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假期，照例“回家看看”，
并和家人一起游览了东平湖上的
水浒影视基地，断金亭之上是聚
义厅，聚义厅之上是忠义堂，梁山
一百单八将的“座位”赫然在列。
聚义厅门口，一老者在弹古筝，先
一曲《花好月圆》，后一曲《高山流
水》，再一曲《貂蝉拜月》，音韵悠
扬，味道醇厚，奏完之后老者还讲
解故事情节：伯牙和子期是仁兄
弟，毛主席当年也称赞貂蝉是女
英雄。晚上回村，难得在老家住上
一夜，躺在真正的木板床上，聆听
窗外秋虫唧唧，凉意与睡意渐浓。

夜半时分，鸡鸣声声，此呼彼应，
宛若合唱，让我在半梦半醒之间
乐享这份迥异于车声市声的天
籁。

蝉鸣也是一种天籁。曾在一
个盛夏周末去章丘莲华山的胜水
禅寺，一个水库边上的山中古寺。
下得车来，满耳充盈的，仿佛千万
只蝉儿的齐鸣，热烈、亢奋、执着，
声音铺天盖地，把眼中所见美景
的风头也给抢去了。在寺中行走
时间长了，眼睛能够“看见”风景
了，蝉鸣才渐渐“变”成背景音乐，
这时才体味到古人写诗“蝉噪林
愈静，鸟鸣山更幽”，是何种淡定
的心情。夜宿古寺，蝉声停歇，夜
黑如墨，偶有鸟鸣啾啾，世界一片
静寂。一觉醒来，蝉鸣渐起，便知
新的一天开始。

还曾在秋日的午间，于工作
的间歇，步行去单位附近的济南
黑虎泉群，聆听各种各样的泉水
之声，也是一种天籁。自白石桥起
步西行，白石泉与玛瑙泉隔河相
望，两泉一圆一方，白石泉如一面
明镜，泉水从“镜”边的石缝中溢
出，似在为对面的玛瑙泉声伴奏。
玛瑙泉深而清幽，泉池之水从三
个方向溢出，与护城河有半米的
落差，水声便“哗哗哗哗”，有些激
昂。移步西行，便是主泉黑虎泉，
三只虎头口中泉水汹涌，水声低
沉，霸气十足。流经庞大泉池，一
齐冲进护城河时，阵势稍有收敛，
但水声依然从容不迫，想必会征
服天南地北的每一位观光客。往
西过琵琶桥，南岸便是琵琶泉，也
许是取水的人多，也许是地势使
然，泉池的周边石板永远是湿漉
漉的，有些许“清泉石上流”的味
道。该泉池底常年有串串水泡冒
出，于水面破裂，咝咝作响，声若
琵琶，故而得名。泉池北向护城
河，泉水流经北口八块石板，形成
八股水流，乒乒乓乓跌落半米之
下的大石面，汇成一个巨大的水
面，一齐涌向护城河中那些金顶
红栏的画舫。那成排画舫停靠之
处西边不远的护城河心，便高耸
着一个河中之泉——— 五莲泉。水
面依然如镜，静美得让人心醉。泉
水如丝帛般向四周弯曲而下，只
在与河水接触处形成雪白水花，
传出淙淙之声。

这庞大的黑虎泉群，形成泉
水的奏鸣，即便离开它已经远远
一段距离，耳朵里仍是这些天籁
之声。我等有幸，能够工作生活在
泉城，于喧嚣市井之中，时常以泉
水清音为背景、为依托，以悦听，
以清心。

(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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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我心】

聆听天籁
□王金龙

大师抄墙报【学界往事】

□刘亚伟

1970年夏，当时的山东省革
命委员会，将山东大学一分为
三，其中，政治、中文、外文、历史
四系南迁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
合并，改称山东大学。这件事发
生时，我正在故乡曲阜的一个村
子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拉车、打农药、挖肥、刨地、锄
草……17岁的我，身子虽还单
薄，每天却干着整劳力的农活。

那个村子离县城很近，县城
西郊的曲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
大学前身 )就在村南1 0 0 0多米
处。傍晚收了工，坐在村南头场
院里乘凉，隔着中间正在灌浆的
麦田，能看到曲师院那片高楼和
闪烁的灯火。对于当时的我，那
是一个遥远得像梦一样的所在。

临近麦收，大田由绿变黄，一
天一个颜色，村里火药味浓起来，
那时麦收季节叫做“三夏战役”，
随着“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打好三
夏这一仗”、“革命加拼命，誓死夺
取一打三反和三夏战役的双丰
收”之类的标语贴上墙壁，人们开
始磨镰刀、浸泡草腰(一种用庄稼
秸秆编结的草绳，用来捆扎割倒
的麦子)，检修机器、车辆。

