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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伯压低了语气，显得很神秘：
“有根呐，你不懂，不识货，这可是我祖
上传下来的宝贝！前些年不值钱，听说
这几年值钱了。在屯溪老街上，就有收
购这类东西的店，以前叫旧货店，是公
家开的，卖不起价。现在有私人开的，
叫古玩店，碰巧了就能卖个好价钱。”汪
老伯歇了歇，接着说，“你不是要到屯溪
去吗？我想托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带去，
找一家私人开的古玩店，把它卖了。”

方有根问：“这是你祖传的东西，卖
了不可惜？”

汪老伯两手一摊，蹙起眉头说：“这
也是没办法啊！你大哥要盖房子，你二
哥要结婚，我这个当爸的，总要出点钱帮
衬他们吧？你知道你老伯没钱，只好卖
掉它了。”

方有根想了想，想到一个问题：“你

可 以 让 大 哥 二 哥 他 们 拿 到 屯 溪 去 卖
啊！我比他们年纪小，怕卖不好。”

汪老伯连忙摇手：“你傻啊？让他
们去卖，知道了价钱，还不要为分钱打
起来，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我晓得，都
想占便宜，都想自己多分一点。”

方有根听了，觉得汪老伯也蛮可怜
的，就说：“那行，我帮你带到屯溪去卖卖
看，卖不掉可别怪我，说我没尽力。”转念
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这个东西，要卖
多少钱呢？”

汪老伯沉思了一刻，伸出两根指
头：“两千！”

方有根瞪大了眼睛嚷嚷起来：“两
千？汪老伯你穷糊涂了吧？你这东西
要卖两千，那我这只碗不也可以卖五
百？”方有根说着把那只盛油炒饭的蓝
边碗朝汪老伯亮了亮。

汪老伯耐心地说：“有根呐，你还年
轻，是真不懂。我这梅瓶，是大明成化
的斗彩梅瓶，珍贵着呢，懂行的人一看
就知道。这样吧，最低不能低于一千
八，卖不掉就给我带回来。”

方有根正踌躇着，方老根不知什么
时候出现在了房门口，他低着嗓音说：

“有根，这东西又不重，你就带到屯溪去
卖卖看吧，也不枉汪老伯一直疼爱你。
卖不掉就拿回来，千万小心别打碎了。”

“那好吧，我就带去卖卖看。”方有
根的语气里好像还是有点不情愿。

就这样，方有根穿上了过年才能穿
的衣裳，背着一大篓筐茶叶，篓筐里插
了杆秤，怀里抱了个旧青花布包裹，还
横挎着一个装着咸菜炒米和苞芦粿（玉
米饼）的帆布包，搭着村会计五顺的顺
风拖拉机，赶到了歙县。又在歙县汽车
站买了去屯溪的车票，直奔屯溪而去。

屯溪老街素有“宋街”之称，意思是
这样一条繁茂的街在宋代就存在了。

说来也怪，方有根的茶叶一下午就
卖掉了一半，价钱也卖得好，十二块钱
一斤，绝不还价。方有根相信一定是

“风灵巷”在成全他，尽管他家的茶叶品

相好，做工细，芽头厚，可在歙县最多就
卖六块钱一斤。难怪爹要让他来屯溪
见世面。

天色暗下来了，方有根在附近找了
家简陋的旅社住下来，叫“益民旅社”，
十块钱一个床位，一间小屋子里有两张
床。方有根刚进房间，一股霉味就向他
扑来。他把茶篓放在床边，本想出去买
碗面吃，然后再逛逛屯溪的夜市。可他
一看到汪老伯托他卖的那件“宝贝”，心
里就犯愁了，他知道汪老伯是在做清秋
大梦，可他不能把这“宝贝”弄丢了，否则
他拿什么赔啊？原先他就不情愿带这件
东西来的，现在就格外后悔，同时也怪他
爹多事，帮汪老伯说话。

