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戏墨玩泥一奇才戏墨玩泥一奇才
□ 龙志球

责任编辑：李双 美编：于仁智 校对：刘刚艺 组版：邓红生

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现场

不熄的革命明灯
——参观杨匏安陈列馆随感

□ 林小兵

种田的那一年
□ 许理存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76 岁的吴人豪是个奇人。他
从一个乡下漆匠，自学成为书画家，
被陈白一先生誉为“奇才”；50岁又
自学雕塑，潘鹤先生曾主动请他为
自己塑像。

吴老的“奇”，头一个是他传奇
的经历。

据他回忆，父母先后生了14个
小孩，大多夭折，仅有 5个长大成
人，因此他很有感慨地说：“新中国
成立前，像我这样生下来又活下来
的，本身就算一个奇迹。”

吴老在小镇长大，受父亲影响，
喜欢画画。他读完初中后就被下放
到附近一个叫长冲的偏僻的生产队
务农。吴老说，他犁田耙田都不会，
只会放牛，还有写字、画画。如果干
农活，他一天挣的工分根本养活不
了自己。怎么办？当时生产队太
穷，没钱买化肥。他便提出，自己不
干农活，专做漆匠搞副业，保证一天
交三毛钱给生产队。那时普通社员
一天才交一毛钱呢。

就这样，20多岁的他，自己用
马尾毛做刷子，每天一根扁担挑着
油漆锅和小箱子，为那些即将出嫁
的新娘子的陪嫁家具刷漆，在漆好
的五斗柜、橱柜、坐具的门面上画
画。他画“年年有余”，两条鲤鱼在
莲花池里活灵活现；他画“喜上眉
梢”，两只喜鹊在梅花丛里喳喳歌
唱……

他很快画出了名气，工分自然
不愁了，却也经历不少险事。有一
次，他给别人漆家具，晚上睡在退堂
屋里，黑灯瞎火，连门也没有，眼前
就是一片坟丘，大半夜突然一个庞
然大物跑过来，吓得他瑟瑟发抖，等
他摸到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头牛
跑进来了，虚惊一场……40多年后
回忆起来，吴老还心有余悸。

后来，吴老结束了漆匠生涯，在
邵阳县竹艺厂雕刻工艺品，不久还
做了厂长，他刻的竹盒参加广交会，
多次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
后来，他又去县文化局下属的广告
公司干装潢，成为当地最早的一批

“万元户”。
吴老和珠海的不解之缘也是一

段传奇。
1990年，吴老在珠海工作的二

哥打算介绍他去澳门工作，最终澳
门没去成，他却留在珠海开起了广
告公司。他的美术代表作《狂客怪
侠》《古今冷兵器大观》都是在浪漫
珠海创作的。

吴老在珠海的工作室，“藏”在
吉大水湾路的一个半山腰，依山伴
海，几百米外就是情侣路，由于门前
还有一些房屋树木遮挡，因此并未
直面大海，闹中取静，低调大气。

有一次，吴老和我说起他与雕
塑家潘鹤先生的故事。2013年，吴

老和广州美术学院雕塑家曹崇恩教
授约定互相给对方塑像。我看到一
张当时的照片，八十高龄的曹教授
光着膀子站在那当模特，左手还拿
着一瓶矿泉水，旁边就是正在专心
雕塑的吴老。不久，同为广州美术
学院的雕塑家潘鹤先生看到吴老这
个作品后，赞不绝口，邀请吴老为他
塑像。2014年，吴老凭着潘鹤先生
的一组照片，创作了雕塑《人民之
子——潘鹤》，标志性的鸭舌帽、和
蔼的笑容，配上凌乱而随意的胡须
及头发，把这位当代雕塑大家塑造
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潘鹤先生
看到成品后，非常满意，举着大拇指
用粤语说道：“好似呀！我好钟意！”

如今，潘鹤先生虽已驾鹤西去，
但吴老和他以及和珠海的情缘仍在
延续。2022年，在潘鹤先生创作的

“珠海渔女”落成40周年之际，海滨
公园迎来了一个新的城市雕塑《向
海而兴》，雕塑的主体是一位高大魁
梧、雄壮有力的“渔夫”，与不远处的

“渔女”非常登对。而给“渔女”找
“对象”的人，正是吴老父子。

吴老的“奇”，也体现在他看似
“古怪”的言行。

据我观察，吴老第一“怪”，是他
烟不离手，却滴酒不沾。在我们老
家，匠人是很受尊重的，出门做事都
有好酒好菜招待。吴老年轻时做漆
匠，后来又搞艺术，烟瘾很大。有时
他作画，入了迷，突然烟瘾上头，拿
起画笔就往嘴里使劲“吸”，闹出错
把笔杆当烟杆的“笑话”。为什么滴
酒不沾呢？他给我讲了个故事。他
在长冲时，有个叫铁牛的朋友大老
远来看他。这人特别爱喝酒，一喝
就醉。当晚果然又喝醉了，半夜口
渴去找水喝，结果把头伸进潲水桶
里大喝一通。吴老说，他几次看到
有人醉倒路边不省人事，钱包什么
的都被人偷走了。因此他固执地说
酒就是毒药，碰不得。有朋友反问
他，难道烟就不是毒药吗？他急得
支支吾吾了。我们都劝吴老以后少
吸点。

