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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戏故乡的戏 □姜 波

上世纪 90年代，在陕北榆林的农村，对
老人和孩子来说，看戏可是一件大事。

榆林虽然地属陕西，但远离关中，很多
地方靠近山西，甚至与山西仅隔一条黄河，
口音、习俗、饮食更类似山西，当地所演唱
的戏曲也并非秦腔，而是晋剧。

每年快要开戏的时候，村里老人们就
开始盼望起来，眉眼里都是笑意，一下子像
回到了小伙子、大姑娘的年纪，如老树在春
日里发嫩芽，对小孩子也格外宽容，偶尔还
要在脸上亲一口。

等到山西晋剧团带着装满道具的大木
箱子，渡过黄河，光秃秃的戏台四周立马
彩旗飘扬，锣鼓声振地山村都颤抖起来。

老人们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
老奶奶们头上搭块手帕，老爷爷们头上扎
起白羊肚子毛巾，定让两个角儿在额前高高
翘起。各人拉上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欢
欢喜喜地朝戏场走去。每次，爷爷总拉住
我，不让我乱跑。后来，长大一些，就让我扶
着他，见到老朋友就一路和人家闲聊：“老伙
计啊，身体怎么样啊？噢，这是我孙子，老二
家的，都能扶我看戏了。”我看看身边日渐衰
老的爷爷，再看看黄土飞扬中的彩旗，年纪
尚小的我心中，竟也生出些许荒凉之感。

晋剧既粗犷又清丽，唢呐、笛声时而高
亢，时而凄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春季风
又大，吹起黄土，萦绕在戏台周围。演员们
就在这样的戏台上展示自己的毕生所学，
生旦净末丑轮番出场，演绎着世间的爱恨
情仇、悲欢离合，荒凉又凄美的唱腔回荡在
尘土飞扬的戏台上空。台下的老人们在看
着戏台上沧桑变幻，心里是否也想起自己当
年的年少轻狂。中国的戏曲，一人在台上翩
翩一圈，可以是万水千山；一个背负旌旗的

将领，带着三个兵也能演出百万雄兵的浩
荡；两人同在戏台两角各自独唱，亦是人世
渺茫、想见不能的凄凉。

这戏，每年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出，老
人们却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我记忆深刻
的就是《狸猫换太子》，心里觉得很恐怖，
可爱的小孩子被剥了皮的狸猫换掉，每次
演到这里，老人们都要气得捶胸顿足。我
有几次，偷偷揭开小表弟的被子看，看他
是否被别人用狸猫换掉了。

小孩子的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吵着要
回家，老人们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从一层一层
包裹的手帕中找出三毛两毛钱来，让小孩子
去买点麻花或者冰棍吃。还要嘱咐，省着花，
不要乱跑。往往话音未落，小孩子就跑得无
影无踪了。

吃完麻花、冰棍，去参观戏台对面的庙
宇。村里的庙非常小，只是一口小土窑，
里面点着煤油灯，昏暗幽深，只塑着一尊
神仙，小小的身子端坐在椅子上，头戴着
平天冠，帘子后的一张金脸上目光如炬，
不怒自威，让人不敢直视。忽明忽暗的油
灯，让塑像更多了些神秘和威严。

夕阳西下，忽然鼓乐齐鸣，喜庆非常，
所有演员都出现在戏台，这就是午戏结束
了。中国人喜欢这样大圆满的结局。老人
们余兴未尽地拍拍身上的尘土，伸展坐麻
了的腿脚，四下寻找弄得脏兮兮的孙子、孙
女。然后慢悠悠地回家，脸上挂着心满意
足的笑容。

多年后，再回到家乡，戏台更加破败，
我眼前浮现出当年戏台上的热闹场面，耳
边仍响起悠扬的唱腔。忽然想起当年那
个独自偷偷练戏的女旦，不知她现在身在
何处，过得还好吗？

笔走龙蛇

常听人说：“如今都已经是键盘时代了，为
啥还要强调写字甚至练习书法呢？”其实，这是
一个如同问“当今快餐和外卖这么方便，为啥烹
饪和饮食反倒越发讲究了呢？”一样，是一个不
成问题的问题。

