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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大，谁都想去看

看。

这个夏天，像许多个夏

天一样，身边的朋友不是在

向往美景，就是走在了去往美景的路上。

最潇洒的，莫过于大学同学燕子了。早早地，身

为中学老师的她刚一放假，就在微信里广而告之：要

去旅行了。目的地，当然是心仪已久的四川。想着

她携夫将女，全家出行，临了，却发现她孤军上阵，一

个人享受美美的旅程。

世界真大。人如其名的燕子，抛却种种牵挂，自

由飞翔。这只燕子，飞到四川，只在城市里作了短暂

停留，就又临时“团”了五七“驴友”，走上了通往藏区

的“坎坷”路。于是，每天每天，我们也看到了皑皑雪

山、清澈甘泉、遍地野花、僧侣寺院……

风景里，燕子笑得很是灿烂。捧一朵花，掬一汪

水，吹一缕风，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喜悦，都是惬意与

感恩——花是陌生的，因而异常美艳；水是动人的，

想必也清凉彻骨吧？风呢，徐徐吹来，是不是也比家

乡的更多情？再也不用记挂着诸多琐事柴米油盐

了，仿佛一切烦愁郁闷，皆可抛至九霄云外。天地之

间，迎面而来，皆是风景，而旅人，亦是风景中的一部

分了。

所遇，处处有惊喜。

果真如此，旅行的真正目的便达到了。

诗人席慕容说：“我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

一生中都能有新的梦想。千山万水，随意行去。不

管星辰指引的，是什么方向。”

年轻的时候，读着这样的诗句，任谁都会心潮澎

湃。于是，一场又一场的旅行接踵而至。对旅行心

心念念、向往不已，本质上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源

于人类永恒的喜新厌旧。正如古罗马时期著名哲学

家塞涅卡所言：“人们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旅行，寻找

各种各样的消遣，因为他们变化无常，他们厌倦温柔

的生活，他们总是追寻那些他们琢磨不透的东西。”

好奇心与求知欲，催促着人们不断地走出家门，

走向陌生地。然而，如果单纯地认为旅行就是身与

心的无尽享受，那其实还是有失偏颇的：从迈出家门

的第一步起，各种不确定与未可知的因素就迎面扑

来，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旅人，内心里也会产生隐隐

的不安，还有那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对身体与心灵，

无疑都是双重的考验。难怪，探究起“旅行”的渊源，

其在英语里的本意竟是“劳苦”呢！

然而，旅人们却真是乐在其中。他们乐其乐，也

乐其苦，将其当做日常生活中难得的体验。每一次

归来，皮肤黝黑，面容憔悴，却兴高采烈，喜上眉梢，

大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无尽感叹，这会让没有

加入旅行大军的人，油然地生出许多艳羡。

出发，或者离开，总是有着如此巨大的魅力。人

的一生，大概就像无数条射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圆

点积蓄力量，跃跃欲试，渴望着四面八方。然而，前

路漫漫，何处是尽头？看遍世事，阅尽沧桑，此后，真

的就能目光平静，心如止水么？果如此，这样的旅

行，大概就可以称之为修行了。

静则思动，动则盼静。人世间，永恒的是矛盾的

辩证法则。

所以，在同一首诗里，席慕容又写下这样的诗

句：

“我喜欢停留，喜欢长久。喜欢在园里种下千棵

果树。静待冬雷夏雨，春华秋实。喜欢生命里只有

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和缓慢的成长。”

