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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工人作家李文德先生

“背着画箱画遍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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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德先生李文德先生。。

我与工人作家李文德先生相识于20世
纪90年代初。

那时，我在一家省属纺织企业任工会
副主席。一天下午，西北国棉一厂工人李
文德，登门自销已出版的颂扬全国纺织战
线“一代楷模”赵梦桃事迹的长篇诗集《赵
梦桃之歌》。或许职业相同、兴趣相投，也
许谙知从文的艰辛不易，我十分爽快地买
下 10本，存放于工会书屋供职工传阅。其
实，我早在《陕西文艺》（《延河》文学月刊前
身）就拜读过他描写纺织女工爱岗敬业的
短篇小说《四个洪书英》和《质量问题》。当
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普通工人能为身边
的杰出代表著书立说，可佩可敬！

李文德出生于河南林县书香门第，参
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做过医生、记者、编辑
等，命运多舛，如他所言：“就像演绎一部跌
宕起伏，辛酸苦辣的命运交响曲。”他还主
动参与咸阳文化宫编辑出版的《职工文学
作品选》上下册工作，分文不取。

李文德 1988 年 6 月退休后，乐文之
情，笃学之心。他先后创作出版诗集《赵
梦桃之歌》《邓颖超》《东方的骄傲》《李文
德诗笺》，散文集《生命的乐章》《人在旅
途》；《安吴商妇》（与王芳闻合著）《铁图
前传》《秦商魂》《秦商世家》等 13部长篇
小说。天道酬勤，著作颇丰，总计 800万余
字且一半为“工人写·写工人”。

2010 年 7 月，我入户采访工人作家
李文德。

李老家是一套两室半的老式住房，面
积 58平方米，他专门辟出一间用作书房和
写作间，一个三人沙发、两个座椅，摆设井
然有序，略显简朴，依然书香。

我抛出首个话题：“您老咋有创作《赵
梦桃之歌》的意愿呢？”

“主要缘于我是一棉人，对全国劳模、纺
织战线的标杆人物赵梦桃和她的事迹再熟
悉不过，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关注。

1970年我调入西北国棉一
厂细纱车间当工人，亲身
感受到梦桃在一棉人心中
的地位和梦桃精神的力量
之所在，愈加坚定了用手
中的笔讴歌梦桃精神。其
实，早在 70年代我就写出
了一部叙事长诗《赵梦桃
之歌》，那时我将手稿交于
厂宣传部一位负责人手
里，他当即表态看完会给
我回复。没几天，他急匆
匆找到我连声道歉，说他
妻子错把我的诗稿当成废
纸，点了煤炉，化为灰烬。
据说，两口子为此相互埋
怨。1989年 6月，《赵梦桃
之歌》二稿脱稿后，我把原
稿寄给了一家报社，好长
时间无消息，到报社查询，
书稿也找不到。真的，那
会儿一肚子怨气，又难以

发泄，只有不了了之。”
此时，李老想起了什么，从抽屉里取

出一袋咖啡奶茶，冲泡好并递给我，我急
忙接过呷几口，真是苦中飘着奶香。他
接着说：“1990 年 5 月，我在厂销售科跑
业务，每年在厂里待的时间不超过 40
天，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要带几本书在途
中读，有时也在记事本上写些随笔什么
的。一次我前往长沙，上飞机前，厂宣传
部部长给我塞了一本厂里编印的《党的
好女儿——赵梦桃》。飞行途中埋首读
着，触景生情，让我又重拾续写《赵梦桃
之歌》的希望。”飞机落地时，他竟完成了
长诗序曲的创作。

李老兴奋地从书架上拿出已出版的
《赵梦桃之歌》，我接过细看，诗集共分“赵
梦桃之歌”“梦桃传人的歌”“梦桃战友们的
歌”“寻找”四个章节，末尾标注：1992年 2
月初稿，4月三稿，6月四稿。我随手翻阅序
言，是时任厂党委书记陈光夷所写。

“诗集共有 1700 余行，163 页。”李老
边说边为我寻找当年见诸《中国纺织报》
《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咸阳报》等中
省市报刊，有关该书和他本人的宣传报
道复印件。