快餐、外卖只是让你吃“饱”，美食才能在吃
饱的同时更吃“好”；而好好写字和把字写好，正
是在文化上善待自己。电脑打出的是“字符”，人
写的是“字”；“字符”只是符号，而“字”除了符号
功能外，还是书写者形象、气质、精神的一种体
现，所以古人云：“字如其人”。俗话说：“字是人
的第二面孔。”也因此练字学书，与美女帅哥的
美容健身，与莘莘学子的求知问学，与芸芸众生
的励志修身一样，都是为人生加分的直接方式。

我们写出的字，从来就不只是文字学所定
义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它还是一幅幅寓
意深刻的美丽图画。写字，在中国人眼中，也从
来不只是“记录语言”那么简单。

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记忆：初入学堂，学写
的第一个汉字，或是自己的姓名，或是“上、大、
人、尺、刀”之类。当小手被握在老师或长辈的
大手中，一边直接感受来自师长身体的温度，一
边听着他们在耳边念叨着：“一撇一捺，这就是

‘人’字，做人要正，写字也要写正……”如此情
形，岂止是在学习写字，分明是在接受精神的洗
礼、文化的传承和人格的塑造。

随着学会书写的汉字越来越多，我们也会被
告知越来越多的写字规矩，诸如，“执笔要正，运笔
要稳”“横平竖直，心正笔正”“字要端庄，人要正
派”……这些规矩，与其说是关于写字的，还不如
说是关于生活和做人的。次序、态度、品格、道德，
所有的规矩，说到底便是一要包容，二要正直，因为

这“规矩”二字，“规”是圆规，“矩”是直尺；前者能作
圆，圆最具包容性；后者能作方，方最稳重。在中国
人的心中，写字从来就与做人紧密相连、密不可分；
甚至，在人们的心目中，识字、写字，本就是为了做
人，写字原本就是为做人服务。“书如其人”包含着
的是中国人之于文化的一种良苦用心。

说到良苦用心，有一副字联很妙：“若不撇
去即为苦，各自捺住终成名。”初看它，一般人或
许只当是一副普通的对联，意在人生哲学的训
诫。但再细看，这种训诫正是通过“若”与“苦”、

“各”与“名”四个汉字的形体结构来实现的。这
副对联不只是在说“字”，更是在说“理”，说做
人，说人生，说哲学。

一般说来，横平竖直是持重，龙飞凤舞是得
意，长枪大戟是奔放，铁画银钩是倔强，水墨淋
漓是才情。然而，横平竖直、龙飞凤舞原本与
僵硬死板、张牙舞爪只一纸之隔，长枪大戟很
容易成虚张声势，铁画银钩很容易锈蚀成枯杆
烂枝，水墨淋漓得过度一点儿，就成花团锦簇，
所流露的则又全是脂粉气。我们写字绝不仅
仅是写字，更是通过书写以重温匀称、平衡、适
度、和谐等汉字结体的美学原则，并复习提按、
顿挫、浓淡、干湿等点画书写的用笔要领，更操
练萦带、和谐、计白当黑等章法布局的艺术规
律，且以求得其笔墨之内的神韵和笔墨之外的
精神，亦即求得生活中待人处事的认真、执着、
精益求精、以术求道。

汉字既属于文字，也属于艺术，属于哲学。中国
人的文化核心价值，其实一直都是由汉字的书写来
成就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
写字也既是实用的书写，也是文
化的继承，更是人格的塑造。

键盘时代说写字键盘时代说写字 □诸荣会

华 山 之 巅华 山 之 巅 □高 鸿

第一次登华山是雨天。八月的雨
有些闷，有些黏，淅淅沥沥，把人的心都
淋湿了。在缆车前排了一个小时队，还
没上山，腿已经开始发软。上到北峰，
天推开一道缝，阳光像探照灯似的扫了
过来，追逐着人们的脚步。苍龙岭被雾
托着，像一条蛟龙逶迤而来。西峰于云
雾缭绕之间磅礴而起，十分震撼。