吴老的第二“怪”，是他常常说
些“怪话”。有一次晚上 10点多，
我去看他。他正光着膀子在书案
前写一部古今名人穿越的奇幻小
说，恰巧写到潘金莲骂街，于是把
老家乡下那些骂人的古怪话一箩
筐全写上。我俩用方言一口气把
那段长长的话“骂”完之后，顿觉酣
畅淋漓，特别痛快。湖南日报社文
体频道副总监杨丹曾撰文称吴老
为“怪才”“奇才”“鬼才”。吴老却
自嘲说：“我不是怪才，说怪也怪，
明明住三楼，有时却爬到六楼去
了；我不是奇才，我是骑马的‘骑’，
儿时骑门槛，少年骑牛背，老年骑
凳背；我也不是鬼才，更不想做鬼，

我的作品没完成，还要再活 30
年！”有一次，我帮他清理手机，想
当然地准备删除收藏栏里那些“表
情图片”“非常好”之类的“废话”。
谁知他马上叫停，说，好多老朋友
没联系了，删了就没念想了。他指
着手机里的一张老照片，上面是他
的外公外婆舅舅姨妈们，“这里头
如今还在世的，只剩一个人了”。
那是我在这个豁达乐天的老人脸
上，第一次看到无尽的哀伤。

吴老的第三“怪”，是他自己总
结的一些“怪论”。他用挑柴来形容
节奏的重要性，“你挑着一担柴，平
路可以快走点，上坡要慢一点，累了
还得歇一歇，如果一直跑，肯定累
死”。关于艺术创作的详略取舍，他
说，就像写长篇小说，次要的地方一
笔带过，而重要情节必须大加笔墨，
要写出一根针掉地上也能轰隆隆作

响的效果。他在珠海工作室的木门
上左右各书两个大字，“戏墨”“玩
泥”。戏墨，是说自己以游戏的心态
去写书法、画国画；玩泥，是说像小
孩子玩泥巴那样做雕塑，因此他说
自己“玩泥巴玩出了点名堂”。事实
上，他对创作是十分认真的。我亲
眼见他为自己的工作室题名，用的
是隶书，能看出多年临摹《曹全碑》
的深厚功力，但又有自己的风格，尤
其“人”字的一捺像极了迅疾踢出的
长腿，把原本中规中矩的隶书写得
气势十足。但他仍不满意，又用红
笔细心地描边。正是这种战略上游
戏放松、战术上精益求精的心态，让
他在艺术世界天马行空，创作出来
的作品少了学院派的程式或理论的
束缚，多了野蛮生长的独特魅力，常
有神来之笔。正是：劳筋苦志十数
载，戏墨玩泥一奇才。

本是一介书生，亦怀满腹经纶。
本应是站在学堂里的教书先生，为莘
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山河如清明，
岁月若静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然
而，你却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
路。你以过人的胆识，在乱世中开创
出充满挑战却异常凶险的航道；你以
超常的勇气，铸就了属于自己多舛命
运的不凡轨迹。在不长的生命里，你
用热血著书立说，以豪情点灯燃炬，
将视死如归的精神昂扬地写在百年
党史之上。

香山的风，濠江的雨，孕育了南
屏的钟灵毓秀。风雨飘摇之际，你从

北山村毅然出发，过省城、赴东瀛、往
上海，探求真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
北。

青春之光，只为理想绽放。五四
运动后，你快速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
义者。《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
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浅说》是高屋建
瓴、入木三分的雄文大论，深入浅出，
准确鲜明，在当时风雨如晦的神州大
地擎起了一盏盏明亮的航标灯，指引
着信仰者矢志追随、前仆后继，为华
南爱国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
驱之一，“南杨北李”如雷贯耳、熠熠

生辉。
你积极投身国共合作，主动融入

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省港大罢工的
硝烟刚刚消散，你又奔赴北伐战争最
危险的前线。出席完“八七”会议，你
随后奔走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为
革命事业夙夜忧叹、殚精竭虑。你披
肝沥胆、豪气干云、一身正气，渴望祖
国早日迎来革命的光明，却终究没能
亲自等到黎明的到来。

