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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书端凳

【浮世绘】

上周五下班坐公交车回家，在
一个拐弯处，突然高速逆行过来一
辆小轿车，幸亏公交司机反应快，
立马刹住，才没酿成大祸。

两车都没事儿，让让走了就算
了呗，可小轿车不，仍要坚持逆行，
不让路。公交车也过不去啊，这时，
一位中年男人朝着小轿车喊了句：

“你逆行，还不赶快让路！”
听了这位中年人喊，小轿车上

立马下来两个人，指着中年人说：
“谁逆行了？你说谁逆行了！！你下
来！”

两人撸起袖子，就要准备动手
打人。

中年人一看这两人不拉理，又
长得五大三粗，打不过人家，就吓
得没敢吱声。

两个人看中年人不说话，更猖
狂了，大步上前，想到公交车上把
他拉下痛打。

幸好公交司机认识这两个人，
好说歹说才将他们劝走。

在某单位门口，办事人员指着
一位女工作人员爆粗口：“……我
已 经 来 三 次 了 ，她 就 是 不 给 我
办……我今天非得弄死她！”

女 工 作 人 员 也 大 爆 粗 口 ：
“……我就是不给你办，我看你能
咋着！”

骂着骂着，双方就打了起来。

在路边，我听到两个乞丐在吵
架。

一个说：“这是我的地盘。”
另一个说：“什么你的地盘，我

在这儿呆了十多年了，你刚入行
吧？不懂规矩，快滚，不滚我找人砸
断你的腿！”

……
路人狂躁，乞丐也狂躁，现在

还有几个人不狂躁？
社会为什么这样？我们眼里的

美好越来越少，我们耳闻的是是非
非越来越多。

捧书端凳街头坐，举世皆浊我
独清。谁人狂躁我们都管不了，我
们只守自己的清静，这样“一加十，
十加百，百加千千万”，世界还是会
慢慢清静下来的。

□杨福成

有一种缘分，叫对门
而居；有一种情分，叫青春
相识。我和赵孟君君，就是
青春相识又对门而居的报
社同事。而且对门了很多
年。平日里，我称他“老
赵”，他总是呵呵地向你微
笑；他喊我“秀珍”，让你感
到特别亲切随和。

最早的对门而居，还
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
候，老赵已从山东艺术学
院毕业，任职大众日报美
术编辑；我则是刚从天津
调回山东，加入到了齐鲁
晚报的创刊队伍之中。那
时候住房极为紧张，都是
靠单位来解决。我们这些
刚刚结婚的年轻人被安排
在报社的一座筒子楼居
住，那时候，我和老赵斜对
门住了将近3年。多少年过
去了，大家至今有一种患
难与共的记忆。

1990年的春天，我们两
家都抱着蹒跚学步的孩
子，入住了当年济南最早
的安居工程——— 燕山小
区。报社买下的那座楼是
南区13号，我和老赵分在
中间单元的1楼，成了真正
的对门邻居。他家男孩，我
家女孩，两个童真无邪的
孩子整天在两家不关门的
客厅里玩耍，大人们忙着
各自的事业，一起过着其
乐无穷的日子，感觉一切
都有希望。然而，那时候物
质上还是很窘困的。我家
借了同事500元，买了一组
当时很时尚的客厅低柜，
卧室则只是一床一桌，说
是屋徒四壁一点不夸张。
记得好多年里，老赵家的
客厅就是几个马扎就座。
客厅和卧室的功能，除了
吃饭睡觉，就是一副画室
模样的凌乱和热闹。有时
是满地的油彩，有时是一
床的画作。有一段时间，老
赵好像是迷上了西方的印
象派，家中墙上也变得五
颜六色，一片红一抹黑的，
有一天竟然发现一副白手
套和一件破背心也上了
墙，看了半天我这画盲也
不知道是啥寓意。学机械
专业的老公更不懂，他说，
我就是喜欢和老赵喝酒，
喝酒的时候老赵很可爱，
豪放率真，酒杯碰得砰砰
的，真正一好哥儿们。有时
候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让
人哭笑不得又不知所措，
但看得出来，老赵心中好
像很苦闷，有些借酒浇愁
的艺术家情怀。

但不管怎样，因为认
识了画家老赵，而知道了
画家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或
者说非画家，生活是不一
样的。

那时候，进出老赵家
的人也大都是画画的，有
他的画家同学，也有跟他
学画画的高中生。他的一
弟一妹，都是他在这燕山
小区的家里一手教出来的
美术生，通过高考考进了
大学的美术专业，弟弟孟

利现在是明天出版社优秀
的美术编辑，妹妹孟梓则
是一所中学的优秀美术教
师。这要在今天，得省出多
少培训费。会画才会教，同
时也说明，赵家兄弟姊妹
身上都有绘画的基因。有
人说，画家是讲天分的，也
就是说必须有这方面的天
赋异秉。这种遗传，不仅体
现在一母同胞身上，还体
现在下一代身上，儿子赵
大荒 9岁画的“千佛山素
描”，配着同为大众日报同
事的逄春阶的散文佳作

《千佛山札记》在齐鲁晚报
发表，报社有知大荒为孟
君小儿者，纷纷发出“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之赞誉。

对于绘画，我是外行，
既无先天禀赋也无后天研
习，然而对于人，察其言观
其行，总能看出其内在品
行和性格之大概。从老赵
身上，我最感佩服的就是
他的勤奋和执着。天赋的
东西无法学习，那是娘胎
里带出来的。勤奋和执着
则是后天的养成，然而，老