第二次登华山是晴天。秋高气
爽，风和日丽。阳光很充沛，整个山体
被罩了一层明亮的光彩，清新滋润，风
姿撩人。飞机上看这一片突兀的山
体，洁白的颜色是它区分于其他山峰
的主要标志，华山白得干净，白得灿
烂，像汉白玉一样熠熠鲜亮。据导游
介绍，华山形成于亿万年前的一次造
山运动。那次伟大的运动使陆地大规
模抬起，沧海桑田，许多山系便有了自
己的雏形。那时的地球上虽然没有战
争，但火山频发，浓烟蔽日，大地上该
是一层厚厚的灰，山是黑的，水是黑
的，你看那泰山之石，一看就是亿万年
的沧桑。因为知道晚上要住在山上，
所以我们走得很慢。文人在一起，免
不了都是浪漫的话题。华山是财富之
山，岩石上刻着“白银世界”的字样，不

知是因为山体如银，还是因为少昊之
主管？这里是神话的世界，影响最大
的当属《宝莲灯》之《劈山救母》了。看
来再坚硬的岩石也会被爱融化，二郎
神广大的法力也没能够阻止沉香母子
团圆。华山是华夏的脊梁，是中华民
族的龙脉。中华之“华”便缘于华山，
华山因此又被称为英雄山。解放军智
取华山，让世人认识了华山之险。大
家在感叹华山之人文奇峻时，更多谈
论的是古人攀登的艰辛。

想我等乘缆车直抵北峰，省去大
部分艰辛，就这一段路程，尚腰酸腿痛，
爬了大半个时辰，至东峰云梯下，腿已
发软。硬撑着攀上云梯，胳膊似乎也在
发抖，被凉风一裹，浑身都颤了起来。
听说华山日落也是一景，奈何昙云厚
积，天早早就暗了下来，四周一片朦胧。

夜幕悄悄地压了下来，没有月亮，
也没有星星。风呼呼地攒着劲，为夜
里储备着能量。想着要在这高山之巅
过夜，心里生出一股细细的浪漫。风
越来越紧，冷凄凄的，渗骨冰凉。四周
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躺着聊了会
天，睡不着，于是就裹着大衣来到外
面。天上的云褪开了一块，像一扇打

开的窗户，豁然敞亮。星星格外得近，
格外得明，把那块空间稀释得辉煌透
亮。风硬硬地吹着，在松林间呼啸而
过，发出排山倒海的声响，像一帘巨大
的瀑布。华山没水，松涛形成的瀑布
声填补了这一缺憾。山下灯光铺成的
道路金碧辉煌，远观像海市蜃楼，然而
那却是人间，我们反倒像是在天上了！

冷。裹紧衣服回到房间，在松涛
的轰鸣声中渐渐入睡。迷迷糊糊中，被
外面的声音惊醒，哗啦啦的，以为下着
大雨。披着大衣来到门外，眼前的景状
令我大吃一惊：一群巨大的怪兽青面獠
牙，面目狰狞。月光下，晚上被黑暗隐
去的山峰突然冒了出来，像传说中的巨
灵神手持铁锤，扑面而来……我稍作
镇静。也许当初造山运动的时候，华
山就是这般情景。明白是山，心中还
是有些惧怕。因为是深夜，四周松涛
形成的瀑布声如雷贯耳，而眼前的景
致又是如此魔幻，我都有些弄不清是
真是梦了。回去再睡，早晨还要起来
看日出呢。感觉刚睡了一会儿，就听
见外面在喊：“各位老师，起来看日出
了！”天是黎明前的那种灰色，眼前的
三公山不再恐怖，晨霭中的山体层层