这当儿，我接受了一个“光
荣的政治任务”：“办一期墙报，
一打三反，内容报纸上都有，你
看着编编就行。”大队党支部副
书记给我布置任务。

我庆幸自己可以躲避上几
天大太阳暴晒了，于是把磨好的
镰刀放到一边，骑车去县城买来
有光纸、墨汁、毛笔、排笔、广告颜
料，就在大队部会议室干起来。

一天，大队副支书领来一
位清瘦儒雅、衣着简朴、头发梳
得一丝不苟的老先生，介绍给
我说：“这是山东大学的蒋老
师，山大革命师生来咱村支援
三夏，村里和学校领导研究，让
蒋 老师来 帮 你 抓 革 命 、抄 墙
报。”我说：“好呀，欢迎欢迎，我
正忙不过来呢，这下可好啦。”
就把要抄写的毛主席语录、报
纸社论，还有我拼凑的联系实际
的批判文章交给蒋老师，自己忙
着去画报头和插图。过了一会儿，

无意中转头一看，蒋老师写字真
快，一会儿工夫已经快写满一张
纸了。我的目光被纸上清秀俊逸
的字吸引住了，无法离开，我惊呼
道：“蒋老师，你的字太漂亮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常常忍不
住停下手上的事，站在蒋老师身
后，欣赏他的书写。我发现，那只
普通的毛笔到了蒋老师手中，就
像是有了灵性，写出来的字也都
是活的，我曾经以为自己写的字
很好看，村里挑我办墙报也是这
个原因，现在回头看自己写的
字，真的成一堆干草棒子了。

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书
法，只是本能的爱美之心，让我
对这位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的
老先生肃然起敬。我请蒋先生为
我写几幅毛主席诗词，先生欣然
答应，于是我把抄墙报的有光纸
一裁为二，铺在蒋老师面前，蒋
老师一边用双手把纸抚平，一边
扭头问我：“写哪首？”我说：“就
写《沁园春·雪》吧。”蒋老师略一
沉吟，大概是计算字数，接着把
纸折出几条浅浅的竖格，然后提
笔蘸好墨汁，说：“你念，我写。”
诗词是早已背熟了的，我诵道：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只见蒋老师微微俯身，
提气悬腕，笔走龙蛇，我刚读完，
蒋先生业已录完，把笔轻轻放
下，笑吟吟地对我说：“好了，拿
去吧。”面对这幅生花妙品，我哪
有能力品评？只喃喃道：“好，太
好了，比印的还好！”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会
请求蒋先生写几首毛主席诗词，
每次先生都慷慨允诺，从不拒
绝，到那期墙报完成时，几乎把
当时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都
写了一遍。

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我把
蒋先生为我写的毛主席诗词卷成
一个纸卷，外面再用好几层报纸
仔细包裹好，交给母亲保管。1978

年我退伍回家，问母亲要那个纸
卷。母亲说：“知道你珍惜，给你保
管得好好的呢。”我得知，1976年唐
山大地震之后，家里人住进临时
搭建的防震棚时，母亲特地把那

卷纸也带到了防震棚里。
从搭在院子里的防震棚里，

我找到了那个纸卷，一层层剥开，
发现那卷纸因受潮而变黄，个别
地方已经发霉。我一张张打开，在
阴凉处晾干，不无忧虑地重新卷
包起来，一直没敢再打开来看。

1985 年曲阜撤县建市，市
里派我跟一位书法家一起去济
南，到山东大学找我国当代著名
书法家蒋维崧先生求几幅书法。
敲开蒋维崧先生的房门，我惊讶
地发现，面前这位 70 多岁的大
书法家，竟然就是 15 年前和我
一起办过墙报的那位蒋老师。我
和蒋老先生提起往事，蒋老先生
竟然也还认得我，高兴地写下

“敏则有功”四个篆字赠我。
从济南回来的那天晚上，我

小心翼翼地再次打开写满了毛主
席诗词的那卷纸，沮丧地发现，那
卷纸已经变脆，手一动就破碎开
来，已经无法完整地展开了。

我曾向有关专业人士请教
维护办法，专业人士也回天乏
力，责备我当年怎么不用宣纸，
即便是劣质的毛边纸也好啊！我
苦笑道，当时我哪懂得这些？后
来想，即便懂得又有何用？那个
年代，到哪里去找宣纸呀！

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当年
插队时我和蒋维崧先生合办的
那期“一打三反”大批判墙报，从
当下蒋老先生书法作品的市价
角度看，可能是一期世上最昂
贵、最奢华的墙报。

(本文作者为作家、独立学
者)

当年插队时我和蒋维崧先生合办的那期“一打三反”大批判墙报，从当下蒋老先生书法作
品的市价角度看，可能是一期世上最昂贵、最奢华的墙报。

赛什腾山应该算是昆仑山的
余脉，那时候，在青海石油局的冷
湖四号老基地，从哪个井队的位
置上都可以望到它。望着它，觉得
很近，却是望山跑死马，跑到山脚
下，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那时候，是指 1968 年。这一
年，北京的初三学生甘京生和一
批北京的中学生来到冷湖，成了
石油工人。那时候，他还不到十八
岁。就在那一年的中秋节，井队放
假，他和几个同学约好，一大早就
从四号老基地出发，往那座已经
望了大半年的赛什腾山走去。那
座每天都会映入眼帘的赛什腾
山，在柴达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
阳光照射下，有时候会如海市蜃
楼一般缥缈，让甘京生对它充满
无数的想象。甘京生喜欢幻想，或
许这是他从小时候就养成的习
惯，他喜欢独自一人望着天空或
树林或校园里的篮球架遐想联
翩。大概和他喜欢读文学书籍有
关，那些书让他常常禁不住心旌
摇荡、天马行空。