方有根没办法了，看见房间里有两
瓶开水，就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是温吞
水，不烫，方有根从帆布包里拿出咸菜
炒米苞芦粿，胡乱咀嚼吞咽了一番。肚
子总算饱了，可心里却很饿，一直想着
屯溪的夜晚是什么样的情形。想着想
着，实在想不出个什么名堂，倦意就上
来了，也不想到楼下的澡堂里洗澡，遂
脱了衣裤上床，正要躺下去睡觉，房门
突然开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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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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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著名画家程啸天先生
□ 王景松

我与程啸天先生初次相识是在
1978年的 9月，当时我调到罗田公社
虹梁小学任负责人，不久公社抽调了
三四个书画较好的教师，要搞一个农
业生产方面的图片展览，为了配合当
前的形势，准备在公社“三干”会上展
出。退休在家的程啸天先生和我都
被调去了，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五六
天，饭后休息时间就在一块儿聊天，
程先生对我说：“听你口音是南乡
人？”我说：“我是南乡街口人，1958
年移民在瑶村。”程先生马上接着
问：“你是街口人，你父亲叫什么？”
我 说 ：“ 我 父 亲 叫 王 春 华 ，别 号 霭
然。”程先生听后高兴地站起来，拍
着我的肩膀说：“原来你就是街口王
春华的公子啊！我年轻的时候到南
乡一带卖画时，在你家王同泰行里
住 了 一 个 多 月 ，与 你 父 亲 是 至 交
啊！……”

此后我们的感情更加投入,成为
挚友。课余时我经常去程老家中（学
校离程老家很近）观其作画，聆听其
传授绘画技艺。程老的画室在楼上
的客厅里，画台的正前方竖立着放大
了的大师黄宾虹照相镜框，再前面的
板壁上挂着黄大师的题字：骨法兼力
则气，气力刚强兼能储，蓄有余则有
韵，气韵生动，浑厚华滋，师法董、巨、
是为正宗。啸天道兄此作颇近似
之。八十五叟宾虹题。尊为座右铭，
可见程老先生对他的恩师是多么的
敬慕和缅怀。环顾四周，板壁上挂满
了他的画，大多是写意山水，如同一
个小展厅，就连那些搁板上、条桌上
所见到的除了画还是画。程老先生
对我说，他在黄山也有画室，差不多
每年都要上山写生，绘画一段时间，
还问我去过没有。我说 1975年暑假
里陪亲戚去玩过，印象很深，实在太
美了！程老先生谈起黄山来真是眉
飞色舞，他朗诵着徐霞客的名言：“博
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
山，观止矣！”他赞美黄山是天然图
画，一辈子看不厌，画不完。我说也
有同感，每年暑假我都向往那里，一
定还会去的。现在回忆起来我已经
七次上黄山了。

程老家中来客，也常邀请我去作
陪，一次书法家汪迎先生（林散之学
生）游黄山时来拜访程老，中午酒饭
后，程老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送你
一幅画。”只见他从板壁上拿下一幅
黄山图来，在画上题字“景崧世棣欣
赏”我问他：“你好记性啊！我小时的

‘崧’字你还记得。”他回答说：“当然
记得，是你父亲告诉我的，我为你的
作业本封面写过名字呢，你忘了？”

“哦——记起来了！是有一个画画的
先生在我家住了较长时间，我那时大
约十多岁吧！”程老又问：“我给你家
画的四幅山水吊屏还在吗？”我说：

“我家客厅里一直挂着四幅山水吊屏
想必是你画的。‘文革’时期被抄家抄
走了！”程老听了摇了摇头。谈话过
后，程老又对汪迎先生说：“请你为他
写副对联吧!”汪迎先生写的对联是：

“春归花不落，风静月常明。”看来他
书兴正浓，接着又用草书写了一幅李
白的诗《早发白帝城》。

我在虹梁任教的三年里，因为课
余经常观其作画，耳濡目染受益颇深，
他所传授的绘画技艺已融入我的心
中，只因学校工作繁忙（我既任学校负
责人又任毕业班课程）确实无法静于
纸上，只能在假期里抽空做一些练习。