赵的那份努力，也任是我
等无法做到的。你在他家
见到他的时候，他好像总
是处在绘画状态，不是正
在画，就是正在琢磨怎么
画。他不仅执着，而且专
注。在燕山小区居住的日
子里，大概是1996年的春
天，他突然在楼前养起了
一群小鸭子，开始大家都
以为是养着哄孩子玩的，
全楼的孩子都喜欢得不得
了，但鸭子会一天天长大
呀，而且拉的屎奇臭无比，
全楼的大人就开始抗议
了。老赵却依然乐此不疲，
下班后就到菜市场拣菜叶
喂鸭子，喂完鸭子就看鸭
子们嘎嘎地叫着忽而东忽
而西地奔跑。一天我禁不
住好奇地问道：“老赵，你
要养鸭子卖钱吗？”“我是
为看鸭子呢，要从它们小
时候一直观察到它们长大
的样子……”再问，原来老
赵那阵子喜欢上画鸭了。
于是，为了让全楼的人知
道老赵养鸭是为了他的绘
画事业，我写了一篇《鸭父
的故事》在齐鲁晚报发表，
大家于是释然。而“鸭父”
的称呼，被大家喊了好长
时间，成为在燕山小区居
住的一份纪念。

2001年，当我们搬出燕
山小区时，我从老赵家满
是画作的床上，选了好几
幅“荷花鸭”，有横幅有竖
幅，挂在了新入住的家里。
经过几年的修习，老赵的
荷花鸭已经渐入佳境，荷
花我喜欢，出污泥而不染，
鸭子我也喜欢，是在乡村
度过的童年里最熟悉的伙
伴，荷花和鸭被老赵画在
阳光浮动的水面上，灵动，
典雅，和谐，每每欣赏都会
有一种美感。

因为有好几年不对门
而居了，还以为老赵一直
在顶着鸭父之名画鸭子
呢。忽然有一天，老赵在报
社废弃的硕大的印刷车
间，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油画展。开幕那一天，省
内省外各路绘画精英汇聚
一堂，或观赏或品评，著名
画家张大石头的即席评论
一下子吸引了全场目光。
那是一次难忘的文人雅
集。

再之后，有好长一段
时间在报社见不到老赵的
身影。一打听，他竟然“京
漂”去了。他应该是40多岁
的人了呀，去过那种租房
而居飘忽不定温饱不保的
京漂生活，那不是自讨苦
吃吗？然而，艺术家不能按
常理出牌，不然成不了家，
更成不了大家。留恋于人
间烟火的俗世生活，你就
只能当平常人做平凡事。
由是，我更加钦佩老赵了。

往事如烟，岁月匆匆，
一晃又好多年，再去参观
老赵的新画展，竟又从油
画回归到了国画。还是画
荷花，还是画鸭子，然而，
那画面上荷花和鸭，只是
似曾相识燕归来，已完全
变了风格，变了色彩，变得
让你震撼，变得让你流连
忘返。兜兜转转看似回到
了原点，实际上，已在原点
之大上，传统和现代，东方
和西方，国画和油画，博采
众长中，创造出了异于前
人、高于自己、独具一格的
一幅幅高水平作品。他的
思绪如泉之喷涌，似花之
开放，兴之所至，荷花和鸭
子变幻着各种姿态各种神
韵各种色彩跃然纸上。林
语堂有言：“在艺术作品
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即
是技巧以外的个性。”真是
不痴不成器，老赵在痴迷
中探索，在痴迷中突破，终
于找到了属于他的个性和
风格。“呵呵，老赵，你成功
了！”我在内心由衷赞叹，
也由衷高兴。

2015年夏，当再一次迁
入新房时，我又想到了老
赵的墨宝。我们设宴招待
从京归来度周末的老赵，
他依然好酒，在酒酣耳热
之际，老赵附耳跟我说：

“秀珍，你知道，我其实很
苦闷，很孤独，我需要借酒
来排解……”又说，“秀珍，
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画，
我也还有好多东西想画画
不出来，我很痛苦……”那
天看他走路的样子，因为
稍稍有了酒意，只见他长
发飘飘，两肩下垂，十指张
开，面带微笑，怎么看都像
一只可爱的鸭子呢。

面对报社同龄同事都
搬进了宽敞的大房子，他
的夫人张老师问他：“说好
的大房子呢，你什么时候
能让我们住上？”“会有的，
会有的。”老赵还是呵呵地
一笑。他依然清贫，依然把
作品换来的回报投入到绘
画上，一家人至今仍住在
报社那座老宿舍楼的小单
元房里。他醉心于那种艺
术的栖居。他的梦在南塘，
南塘中有他视作生命的荷
花和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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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又去迎仙泉，打水
四方的池子，像是一座城，
水桶们纷纷
打扰了，里面清澈的宁静
泉水
归时抬头忽见
一幅油画般的景色
云朵们，闲逸在蔚蓝的天
空之城上

却装扮着，下面成熟中的
人间城市
看那座耸入暮辉的高塔
金灿灿，双目酡红
会让人联想起，雷峰夕照
一阵阵凉风
匆匆从那座城吹向，这座
城
不知它们来自何方

却感觉里面带着一丝忧伤
因为书架在说：
那本绛紫色封面的书上
已湿漉漉了
我站在它的城前
心里澎湃起无限的感慨
那泉，这本书，和我
我们仨，正惴惴于
围进了人生的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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