否则，他不会和同学约好向
那座秃山走去。去之前，师傅就对
他说过：那山上什么也没有，从来
就没有人爬上去过，你去那儿干
啥？他还是执意去了，累了一身的
大汗，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一

点多的时候才走到山脚边，吃了
点东西继续爬，下午四点多的时
候，终于爬到山顶了。山上除了有
些芨芨草和星星点点的黄色的
野花，真的什么都没有，都是一些
裸露的灰色石头，仿佛月球的表
面，显得那样的荒寂。

但是，甘京生很兴奋，他管这
些小黄花叫赛什腾花，就像老一
辈石油人找到了石油，把山下那
一片井架林立的地方命名为冷
湖一样。青春年少能够燃烧激情
和幻想，让平凡琐碎的日子焕发
出光彩。中秋节的天气在柴达木
盆地已经冷了，天黑得也早了。爬
上山没有多久，天色就渐渐暗了
下来，秋风一吹，有些萧瑟且沁凉
如水的感觉。同学们都说赶紧下
山吧，天再黑下来，下山的路就不
好找了。他却坚持要等到月亮出
来，好不容易来一趟赛什腾山，又
赶上中秋节，没看到月亮怎么行？
他对同学说。同学只好陪他一起
看月亮。

那是甘京生第一次在赛什腾
山看到月亮。那赛什腾的月亮，令
他一生难忘。他能说出赛什腾的
月亮和北京的月亮有什么不一样
吗？他说不清楚，只觉得天远地
阔，四周一片荒凉，月亮却和北京
城里一样，那样浑圆明亮地照在

没有一点生命气息的石头、萋萋
野草和他刚刚命名的赛什腾花
上。他觉得月亮真的非常伟大，对
世界万物无论尊卑贵贱、无论远
近大小，都是一视同仁。

这是第二年我在北京见到甘
京生时，他对我说起爬赛什腾山看
月亮时讲的话。那一年夏天，他回
北京探亲，专程来家看我。从青海
回京的途中，他不停游玩，在洛阳
看过云冈石窟，还在那里买了几本
旧书，带回来送我。他的这一举动，
让我刮目相看，好不容易有了天数
规定好的探亲假，还不早早回家，
谁舍得把时间浪费在路上，还惦记
逛书店，买几本当时看来无用的
书？他的浪漫之情，和当时正在热
热闹闹搞阶级斗争的气氛是多么
的不协调。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和
我弟弟是同学，又同在冷湖为石
油工人，他是受弟弟之托来看我
的。那一天晚上，他住在我家，我
们抵足未眠，秉烛夜谈，聊了很
多，他说这番话时，像一个文艺
青年。如今，“文艺青年”像一个
贬义词了，其实，真正成为一个
文艺青年并不容易，除了具有文
艺气质之外，更需要一颗对生活
和对文学的真正的赤子之心。这
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生的追

求。
甘京生难得，因为他并不只

是在十八岁那一年心血来潮爬了
一次赛什腾山，看了一次赛什腾
的月亮。从那一年开始，每年中秋
节他都会爬一次赛什腾山，看一
次赛什腾的月亮。上世纪八十年
代，他调到冷湖石油局中学里当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开始带着
他班上的学生，每年中秋节爬赛
什腾山，看赛什腾的月亮。那些生
在柴达木、长在柴达木、从未出过
柴达木的孩子，从来没有特别注
意过中秋节的月亮，更没有爬上
赛什腾山看月亮的习惯。甘京生
当了他们的老师之后，赛什腾的
月亮成了他们日记和作文中的
内容，成了他们学生时代最美好
而难忘的回忆。他让这些孩子看
到了虽旷远荒寂却属于柴达木
自己的独特的美。

甘京生离世已经二十多年
了。他是因病去世的，他走得太
早。如今，他教过的第一批由他带
领爬赛什腾山看月亮的学生，已
经四十多岁，他们的孩子到了读
中学的年龄。不知道还会有哪一
位老师带他们爬赛什腾山看月
亮？

赛什腾的月亮！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赛什腾的月亮【人生随想】

□肖复兴

如今，“文艺青年”像一个贬义词了，其实，真正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并不容易，除了具有文
艺气质之外，更需要一颗对生活和对文学的真正的赤子之心。

我等有幸，能够工作生
活在泉城，于喧嚣市井之中，
时常以泉水清音为背景、为
依托，以悦听，以清心。

蒋维崧先生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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