看出，他今日的造诣是
昔日勤学苦练的结果，既注重训练结体，也
注重训练笔法，既注重训练用墨，也注重训
练布局，既注重训练行草，也注重训练篆
隶，特别是在多种字体都有涉猎的前提下，
重点在行草上做深度的探索和研究，从而
形成有自己特点的行草面貌。我看他的行
草笔墨饱满，线条扎实，方圆结合，刚柔相
济，从容不迫，线条萦带使转清晰，落笔落
墨肯定。观赏东威的字，觉得有功力，有内
涵，有文人气韵。

作为资深教师，东威一方面非常
注重自身的学养积累，注重使其书法
作品更具文化气质、学术禀赋和艺术
修养，更富有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他
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在当地传播书
法教学，这都是我所钦佩的。真心希
望他能把他的学术真知、艺术经验广
为传布，带动社会上有同样爱好和兴
趣的人共同走入书法的圣殿。

祝福东威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再
攀高峰。

书法有道贵天真

连辑题字“艺无止境”

吴东威草书“好学为福也，犹飞鸿
之羽翼也”

吴东威
行 书“ 以 铜
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