亲手栽下千棵果树，守着稚嫩的小苗，看它们一

天天地绿荫如盖、果实满枝……生命里，这是何其美

妙的好事？也许，这等美事，只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与

期盼中……然而，在心灵的沃土之上，我们却一样地

可以耐心守候，躬耕春夏，饱览秋冬；一样地，可以有

收获的喜悦与从容。看似平淡的日常，就是这样，蕴

含着无尽的新奇。

单纯地盼望，缓慢地成长。每一天，每一刻，在

如水的时光里，且行且看——看花开花落，草长莺

飞，看如水的时光如何漫过街头，看街头滚滚的红尘

里，喜怒哀乐如何轮次着上演……谁说家门无故

事？谁说心头无风景呢？

哲学家帕思卡尔在《沉思录》里说：“人类不快乐

的惟一原因，在于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他的房

间里。”深以为赞。

心灵平静而开阔，美景就会不请自来。

不管是走出家门还是隐居家中，在这个瞬息万

变、光怪陆离的世界，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大概，唯有

心安罢？

如此，心里眼里，才是风景，才有美景。

世界很大
□王小微

“男儿抗

日死沙场，青

史垂名姓字

香。”9月3日

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那个民族生死

存亡的关头，当时的海内外中华儿女，

只要对国土故乡怀有情感的，都投入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他们以行动

抗击了日寇，伸张了民族正气，即使连

那些文化大师们也不例外，展现了他们

的抗战风骨。

老舍先生用笔当作抗战的武器。

在家国濒危之际，老舍放弃一切个人的

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以

笔为枪，“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

要它有益于抗战。”为了宣传抗战，他开

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写作。

他不顾得失毁誉，大胆地探索，尝试各

种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于小说杂文

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民歌、话剧、新

诗、大鼓书，甚至还写了数来宝。”面对

种种非议和疑虑，老舍在给友人的信中

写道：“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

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微薄

的力量。”其行为让人敬佩。

傅斯年先生响应当时政府号召组

织“青年军”，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他

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

后，你们的儿女问你们：‘爸爸，你在抗

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样回

答呢？’”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

德报名参军，傅斯年去信勉励：“你这

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

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

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

自弃，或者无赖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

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

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为一个

近代的安乐国家！”其谆谆之情，震撼

人心。

陈寅恪先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

战流亡的路途。1941年，他应邀往欧

洲讲学，途径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日

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在家闲居，已无

任何生活来源，全家生活困顿不堪。尽

管如此，困居香港的陈寅恪守志不移，

宁死不受日方救济，坚决拒绝与敌伪合

作。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

自然也会受到日本许多著名东洋史学

者推崇。1941年旧历年底，食物奇缺，

有人送来整袋粮食。因来路不明，陈寅

恪拒收。日本人又有意请陈寅恪到沦

陷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以40万港币

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

恪严拒。

郁达夫先生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

后一个被日寇残害的文化名人。他遇

难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

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两

周之后了。郁达夫是一位积极参加抗

日救国的勇士。1938年3月，他参加了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当

选为理事，为抗战而奔波。8月1日，他

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发表

《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12

月，他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

去新加坡。此后，他身在异域，隐姓埋

名，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和日本鬼子进

行了殊死的斗争，其最后的结局，让人

扼腕叹息。

现在，我们回顾这些文化大师的抗

战风骨，重温他们的抗战历史，真切地

感受到这些爱国志士们的英雄气概。

而这，值得后世敬仰!