程老是个很重情义的人，1981
年下半年我调离虹梁小学时，他又赠
我一幅好友石谷风的山水画，同时又
拿出一支画笔、一块墨递给我说：“给

你留作纪念，希望你好好练习书画。”
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周身，我感激不
尽，嘴里说着：“谢谢！我会好好向您
学习！”程老又说：“你可买些书画方
面的书籍看看！”

我离开虹梁之后，程老曾两次来
我家作客，第二次还带来了两本书，
一本是《书法》，一本是《芥子园画
传》。他对我说：“你有书画功底，只
要坚持下去，必有成果！”他的话一直
激励着我。

1984 年 7 月上旬听说程老生病
住院，我去岩寺医院看望他，见他儿
子在身旁服侍，这时他的癌症已经到
了晚期说话都很困难了，见面时，只
见他动了几下嘴唇，声音低沉：“景崧
啊！我……我不行了……”我俯下身
子安慰他：“您别说话，好好养着！”当
时，我们的心情都极其沉痛。

程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为人
爽直，胸怀宽阔，对人和善，真诚，勤
奋进取。叙谈中，得知他 10 岁时就
喜爱画画，青年时先后拜著名画家张
伯英、黄宾虹为师。学成之后以卖画
维持生计。1948年他在屯溪举办个
人画展，作品销售一空，捐资家乡办
学，从此就当起了小学教师，但他执
教之余，仍不废绘画，假期里经常去
黄山、齐云山、新安江一带写生、作
画，数十年如一日，从无懈怠。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还多次参加省、地、县
美术工作者会议。

“文革”时期他受到冲击，几次被
抄家，黄宾虹、丰子恺、林散之等多位
著名书画家所赠之作品百余件及往
来书信遭毁或散失。

程啸天先生退休后潜心于新安
书画的创作与研究，画作多次参加全
国及省、地、市画展。其间报纸、刊物
也 常 发 表 他 的 作 品 与 评 论 文 章 。
1980 年他在歙县举办个人画展，其
绘画作品以写意山水为主，他用笔大
胆，墨气淋漓，画风飘逸，有“山川浑
厚，草木华滋”的韵致，深受中外人士
喜爱和好评。

1982 年已经 72 岁高龄的啸天
先生北上京、沈，后转道宁、沪、杭，又
南下桂林、阳朔、柳州，遍览祖国各地
的大好河山，沿途写生创作了大量画
稿。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他创作最为
活跃的时期，然而，病魔却悄悄地缠
上了他，就在他挥毫作画，大展才华
的时候，突然病倒了。

1984 年 7 月 21 日，这位一生坎
坷但又非常勤奋的著名国画家，病逝
于虹梁家中，享年 74 岁。当时中国
新闻社以《著名国画家程啸天逝世》为
题向海内外发了专电。安徽人民广播
电台、《安徽日报》《黄山日报》等都多
次发表纪念文章并刊登程老先生遗
作，对其精湛画艺给予了高度评价。
称赞他是海内外知名的徽州前贤，是
新安画派一位承前启后的杰出传人。
啸天先生的逝世是我省美术界一大损
失……啸天先生传略辑入《中国艺术
家辞典》《中华人物辞海》《中国当代国
画家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
录》《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啸天先生不仅给后人留下大量
珍贵的艺术作品，而且留下徽文化孕
育而成的勤奋、朴实、不懈进取的“徽
骆驼”精神。他对艺术的执着和坚
韧，以及他为人的品德，永远是我学
习的榜样。

1996 年我退休后，遵照程老的
嘱咐拿起画笔，潜心写字、画画。通
过多年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
书画技艺也得到了不断升华。

回忆与程老啸天先生的这段忘
年之交确实是感慨万千，终生难忘！

【艺术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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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界】