李老告诉我，当年诗集出版后，在企业
乃至在全纺系统唱响唱红了《赵梦桃之
歌》。那年，在辽宁丹东市召开的全纺政
工会议上，西北一棉领导带去的 1500 册
《赵梦桃之歌》，被与会代表一抢而空；厂
各生产车间和生活区的黑板报或墙报上，
大都抄录着该书的精美诗句；厂内征文、
赛诗会、读书演讲赛等活动，也不乏选用
该诗集中的精彩片段。在咸阳新兴纺织
工业园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
朗诵比赛，还有人到他家里索要《赵梦桃
之歌》，说要选读朗诵。足见这首经典之
歌，仍在新时代里传唱着……

2007年 9月的一天，“嘟嘟……”一阵

手机铃声响起，一看号码，我便知是李老
打来的，接通手机传来他洪亮的嗓音：“你
若不忙，来我家里取新书《安吴商妇》。”我
满口应承。

晚间，我直奔李老家中，环顾墙壁四周
悬挂着他与一些知名作家的合影，见证了
他以文交友的真挚友情。落座后，我看到
桌上的长篇小说《安吴商妇》，随手拿起翻
看，他说：“昨天才从出版社取回家。”

“《安吴商妇》从构思到民间搜集挖掘
史料，联手创作、反复推敲修改，断断续
续、数易其稿。”李老说，文学创作没有捷
径，有点像绣花，得一针一针绣，不断打
磨，才会有好的作品。

《安吴商妇》是一部讲述晚清时期，发
生在古都咸阳三原、泾阳两县，周、吴两氏
秦商望族奋斗发家，荣辱兴衰的历史著
作。2007年 5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他和作家王芳闻历经 10年，对书稿
三度征询史学家、学者和文学评论家意见，
经14次修订完善，终使出版，短短9个月加
印4次。著名作家陈忠实生前评价：“目前，
在中国文学界、在陕西，塑造一个商界女主
人公形象似乎未曾见，是一部值得读的
书。”著名文学评论家肖云儒点评：“《安吴
商妇》第一次集中笔力表现了农业文明大
背景下秦商的生活和命运，显示出特有的
亮色，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李老告诉我，《安吴商妇》是“秦商三部
曲”之首，之二三《秦商魂》《水旱码头》也已
列入出版计划。

2019年 7月上旬，我再次拜访李老，从
他桌案看到一摞新书，书名是《秦商世家》，
共三卷本。

李老指着案头的书稿娓娓道来：
“2007年，就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
《秦商世家》，历经 11年，去年初 150万字
的书稿杀青。为这部书稿，我曾五次沿着
四大家族经商地、多个省市区进行调研采
访考察，三走茶马古道，自费赴越南、柬埔
寨、老挝等国实地走访。”

访谈中，李老感叹：“写书难，出书更
难。不管结局如何，我会努力。我要活到
老，写到老，只要一息尚存，我会不停地写
下去……”

2020 年 6 月，因年事已高及身体状
况缘故，85 岁的李老决定把自己收藏的
500 余册书籍以及 10 余部尚未出版的小
说、影视剧本手稿无偿捐赠给咸阳图书
馆。李老说：“这是给藏书和手稿找到一
个更能体现价值的‘归宿’。”

天有不测风云。2022年 7月 23日，对
李家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87岁的李文德
先生因病离世。当这一噩耗传来，西咸两
地不少文朋诗友纷纷以挽联、祭文等形式
追思哀悼。

编辑李高田在《西望咸阳忆故人》祭文
末尾写道：“唉！我不晓得文德老所去的那
个世界，有无写作这一行，但我还是要托清风
寄语于他：金盆洗手，再勿如此生这般劳碌
了！然而，江山易改，禀性难移。那头的文德
老，怕是断难改变初衷的。” □张翟西滨

李文德先生李文德先生（（右右））向咸阳图书馆捐赠向咸阳图书馆捐赠500500册书籍和手稿册书籍和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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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临潼区既是闻名世界的秦始皇兵马
俑所在地，也是古城西安的农业大区，沉淀着厚
重的农耕文化。

