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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
一座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们集资
建造、 横跨白石河的青石板桥就
是村庄联结外界的出口。

天刚蒙蒙亮， 江岸边矗立的
建桥功德碑前， 一小串噼噼啪啪
的鞭炮声响起， 打破了清晨的宁
静。 这是又有谁家小孩外出求学
离开了。

窗外断断续续的脚步声， 牛
脖上的铃铛声由远及近， 越来越
清晰。 太阳出来了， 有些俏皮 ，
将村庄周围翠色盈盈的竹林和杂
树林照得绚烂， 村庄立刻变得鲜
活起来。

家里的田地都在河对岸， 父
亲 未 退 休 前 都 是 母 亲 一 人 操
持 播 种 。 走过青石板桥归来 ，
脚板踏在一直通往家门的青石板
古路上， 脚步声铮亮清脆。 门开
了， 母亲照例摘下斗笠， 把背筛
和锄头放在堂屋大门后， 用手轻
拍扫裤脚边上的灰尘， 很轻松的
样子。

年过六旬， 母亲的身体已大
不如前， 忙碌家务， 还要长年照
顾因糖尿病和风湿病瘸腿的父
亲，加上痛风肿大的手指和脚趾，
母亲的食量减了不少， 身材有些
消瘦。

可母亲闲不下来， 总是对我
们说人老了， 身子骨不运动全身
酸麻， 手连鸡蛋都握不住。 我知
道母亲， 故乡是她的根， 特别是
我们都大了， 离家工作， 家里的
每一寸土地就像 “留守的孩子”
一样， 是她的精神慰藉。 在我的
极力劝说下， 母亲到现在才放弃
耕种其他田地， 只收拾河对岸的
六分田用于种菜。

母亲的生活基本是村卫生
所、 菜园、 家三点一线， 每天来
回青石板桥很多趟。 菜地占据了
她的大部分时间， 父亲因为糖尿
病忌口很多， 新鲜时令蔬菜是首
选。 母亲将菜地用竹片围成一个

圈， 一米多高的竹片紧挨着相互
交织， 围栏结实， 是防范牛羊鸡
鸭进犯最好的 “城墙”。 菜地是
座 “大观园”， 种植分布井然有
序 ， 排列整齐 。 油菜籽 、 大蒜
头、 蚕豆、 丝瓜藤、 辣椒， 一拨
接一拨的时令菜轮番上阵。

每次回乡下 ， 母亲都要我
随车带上蔬菜， 说城里蔬菜始
终没有自己家里种得清甜。

村庄因资金问题公路桥一直
没有建成， 车只能停在河对岸的
旧小学操场上。 临走前去菜园接
母亲， 站立河岸边， 远远看见母
亲在菜园里， 戴着圆锥形竹制斗
笠， 脚弯曲着半蹲在大蒜苗旁。
旁边麦浪阵阵起伏， 饱满的油菜
籽压弯了枝条， 几只燕子从电线
上轻轻弹起， 低空掠过。 母亲直
起了身子 ， 双手叠握住锄头把
尾。 一会又弯下了腰， 捡起了脚
旁的小石子， 嘴里 “嚯西” 着驱
赶几只在菜地的小雀子。 微风吹
拂， 还是几年前给母亲买的褐色
碎米上衣显得有些空洞。 母亲老
了， 消瘦了。 我鼻子一酸， 眼泪

流了下来。
过青石板桥， 走近菜地， 我

轻轻推开竹门。 菜地里几株丝瓜
藤上弹簧一样的触脚紧紧地抓住
竹架， 不停地向前延伸， 竹架上
绿藤布满了绿叶黄花 ， 几只蜜
蜂，第一朵、第二朵、第三朵……
嗡嗡不停地轻快飞舞。 母亲记忆
清晰 ， 什么品种 、 什么时候播
种、 什么时候收获， 详细地给我
讲菜地里的事情， 如数家珍。

这时一只蜻蜓落在母亲的斗
笠顶尖，轻轻地上下扇着翅膀。母
亲站在瓜架下，脸上挂满了笑。

河水依旧哗哗作响， 村庄依
旧炊烟袅袅， 石板桥依旧接受岁
月的洗礼。 从鸡鸣鱼肚白到月上
柳梢头， 石板桥已成为母亲最重
要的部分， 走过青石板桥， 母亲
与桥朝夕相伴。