一
是在《步履不停》这本书里知道天妇

罗的。
天妇罗是日本的传统食物，不过这

名字听起来不像是吃的东西，倒更像是
一种植物，有藤蔓，开细碎的花。天妇罗
的做法很简单，有点类似皖南的香酥南
瓜花——将面粉、鸡蛋与水调成浆液，将
新鲜的南瓜花裹上浆，放入油锅中炸成
金黄色，吃时蘸酱油或自制的调味汁。

《步履不停》是以中年男人视角写的
小说，有日本私小说的特质，第一人称叙
述，内心的书写细腻坦诚，很容易勾起读
者的认同感，跟随主人公声音的引领，进
入他私人生活悠长的、光影斑驳的隧道。

我对私小说的喜爱由来已久，这可
能是我在翻开书的第一页就读下去，中
间几乎没有做别的事，读完最后一页才
返回自己生活频道的原因。

主人公“我”的名字叫良多，是家里
的次子，在日本的家庭里次子是不受重
视的，家族事业通常由长子继承，父母对
长子寄予的关注和期望也就多于别的孩
子。只是横山家的长子——良多的哥
哥，各方面都表现得很优秀、令父母满意
的纯平，在海边散步时因为救一个溺水
的孩子，年纪轻轻就丧生了。对横山家
来说，纯平的离世不仅是一个家庭成员

的失去，也是家族希望的陨落，留给父母
的打击是长久且难以复原的。

二
书读到一半的时候，出现了蝴蝶。
母亲带着良多一家去给纯平扫墓，

在墓园里看见一只跟随着他们的纹黄
蝶。那其实是一只普通的蝴蝶，可在母
亲眼里却是纯平的化身。“看见黄纹蝶就
感到很心疼。”母亲说。

纯平去世十五年了，他当年救起来
的名叫良雄的孩子也已完成学业，开始
工作。在这十五年里，每到纯平的祭日，
母亲就要将良雄邀请到家里，给纯平行
祭拜之礼。

从母亲对良雄的态度上是看不出恨
意的，拿食物招待他，询问他的近况，完
全是长辈对待晚辈的礼数。而良雄在整
个过程中却像一个被绑架的人质——绑
架他的是难以偿赎的救命之恩——因为
自己的溺水而使纯平丧生这件事，使他
在横山夫妇面前终身都是个负罪者。

当良雄完成祭礼离开横山家后，母
亲、父亲、姐姐就开始了对良雄的嘲笑和
指责。在父母的心里，纯平无疑就是良
雄害死的，让良雄来祭拜，就是要看他卑
躬屈膝而又洋相百出的样子，即使这并
不能使横山夫妇真正得到宽慰。

在某种程度上，恨和爱一样，都是心

的牢笼，囚禁别人的同时也囚禁自己。
但是很多人——包括我们的亲人，明知
如此还是不能放下恨意，他们将所恨的
对象当成箭靶，将人生中的挫折、失败、
晦暗全都归之于它，射向它，通过恨另一
个人，来替自己不如意的人生寻找开脱。

三
横山家的庭院里有棵百日红，良多

觉得父亲对这棵树有着特别的感情，“可
能是因为父亲种下这棵树的时候，正好
也是他在这里开办诊所的时候。”

人种下树，一年年地看它长大，那种
感情和看一个孩子长大是一样的吧。在
横山医生的心里，这棵树就是他的另一
个孩子，陪伴在身边，按他的期待成长，
不让他失望，也不使他的心感到痛苦。

横山医生不允许有人伤害这棵树，
外孙玩耍时无意间让棍子敲到树枝也会
遭到他的训斥。横山医生对家人总是一
副很严厉的表情，对邻居和顾客却是和
蔼的，尽管诊所早已停止营业，依然保持
着医生的做派与体面。