这里有一位省级“非遗”传承人，用巧手记录
乡愁，唤醒人们对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的记忆。

“木龙木龙，越摇越红，供吃供穿，确保平
安。”用方言念着一句句农谚，手里把玩着木制农
具，今年80岁的老匠人李树森时常要把自己的作
品摆出来晾晒，摆在桌上的耙、犁、铡刀、独轮车
等，都是原物件的小比例“复刻”。他在家里摆放
的近百件微缩农具中，绝大多数为榫卯结构，还
原了很多细节设计。像纺车、水车等甚至可以活
动起来，模仿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的场景。

自小生活在临潼农村的李树森老人，15岁师
从当地匠人学习木艺。早年制造维修了不少农
具，给邻里带来了便利也在自己心中种下了乡愁
的种子。2000年前后，随着一些手工农具逐渐被
机械代替，以前做过木刻工艺品的李树森萌生了
制作微缩农具的想法，由于对每种农具的结构细
节都了然于胸，心灵手巧的他三四天就能做出一
款精美工艺品。至今，李树森制作过上千件微缩
农具，一些被外地的收藏者买走，一些给邻里的
孩子们把玩。每被带走一款，李树森就再拿出锯
子、锉刀做一款，使这些农具成套出现。“咱老祖
先发明这么多物件要配合着用，如果只有一种，
你就很难给人讲清楚它的用途。”李树森说。

凭借精湛娴熟的技艺和对农耕文化的还原，
李树森的“栎阳木刻”在2016年成为陕西省级“非
遗”，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李树森使用原生木质制
作的微缩农具淳朴自然，结实美观、精巧细腻，成
为一部展现历史、传承文化、唤醒乡愁、教育子孙
的活教材。尽管年事已高，但身体硬朗、睛明眼
亮的李树森还在持续“镌刻乡愁”，也带出了好几
位徒弟。生活在关中农村的他希望多和外地的
农民或工匠交流合作，把全国典型的农具都复制
保存下来。

“我做的有些农具别说现在的年轻人，就连
很多中老年人都没太见过，如果不复制保留下来
可能再过几十年就失传了。”李树森说。

这些年，李树森想着趁自己身体尚好再制作
一批原始比例的农具，把自家院子变成农耕历史
展览馆。“我就是想看到小时候见过、用过的农
具，都整整齐齐排在一起。”李树森说。

□郑昕 邹竞一

仅城墙上的同一个门楼
曾经一连画了五六天

9 月 21 日上午，笔者在西安市环城
公园南门段见到了 48 岁的王春辉，他正
在用油画描绘雨后的城墙美景，吸引了
不少散步、晨练的市民驻足观看。

王春辉是山西人，住在西安南门附
近。从 2017 年起，他去公园等公共场所
作画，已经有五年时间，除了去环城公
园，还常去大明宫、莲湖公园、兴庆宫公
园、革命公园，他还画过钟楼、大雁塔，有
时写生还会去蓝田。“我就背着画箱画遍
西安，这也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别人问
我怎么不出去走走看看，我认为西安的
风景够多的了，足够我画了。”王春辉说，
西安美丽的地方太多，重要的是能发现
美。神禾塬也是他喜欢作画的场地之
一，“这里是柳青故居，流传一句话‘大雁
飞过神禾塬，误把长安当江南’。我之前
在那画过一幅，有小桥有流水，别提景色
多美了。”

王春辉的画箱，看起来很有年代感，
木质画箱里，一排挤着各种颜色的颜料，
十来支画笔铺在地上，一张纸片就是他
的调色板。“这画箱是我改造的，最初买
回来发现太浅，放不了多少颜料，我也爱
做手工活，就把箱子边缘都加深了。”王
春辉站起身来说，因为常年背着画箱到
处跑，跑出了高低肩，右肩膀明显比左肩
膀低一截。只要有时间，他都用来画画
了，“对艺术的爱好执着，染上了就一辈
子丢不了。”