岁月蹉跎， 石板桥已经成为
家乡的一个符号。 那水， 那桥，
那村庄， 只要母亲在， 这座桥依
然不寂寞。

往事温柔， 这就是母亲的石
板桥。

在人类绚丽多姿的艺术长廊
里， 许多作家和艺术家， 用如椽
的大笔， 鲜活灵动地描摹着世界
的五彩斑斓。 这些作家、 艺术家
的灵魂世界有着何种丰沛的样
貌？ 其与众不同的创作实践， 又
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现实启迪？ 新
近面世的 《文雄画杰》 一书里，
集作家、 画家、 文化学者于一身
的冯骥才， 用多重视角看作家、
感知画家， 深入挖掘他们艺术独
特性的内因， 精确还原了一个个
可感可触的文雄画杰。

这些大咖， 涵盖古今中外。
茅盾、 曹禺、 莫言、 但丁、 托尔
斯泰、 列宾……一个个光辉的名
字， 他们用非凡的作品和高超的
艺术成就， 烛照着历史的星空，
用 隽 永 的 思 想 、 深 慰 人 心 的
品 格 力量 ， 一次次颂扬着真善
美， 赞誉着崇高和伟大， 在人类
史上，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

真正的大咖 ， 不仅在文章
（书画） 合为时而著方面敏锐深
刻， 而且在德艺双馨上也是令人
敬慕的典范。 《茅盾老人》 用平
实的语言， 记录了作者与文坛巨
匠茅盾的往来交集， 生动刻画了
这位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文艺
先驱者的高大形象。 作者有意撷
取两件小事， 见微知著地展现出
茅盾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 彰显
出他对文学后辈无尽的关爱提
携。 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茅
盾为冯骥才处女作题写书名， 二
是冯骥才后来遭遇写作瓶颈， 每
一次茅盾都及时伸出援手， 给予
他莫大的鞭策和鼓励。 “这位风

烛残年、 体弱神衰的老人的思想
锋芒仍然是犀利的； 他像怀着一
颗童心那样， 直截了当、 无所顾
忌地打开自己的心扉。” 先生这
种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 敢于坚
持真理的道德至境， 透过冯骥才
平实的叙写， 已然在读者心中耸
起了一座熠熠生辉的精神标杆。
他让文学的薪火相传， 有力地推
动了当代文艺在 “百家齐放， 百
家争鸣” 中， 为时代而著， 为人
民而歌。

在追缅文学前辈的同时， 冯
骥才亦把目光投入到同道中人身
上， 从他们的心灵追求中汲取文
学滋养， 获得前行的力量。 《话
说王蒙》 在回顾了王蒙坎坷不平
的创作道路后， 对他几十年来无
怨无悔扎根文学土壤， 灼热书写
家国和人民的赤子情怀， 予以了
高度激赏。 对于他旺盛的创作激
情， 冯骥才同样表达了由衷的敬
意： “把解释权、 评定权、 裁决
权， 永远留给别人。 作家的天职
便是创造和再创造。” 他盛赞王
蒙 “对西方各种文学手法， 采取
拿来主义。 十八般武器， 哪个得
用就操起哪个 ， 有时几样同时
用 。” 对王蒙敞开胸怀和情怀 ，
在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上奋力驰
骋， 潜心书写中国文学经典的做
法 ， 冯骥才更是给予了大力褒
奖。 他一语双关地指出 ： “ 如
果你想真正了解王蒙， 最好先看
全他身上的 ‘杂色’。” 这种 “杂
色 ”， 显然不是指颜色的斑驳 ，
而是特指王蒙在创作实践中， 对
中外纷繁多变的艺术手法， 对古
今宏阔精深的文学思想， 创造性
地杂糅、 粹取， 形成独具特色的
“这一个” 的充分肯定。

任何艺术门类， 想要走得长
远， 都离不开持续的创造。 对于
喜欢作画的冯骥才来说， 这样的
体会 ， 不仅来自于他日常的习
画， 也源自于他对艺术创作延绵
不尽的思考。 《最后的梵高》 以
沉郁的笔调， 记叙了一代天才巨
匠梵高从生前籍籍无名到死后大
放异彩的不羁人生。 梵高的可贵
之处在于， 即使生活再为不济，
他也勇于坚持自己的梦想 ， 以
期 通 过小小的画布 ， 去表达对
生活的热爱， 去抒发对生命的尊
崇 。 面对画坛上的这个巨大存
在， 冯骥才在本书中颇为清醒地
写道： “梵高至高无上的价值，
是他无与伦比的艺术和为艺术而
殉道的伟大的一生 。” 可以说 ，
正是梵高这种超拔的境界 ， 为
人类换来了艺术的崇高与辉煌，
也让冯骥才深为触动 ： “ 真正
伟大的艺术， 都是作品加上他全
部的生命。”