在《步履不停》这本书里，横山医生是
最不讨喜的角色，像股冷空气，使人瑟缩，
又总爱挑刺，说话不讲情面，口无遮拦。

其实在这本书——或者说在这个家
里，横山医生是最为脆弱和孤寂的人。

百日红是一种什么花呢？出于好
奇，上网搜索了一下，原来就是紫薇。紫
薇树不算名贵，树姿却美，树干光滑洁
净，适合种于庭院，开花时正当夏秋少花
季节，虽无香气，却极艳丽，满树沉坠繁
花，在夏日的艳阳下看，如同能将人融化
的火焰。

想必这树给横山家添了不少生气和
安慰吧。这个平日只有横山夫妇两人生
活的家里，究竟有多么落寞、清冷，恐怕
只有这棵树是最清楚的——如果这棵树
也有人的感知，像人那样懂得人间的苦
痛与诸多无奈。

四
我是先看了《步履不停》的电影再看

书的。
看这部电影是两年前，当时并不知

道导演是谁，只对电影的印象很深——
普通人家一天的生活，柴米油盐的烟火
气息，琐细的家常对话，微妙的情绪波
动，平铺直叙地叙事，虽有小摩擦却没有
大冲突，没有剧情翻转，也没有戳人泪点
的情节，每一个镜头都是日常的，温馨中
又透着隐忍和说不出的伤感，就像我们
自己的生活，与父母亲人的关系，相互依
赖又相互折磨，不能亲近又不能远离。

可能就是这种东西打动了我——非
戏剧性的真实人生，那种我们每个人都
熟悉的、胶着的、又爱又厌倦的、无法把

控和挣脱的命运一样的东西。
“人生，总有那么一点来不及——这

就是我失去父亲还有母亲之后，最真实
的感受。”这是作者是枝裕和在小说快结
束时写下的话，这也是他写这本书和拍
摄这部电影的缘起，是枝裕和说，“我在
母亲去世后倍感后悔，纯粹从私人的情
感出发，拍摄了电影《步履不停》。”

是枝裕和后悔的是什么？是和良多
一样没有早一点消除与亲人的隔膜？是
没有在母亲健在的时候陪伴她，满足她
并不奢侈的愿望？是在已经感知到父母
年老体弱，需要来自他的情感慰藉和安
抚，却担心影响自己那已经“精疲力尽”
的生活，懦弱地逃避，“故意装作什么都
不知道”？

人无法逃离自己的父母就像无法逃
离与生俱来的命运。当人生的马拉松走
过了折返点之后，就会离自己当初反对
的、厌弃的越来越近，到后来会发现，原
来自己选择的道路与父母所走的道路并
无不同，原来长久远离的亲人，包括更久
远的祖先，一直就埋伏在自己的血管中，
在夜里，通过梦境的隧道走近。

《步履不停》上映是 2008年，在这之
前，是枝裕和已拍过《幻之光》《下一站，
天国》《距离》《无人知晓》等电影，作品题
材多具社会关怀，也有实验性的色彩，奠
定了他在日本导演界的位置，在国际影
坛上也引起特别的关注。

是枝裕和认为他电影风格发生转变
是在拍摄《步履不停》的时候，“这部作品
丝毫没有所谓的社会性，外国观众能理
解这样私人化的、日本化的故事吗？”对
这部出于怀念母亲，和自己内心情感需
要而拍摄的电影，是枝裕和是犹疑的，不
确定是否能被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观众
认可。不过很快这犹疑就被解除了，在
国际电影节上映时，一位蓄着络腮胡、人
高马大的巴斯克男子挺着大肚子走到他
面前，说：您为什么这么了解我的母亲？

“何谓普遍性？创作时心里装着世
界，就等于自己的作品被世界广泛认同
了吗？当然不是。如果像这样关注和挖
掘自己内在的体验和情感，就能达到某
种普遍性，自然再好不过。我想暂时用
这样的角度，来思考自己与电影，以及自
己与世界的关系。”——这段话出自是枝
裕和的随笔集《有如走路的速度》序言
中，是他对电影风格转向家庭化和日本
化的说明，也是一个导演，或者一个艺术
家在创作之路上留下的思索和“步履”。