“别人都叫我画疯子，我从小就爱画
画，靠着画画在西安安家落户。”王春辉
说，他春夏秋冬都出来画画，画过一年四
季的城墙，仅城墙上的同一个门楼，他曾
经一连画了五六天，每天都画同样的场
景，就是为了在对比中找到最好的作品，
没画好就睡不好觉。

从小受奶奶影响爱上美术
第一次画素描不懂构图

王春辉第一次接触到绘画是在小

学二年级，“小时候在农村，不知道啥
是画画，我奶奶剪窗花剪得特别好，我
那会儿就喜欢。直到初中毕业了，才
知道啥是素描。”

王春辉最早正式学画，是在老家的美
术学校，“当时老师说我是个怪人，因为
我不管画室有没有人，画画时精神集中，
只要一投入，画着画着就唱起来了。”王
春辉的这个习惯到现在也没改掉，在公
园里也是画一会儿就唱几句，边唱边画，

“也许是画画能让人心情变好。”
刚学画画时，老师拿了八开大小的

纸，摆了一排几何形体让大家画静物，
“那么大的纸，我就画了一个鸡蛋大小的
立方体，跟小鸡吃米图似的。”王春辉
说，现在想想都是趣事，那时的自己，根
本不知道何为构图，“老师看了说我线条
还可以，就继续教我了。我那时候看城
里孩子画素描线条，觉得人家都特别厉
害，他们对美术接触得早，好在半年后我
就超越他们了。”

辗转多个城市扎根西安
将妻女接来生活

20岁时，王春辉从山西老家去了杭州
的一家油画公司，“因为画得好，我们老板
也很喜欢我，还给别人说，并不是学习不
行人生就不行，画画一样有出路。”王春辉
说，当时自己每个月挣 2000元算是高工资
了，每个月给家里 1000元。

1996年，王春辉在老家经人介绍认识
了一位姑娘，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我那时
在村里比较红，而且在外面也认识了很多
人，但我还是想找个老家的对象。”他说，
和妻子刚认识的时候，她也不知道画画能
干啥，就只是崇拜好奇，“她很诧异，画画
还能挣钱。”1997年二人结婚，后来有了两
个女儿。2000年，王春辉曾来过西安，在
南大街摆地摊，半年后去了湖南，后来又
去北京待了几年，辗转多个油画公司。慢

慢孩子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王春辉回
到老家。“2004年，我又来到西安，开始弄
了小工作室，那时还在省体西门、八仙庵
摆摊卖字画。”日子越过越好，在西安买了
房子，把妻女都从老家接到了西安。

王春辉认为画画除了天赋，爱好也很
重要。他说，早些年，他教两个女儿画画，

“她俩开始都画得很好，但后来就不好好
学了，现在一个大学毕业，一个还在上大
学，都不画了。”

喜欢记录创作的过程
社交软件分享心得

今年夏天，西安出现了 40多摄氏度的
高温天气，王春辉去滈河附近写生，“天气
太热了，光线太强并不适合作画，我当时
就是想考验一下自己的意志力，晒了一
天还拍了抖音，第二天背都晒伤爆皮
了。”他说，这样的做法不提倡，但当时就
想体验一次。

王春辉喜欢记录自己的画画过程，并
发布到自己的网络账号之中：2017年 3月
环城公园的古城春色、2018年 3月的兴庆
宫公园、2019年 8月的大明宫秋日……不
同时间、季节和天气的同一地点，王春辉
带着他的木制画箱一笔一笔用心创作，
他的油画同样也记录着古城近年来的不
少变化与发展，古城愈发生机盎然，“古
城的环境在逐步提升，各类的设计也充
满了人性化。”王春辉说，前几年西安护
城河及环城公园进行了改造，公园道路
平整干净了，可供市民休息的座椅多了，
城墙下树木的“高低胖瘦”也恰到好处，
他喜欢安静地坐着，绘画出古城的美丽。

笔者在采访过程中，不断有市民驻足
观看，还有小朋友来围观。70多岁的刘先
生是南门附近的居民，“第一次见有人在
公园画画，这里跳舞、锻炼的人多，画油画
的不好找。他在记录西安的美景，其实他
也是美景的一部分。” □佘欣 于震

展示作品展示作品。。

制作微缩农具制作微缩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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