叠叠，透着一股朦胧的美。日观台聚
集了约上百人，长枪短炮。大家掩饰
不住脸上的兴奋，静静等待太阳喷薄
一跃的那一瞬间。

天上有云，黑色的，积得很厚实。
好在距离山体不远的地方留了一段空
白。太阳还没出来，云端的颜色开始
躁动。云层越来越红，奔涌着，像炽烈
爆发的熔岩，形成一幕磅礴壮观的景
象。太阳还没有出来，熔岩一点点暗
淡，边沿部分熠熠发亮，闪着耀眼的
光芒。云彩进一步淡化，一些性急的
人收起了相机，准备坐下来休息。这
时，一阵震耳的呼喊声响了起来：“太
阳出来啦！”就见那轮红色的球体喷
薄而出，跃出山峦。万道金光铺了下
来，给灰白色的山体镀上了一层暖
色，上面的云彩又亮了起来，变成了
火烧云。太阳继续往出走，昙云瞬间
连成一片，像燃烧的炉膛，红得一塌
糊涂。山体在阳光的普照下由远及近
层层皴染，石头和人脸都亮了起来，红
彤彤的醉人。

屐痕处处

雾笼山色远，水映禾苗间。

耕牛夕阳去，笛鸣牧童还。

蓝屋袅炊烟，柴门闻母唤。

稚时最为趣，闹市心不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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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夏日早晨，我这个北方的“旱
鸭子”，独自到神奇秀丽的“蓬莱仙
岛”上旅游观光。迫不及待赶到海岸
边上的一座岛屿，站在一块礁石上，
尽情观赏着碧波浩渺的天水一色，聆
听着海涛声声，突然间，我又想起了
家乡的小溪叮咚……

中国西部雄浑的黄土高原，渭河
奔流过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在那
苍茫无边的渭北一带、丘陵沟壑区域
间，每处都流淌着野性自流的淙淙溪
水。它清甜甘美，捧喝一口，沁人心
脾。用乡亲们的话说：解渴要喝山泉
水，清爽胜过“观音水”！

这回忆中的乡情，让我联想起实
景，山溪的本身能否与大海相比？实话
说，那确是自不量力。但它为何又要
奔腾不息朝此而来呢？是的，山溪自
知渺小，众多人不会把青睐的目光投
向它，或专门去欣赏它。然而，它却从
不自轻，更不满足，不停吸收，不断充
实、壮大自己。细看那悬崖峭壁上，到
处挂满晶莹的水珠，它们自然地往山
下缓缓汇聚，成为一脉细细的清流；岩
缝青苔中，渗出一滴一滴，又在岩畔
中，慢慢汇合成一股涓涓流水。直到
兼收并蓄，来者不拒，然后再穿越重重
山岭，淌过深深峡谷，流过丛林草地，闯
过道道石滩，创造出了大自然的奇观壮景。

伫立海边，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一滴水也能映出
太阳的光芒！山溪，你有自己的目标和志向，在漫
长曲折的征程里，没有彷徨、徘徊，也没有流泪、悲
叹；你从小到大，从溪到河，由河而江，由江变海，
成为汪洋大海里无数朵浪花，才让大海显得如此苍
茫、迷人……

海风轻轻吹，海浪轻轻摇，从大海与小溪的对话
中，我想到许多……人世间的伟大与渺小，神奇与平
凡，团结与向上，个性与包容，梦想与现实原来是如
出一辙。从此情此景中不由看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
重要标志——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又是怎样
融会贯通的，不正也是由无数支小小溪流、涓涓细波，
淙淙汇合而成为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吗！

黄婆年过半百，头发
花白，脸色蜡黄，到处寻求
美发白肤秘方。牦牛屯巫
婆说：“吃甚补甚，黑芝麻黝
黑，老酸奶乳白，天天吃黑芝
麻拌酸奶，头发乌黑发亮，
皮肤美白润泽。”黄婆轻信
不疑，立即行动，预订一年老
酸奶，订购一百斤黑芝麻，
白天吃三顿，晚上加一餐。

一天傍晚，黄婆在广
场 舞 现 场 眉 飞 色 舞 地 大

谈美发美白“秘笈”，灰汉
听罢质疑道，如果黑芝麻
的黑色素沉淀到脸上，变
成色斑，酸奶里的白色被
头 发 吸 收 ，难 道 不 会 适
得其反吗？黄婆吓坏了，
立 即 扔 掉 手 中 尚 未 吃 完
的黑芝麻酸奶，急忙找地
方照镜子去了。

寓 言

黄 婆 美 发黄 婆 美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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