上海龙华，八月的一个深夜，暑
气未消，你被穷凶极恶的敌人残酷杀
害，壮烈牺牲，年仅35岁。就义前，
你吟咏《示难友》诗一首：“慷慨登车

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
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虽身陷囹
圄，仍威武不屈，你将一名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崇高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与杨匏安陈列馆相距不远，北
山杨氏大宗祠前那几株苍劲古朴的
玉堂春每年春天都会如期开放，仿
佛在深切怀念这位优秀的杨氏子
弟。八月夏日，酷暑炎炎，玉堂春已
枝繁叶茂、亭亭如盖，预示着革命事
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激励着后来
者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战斗不息、奋
勇前进！

中考的成绩出来了，我在学校查了
分——167 分，离高中录取线还差 3
分，但我没有一点沮丧，反而一身轻松，
把从学校拿回来的煤油灯往大桌上一
放。

“回来种田了。”我说。
“复读一年吧。”父亲说。
“不读了，太费劲。”我说。
父亲不吭声，点着一支“丰收牌”香

烟。烟比平时抽得猛，这烟里有他的思
量，有他的心情。

我晃来晃去，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再也不要被彬老师逼着背《卖油翁》了；
再也不要听安老师的责备声了；再也不
要听荣校长“来呀来呀”的唠叨声了。
我现在有新的人生了，要与农田、鸡鸭
为伍了，要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
为了。

尽管分田到户了，农村仍然存在吃
饭问题，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春天。中午
喝稀饭的家庭，都是关着门的，而吃饭
的人家，都门洞大开。

说真的，我对种田不排斥，甚至有
些向往，可能跟做学生时放假回家在生
产队干活有关。那时我们已经可以一
天挣五分工，后来又涨到一天七分工，
和生产队的妇女一个标准。在生产队
干活，不仅不累而且快乐，因为人多，几
十号人，一起开工、一起收工、一起刮
渣、一起薅草、一起插秧，有说有笑，讲
着荤素段子，大家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劳
作，另一半时间在聊天。

我家有7.5亩田，有近的、远的、肥
沃的、也有贫瘠的，好在父亲当了很多
年的生产队长，对每一块田的品性特征
都很清楚，这对种田很有帮助。

种自家的田与种生产队的田不是
一个概念，每家每户都竭尽全力，几乎
想要把头拱在土里。父亲对土地爱得
深沉，多年的生产管理又养成了追求完
美的性格，生活上他都可以宽容，唯农
事极其严谨，也可以说是苛刻——埂要
铲得光、田要整得平、渣要刮得细、秧要
插得直、粪要沤得臭。

对于父亲种田的要诀，一部分我是
认同的，但更多是不能苟同的。相比于
那么大块的农田，人力微弱，我认为大
可不必那么计较，能产粮食就可以了。
种田不是绣花，也不是书法。可父亲不
这么看，他时常用过去地主如何种田的
例子来引导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父亲的冲突
越来越多，他以为父之尊，农活经验丰
富来训诫我，而我则以“科学种田”为由
与他对垒，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在母
亲的调停下，我们对家里的农活做了分
工，我带两个妹妹为一组，干需要动手
快的活计，比如，插秧、割稻、刮渣、薅
草、车水。父亲与母亲干力量与技术型
的活计，比如，拔秧、挑稻把、犁耙耖田、
打场、施肥等。这一分还真就让我们相
安无事好长一段时间，互相都尽量不苛
求对方，尤其是父亲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与宽容。

但有重大的观点不同时，也会产生
严重的冲突。有一次，父亲带母亲去舒
城医院看病，临行前吩咐我们三个人在
一块2.5亩的田地插秧。

我们大约上午8点多下田，下午2
点不到就栽完了，回家吃完饭后都在酣
睡，就突然听到父亲的咆哮声，声音很
大，感觉到他从前屋跑到后屋，再跑回
前屋。又一会儿，他又跑到后屋，我正
在睡觉，感觉到他用一根棍子挑开蚊
帐，我感到事态严重，极力装睡，紧闭着
眼，一动不动。

他停了几秒又转身离开，骂声终于
停了，我悄悄地爬起来，轻轻走到前屋
看个究竟。父亲蹲在门口，手中点着一
支“丰收牌”，烟灰很长，但他没有弹，也
没有吸，而是任由烟自由地燃烧。看上
去气得不轻，母亲见我出来，赶快示意
我回去，否则要挨揍。