《文雄画杰 》 似一副多棱
镜 ， 艺术大咖们谦逊随和的品
德， 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 勇于
为艺术献身的奉献精神， 无一不
透过每一个棱面， 淋漓尽致地展
现在我们面前。 本着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的态度， 去丰富我们的艺
术思想， 完善我们的艺术境界，
当是赏读此书的应有之义。

一早下楼买菜， 发现我家楼
下车库门上那蹩脚的锁不知让哪
个蟊贼撬了， 门开着， 门锁对应
那一块的门框被弄得严重走形。
想着反正车库里也没啥东西好
偷， 于是即便车库门一片惨状，
我倒也没放在心上， 反而想象着
蟊贼的失望表情， 还幸灾乐祸地
拍照发了个朋友圈。

从菜场买了菜返回， 然后开
始往常一般地忙碌。 人要真忙起
来，就特容易忘事。我是真忘记了
楼下还有个待修理的车库门了。
却是一个多小时后，门铃响了。打
开门一看，居然是父亲。父亲怎么
来了？来之前怎么也没说一声呢？
我赶紧把背着工具包的父亲迎进
屋。 只见父亲喘着粗气， 进门就
问：“好好的车库门怎么会让人撬
了，有没有偷走什么东西？ ”

父亲能看到我的朋友圈， 我
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 我赶紧向
父亲解释， 车库里历来只放点杂
物， 没啥值钱东西。 父亲 “哦”

了一声， 说： “那还好， 我带了
工具来 ， 这就给你把门修好 。”
我素来知道父亲的忙累， 就这么
点事， 还惊动父亲紧赶慢赶地跑
这一趟， 心下不由愧疚， 便和父
亲说， “其实我待会随便找个人
修修就好 ， 哪用得着你亲自受
累。” 谁知话音刚落， 父亲朝我
一瞪眼说， “我是你爸， 闺女家
的车库门让人撬了， 我来帮修下
门， 有啥受累不受累。”

我不由朝着父亲憨笑。 想起
来， “我是你爸” 这话， 俨然是
父亲的口头禅， 我从小到大， 早
忘了他和我说过不知多少遍。

记忆里小的时候有一次因为
顽皮， 学男孩子爬树攀高， 摔伤
了腿， 不能走路， 父亲是每天背
着我送我上学、 接我放学。 虽是
摔伤了腿， 女孩子嘛， 面子还是
要的， 一度地， 我拒绝父亲在校
园里也背着我 。 父亲却不干 ，
“腿已经受伤了， 再不好好养着
怎么行？ 再说了， 有啥害羞的，

我是你爸”。 于是依然我行我素，
这一背就一月不止。

我结婚的时候， 父亲流泪没
流泪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在我坐
了婚车即将离开的时候， 父亲大
步来到我的面前， 曲着腰对着车
内的我说： “以后结了婚好好过
日子， 要有什么事记得告诉我，
别忘了， 我是你爸。” 就是这句
话， 让我瞬间泪奔。

婚后的日子， 我极力想要过
成幸福的模样， 只是两个人要过
到一起，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终
于有一次我和老公吵架， 吵到歇
斯底里， 老公提到了 “离婚” 两
字。 我一气之下就回了娘家。 父

亲看我泪眼婆娑， 当时并没有说
什么 ， 只是让我在家安心住几
天 。 几天一过 ， 他给老公打电
话 ， 我赌气拦着 ， 父亲叹着气
说： “我是你爸， 怎么能看着你
们这样折腾日子， 总得好好说道
几句帮你们把这火气解了。”

就这样一路走来， 转眼， 我
已人到中年 。 想起母亲常说 ，
“这一辈子啊 ， 你有你爸的爱
‘罩’ 着，我这母爱算是无处施展
了。 ”我便笑，然后心里满满地充
斥着幸福感。就像此刻，看着父亲
埋头修着门锁的样子， 我心里是
那样温暖，“我是你爸”，我知道这
种爱于我，会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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