文化大师的抗战风骨
□荆 墨

杨继芳极其温雅，温雅地如女子，

且惜言如金。听不到他高谈阔论，听

不到他天马行空，听不到他信马由缰，

他说的每一个字，如同他的小楷，没有

多余的废墨和棱角，品鉴其中，如同开

辟了一条蹊径，幽静而又深远，潜心品

赏，发现他在书法的寂寞中，迸发一种

穿透力。

杨继芳少时受街边牌匾的影响，

对书法产生了极浓的兴趣，为此，初中

毕业便放弃了去重点高中读书的机

会，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农安中

等专业学校美术专业。毕业后，他工

作之余，以报纸和笔墨为伴，开始了他

的临帖之路。

与此同时，杨继芳觉得没读大学

是人生的缺憾，1993年他又考取了首

都师大长春首届书法函授专科，专修

书法，得到了周昔非、任宗厚和景喜猷

等名家的指导。在函授期间，他以自

由体为目标，有精力，有热情，有痴迷，

沉入其中。1994年在张迁碑临帖中，

得到周昔非的认可，他才领悟到临帖

的重要性，开始学习了褚遂良的褚体、

张迁碑的隶书、智永千字文的草书、王

羲之十七贴等。最初的临摹，应该是

很枯燥的事，由于爱好，坚持着，由于

无法突破难点，曾闪过一念，放弃书

法。归结于热爱，放下的毛笔，还存着

余温，他又重拾笔墨，再度投入其中。

尽管他人都认为杨继芳的书法洒脱自

如，可他还是不满意，在渐书渐行中，

高度是他乐此不疲地追求，他暗暗地

在超越自我。他自修了孙过庭书谱的

理论、技术和书体，令他从宏观角度思

考书法之精髓，确立了书法学习的方

向。那时，几千字的古文，他可以通篇

倒背如流。

在书法水平渐增中，仕途之门也

为他敞开，大多时间忙碌于工作中，荒

废书法七年之久。2010年，他的同学

宋旭安激励他要煞下心来继续书法之

路，这时，杨继芳才如梦方醒，为此，他

收心提笔，再度潜心投入书法，这时，

他发现自己学习的知识杂乱无章法，

没有抓住书法的精髓，没有吃透涉足

的书法风格与营养，他选择了毛公鼎、

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大盂鼎等碑文临

摹，苦心孤诣，伴笔墨独行。此后，他

与名家切磋，向名家看齐，找出自己的

差距所在，缩短与一流书法家的距

离。他主攻楷书，直追魏晋，每一笔，

都显示出智慧和功底，畅达沉稳，内力

蕴藉，不求捷径，只求真功。2014年，

杨继芳开始学习篆书，目的是提高隶

书书写的品位，为隶书寻根求源。

他总结了几十年来学习书法的历

程，深知自己付出了许多汗水和时间，

但与预期的效果还相差甚远。他本不

喜喧哗，不喜聚会，为了有更多的精力

研磨书法，他退出了很多圈子，尽量减

少社会活动，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习字

上。尽管这样，还得与书友切磋聚会，

让笔者惊讶之处，杨继芳不胜酒力，偶

饮也醉，但他借着微醺之际，写起的草

书却恰到好处，奔放自如，老辣不羁。

在全国性的书法大展中，他先后

入选和获奖：中国美术书法赴澳展铜

奖，全国“瘗鹤铭”碑书法大展入展，首

届“张芝”奖全国书法大展入展。长春

市建党八十周年美术书法精品展一等

奖，吉林省文化厅春联书法大赛（自己

撰写和书写）三等奖，入展吉林省首届

临帖大赛，吉林省第四届临帖展荣获

了二等奖，参加长春市朝阳区举办的

纪念建党90周年五人书法展等。

杨继芳的阅历与修养越来越深

厚，可他还在积攒力量，积蓄修为，以

求厚积薄发。如今，他心中尚有缺憾：

参加的国展少，水平与预期还有差距，

今后要多看、多写，形成自己独特的书

法风格。对了，2013年杨继芳加入了

中国书法家协会。都说入了中国书法

家协会后风光无限，而笔者所期待的却

是，杨继芳梦想

成真。妙悟者不

必深言，对此，笔

者将乐观其成。

寂寞书法赖勤勉
——记著名书法家杨继芳

□陈凤华

书房，是一

处特殊空间，拥

有独特氛围，带

来独特心境。

在书房，时光停

滞不前，心安静

下来，领悟深邃

的理性精神，收

获精彩的人生

风景，体味文字

的温暖和灵性。这些年，买的书，朋友送

的书越来越多，不知不觉间，家有三间半

书房——

第一间是正式书房。装修新房子

时，特意打造一间二十多平米、怀旧风格

的书房：位置在三楼东边南面，斜屋顶上

开着天窗，窗下写字台宽宽大大；书架是

以前房子的旧书架，水曲柳木材，黄色木

纹，青花瓷瓶里放着一些书画卷轴；另一

面墙上，挂着几幅名家书、画、摄影作品；

蓝印花布桌布；顶灯为国画灯，台灯是竹

子做的灯罩；竹篮里一簇干花，是绿色满

天星和紫色勿忘我，凝固时光；挂在墙

上、放在斜屋顶多宝格里、摆在书架上的

装饰品、小玩意儿，是我多年来在城市和

山水间行走之后收获的宝物，怀念和记

忆生命中值得回味的时光……这里有我

生活的印迹，心灵的回忆，更主要的是有

五六千册书。书以文学居多，也有历史、

哲学、艺术、新闻等方面书籍，有许多精

装本、豪华本，还有英文原版书，整齐有

序地排列。有些

书已经泛黄，似乎

吹弹即破，留有旧

时气息；有些书干干净净，就像没读过一

样。书房自然也干干净净，这是世界上

最干净的地方吧？我在这里读书、写作，

思索、发呆。

第二间是电脑室兼书房。这里原来

是儿子的地盘，书房有两个书架，里面是

儿子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书，但到他的青

年时代，数字化迅猛发展，90后习惯在

电脑上、手机上阅读，新书增加得少。后

来儿子到外地、外国读书，这里被我占

据。书在不停地增加，就把新书放到他

的书架上。

第三是客房兼书房。家里的客房，一

年半载没有客人住，就是一处空房间，越

来越多的书没处放，我就把朋友送的书放

在这里。没有专门的书架，柜子、箱子、茶

几，只要可放书的空档都放满书，有三四

百本。这是朋友送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与

写作的朋友精神联系的纽带。翻阅和品

读这些书，会想起与朋友有关的人和事，

字里行间拥有可以触摸的记忆。

第三间半是主卧室。我床头总有几

本书，或同时在读，或想读哪本读哪本；

先生的床头也有他喜欢读的书。双休日

午后，在阳光充足的房间随意地读，心是

宁静的；平常夜晚，就着灯光各捧一本书

静静地读，梦是安详的。

书房，让我在回忆和现实、憧憬和幻

想之间自然切换。这是一个网络、视听

覆盖阅读，却无法取代阅读的时代。家

里随处可读的书房，让我拥有自己喜欢

并适合的生活方式，获得一种心灵的丰

富和安宁，与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温柔

而淡然地相处。

三
间
半
书
房

□

艾

英

在人生的

旅途上，人们

常喊的一句话

就 是 ：加 油！

加油！我们听到加油，就会热血沸腾，

力量倍增。因为加油是鼓舞人的斗

志，激发人向上的心理暗示。人们在

不断的加油中前进，在不断的加油中

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遇到困难时暗

示自己加油，没有过不去的坎，就会勇

敢地面对困难，走出困境；看到光明时

鼓励自己加油，给冲刺增加力量，就会

到达成功的彼岸。但是，加油也要身

体力行，不要盲目，不要冲动，不要一

味地加油。适当踩一踩刹车，保持一

下体力，给自己一点缓冲的空间，调整

人生的方向，会使自己头脑更清醒，精

力更充沛。所以，人生不只是加油，也

需要刹车。该加油时加油，到刹车时

刹车，才能平稳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加油与刹车
□苏守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