我转身回后屋时，听到父亲在自言
自语：这块地废了，要重新栽。原来，我
们回家后，突然大暴雨，田水猛涨，秧苗
又深，而且我们也确实栽得比较稀，再
经大风一吹，田里看上去就像一片白茫
茫的水。用父亲那夸张的说法就
是——那秧至少有一米的间距。

由于母亲的周旋加上我们坚决抵

制，最终那片地没有重栽，但那一年的
收成却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原因在于
田肥苗稀稻穗长。从此以后，父亲再
张扬他的老经验时就收敛很多了，我
们关于农作物管理的话语权也多了很
多。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分工界线
开始模糊，我也要学习更多的技术活
计，最初学的是犁田、耖田与耙田。犁
田时，难度最大的就是走不了直线，犁
出来的田沟像一条蚯蚓，再者就是端
不平，那犁梢的力度把握不好。犁头要
不扎得太深，牛根本拉不动，要不犁扎
得太浅，犁会跳到表面。但也不仅是犁
梢把握不好，也有不会吆喝的原因，犁
田时，人要发出很多指令，牛听得懂，也
就配合默契，而我一句也不会，只知用
鞭子，那牛也就无所适从了。

耖田相对简单一点，两手扶着耖，
深浅容易掌握。耙田就更简单一点，耙
很长，但人是站在耙上的，一手牵着牛
绳，一手握着鞭子，田水较深时，牛也拉
得更轻松，人站在上面有种坐车的感
觉，也很威风。但有时危险也很大，有
一次我在耙田，不知为什么，牛受惊了，
突然狠命地往前跑，我先是一仰，本能
地调整身体，却一下子掉到耙的两个大
梁之间，我的两腿膝盖以下已被压在耙
下面，屁股坐在耙的横梁上，好在牛跑
到田埂边时就停了下来，这时隔壁田里
的人跑过来抬起耙，庆幸的是我的两条
小腿恰好夹在两齿之间，没有受伤。

所有的农业季节中，“双抢”是最艰
苦的，“双抢”即抢种抢收，我们圩区田
少，要想多收，复种指数就要高，一年要
种三季作物，秋天种下油菜，春天时收
割油菜后要种早稻，夏天收获了早稻就
要快速种下晚稻，都是为了赶季节，否
则种晚了，天气凉了，那晚稻的收成就
不好，甚至没有收成，所以，在最热的季
节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前后就半个月
的时间。天最热，活最重，蚊虫最多，特
别是晚上拔秧和起早犁田时，田水正好
处在小腿之上，那膝盖后弯处全是蚊
子，用手一拍全是血，蚊子真是聪明。

也就是种田的那一年，薄荷油突然
吃香起来，全村都在种植，说是薄荷油
出口价格高能赚钱。父亲一向只钟情
于庄稼，但商品经济的魔力实在太强
大，总在田里刨口吃的也不是办法。立
秋已过半个月，禾苗正茁壮成长，一片
青乌，可父亲经过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
后，还是决定把茅厕旁田地的秧苗拔掉
改种薄荷。禾苗已经扎根了，拔起来很
是费力，拔完后犁过来、再刮渣、栽薄
荷。

此时，周边的农田早已一片安宁，
只有禾苗在静静地生长。为了尽可能
赶点时间，我们晚上也在田里劳作，四
周的蚊虫全赶过来了，每栽一棵苗就要
用手打一次，每次都要打出血来，主要
被咬的是脸、手和腿，赶不尽杀不绝一
般。

对于这个决定，每个人的心里都没
有底，包括父亲在内。我们每个人在劳
作的同时，心里大多持有抱怨，也包括
父亲在内。我们抱怨的是父亲的决定，
但不知父亲在抱怨谁，他自己可能也不
清楚。

突然一束手电光照过来，原来是小
表叔路过这里。他是个铁匠，一个带过
队伍，铸过犁头和犁耳的铁匠，说起话
来也像在打铁。一边说着薄荷的事，一
边照着我的脸说：“表侄呀，你就一辈子
固定在田里呵。”

他走了，田里一片寂静，谁也不再
说话。终于完工了，我们回家吃晚饭
了。就在那个灯光昏暗的晚上，我端着
一碗像“洪湖水浪打浪”一样的稀饭，对
父亲说：“我要读书。”

父亲一点也不吃惊，头都没有抬起
来看过我，只是非常轻地说了一句：“想
通了？”

我说：“想通了，农田里刨不出未
来。”

第三天，他带我见了我的大表
叔——一名物理老师。又过了几天，我
终于又坐在教室里，背着《卖油翁》，听
着英语老师的责备和校长的唠叨，想着
种田的种种不如意，也思忖着读书这条
路基本是唯一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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