这句话也适用于文学和其它艺术形
式的创作。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手
里刚好端着杯子，举起杯，向空中敬了一
下。

天妇罗天妇罗，，蝴蝶和百日红蝴蝶和百日红（（节 选节 选））
□ 项丽敏

篁墩，找寻回家的路
□ 程云芬

这些年走过一些徽州的古村落，看
了一些古朴的村里祠堂，许多姓氏都有，
唯独没有接触过关于任何程氏家族脉络
的事物。我隐约有过想探究程氏脉络的
想法，如同一颗突然划亮的火柴，却始终
缺少一个助燃物，因此屡屡熄灭。随着
一个关于篁墩“程朱阙里”牌坊的出土新
闻，就像那个引爆点，瞬间点燃了火花，
唤醒了我内心沉寂已久的夙愿。择一
日，急奔篁墩而去。

篁墩是坐落在屯溪屯光大道尽头路
边的一个村落，屯光大道来来回回经过
无数次，却从未在篁墩停留过，以往只是
一个路标存在，此次不然。从路边进去不
远，小桥流水，一座简易的明代分水尖双
孔石板桥，溪流边是水埠头，她们掩映在

一片枫杨林里，这便是篁墩村的古水口，
典型的徽州村落水口布局，景致秀美。

皖南夏季的田野，玉米正在地里灌
浆，绿豆在结荚，隐秘生长，不远处传来
狗吠声，屋舍俨然，炊烟袅袅，依山傍水，
几近入画。

村庄静寂，偶尔有骑着电瓶车的女
子呼啸而过，周末的缘故，遇见几个顽皮
的孩子，问他们在哪里上学？答，是在离
篁墩不远市区的东城小学，话没说完，转
而不见他们身影，不知又是去哪里嬉戏
去了？

在村内程氏统宗祠内，看见日前出
土的“程朱阙里”牌坊构件若干，乾隆御
赐“洛闽溯本”镌刻牌坊之上。皇帝的玉
玺印记震撼眼球，直观的佐证通达荣耀后

代，不仅是荣耀，更是历史。篁墩人文极
其厚重，学界素有“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
福建石壁村，中有徽州古篁墩”之说。

说起篁墩历史，村里老人满是自
豪。篁墩的文化底蕴徽州绝无仅有，奈
何我早些年书读得少，所知甚少。“程朱
阙里”“洛闽溯本”，用名门望族和身世显
赫是绝对担得起的，徽州人口口相传，无
人不知。老人家说道，篁墩是个包容的村
庄，有几十个姓氏至今和谐共处。老人家
的言语流露出的，在我听来，更是一座千
年村庄源远流长的文化自信。

沿着村内老街行走，老街并不长，遗
存下来几百米的样子。据史料记载，篁
墩原为黄墩，迄今约 1500 年，黄墩是今
天能找到的最早徽州村名。这里曾经是
通往古歙县的官道，这里曾经有码头，篁
墩是个集散地，素有“徽州文化第一村”
美誉。

从篁墩回到家，吃晚饭时和老父亲闲
聊说起，父亲说了很多，他的爷爷就姓篁墩
程，曾经是屯溪老街二马路大新布庄的前

柜，很会做生意。布庄的隔壁是药房，对面
是一家当铺。后来大新布庄解散，年幼的
父亲随他爷爷去黎阳街摆摊卖布……

目前，篁墩村共有 56个姓氏。近些
年，篁墩引来世界和全国各地不少寻根
问祖的各姓氏宗亲，成为黄山市文化旅
游的一大亮点。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小荷
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在广州举办，我市屯溪区青少年宫选送的《猴子观海》继
省赛第一之后再次夺金，获得小荷之星荣誉称号。 小 舞/摄

第 5 版

文化艺术
2019年 8月 6日 星期二 www.huangshannew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