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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人物

小学文化写作家乡故事
“我想替年轻人留下村庄记忆”

公园摆摊供人免费练字
“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传承书法文化”

“三社有棵
古树，二社有口
古井，现在新房
的地，百年前是
我 们 六 社 的
……”大渡口区
跳磴镇拱桥村八
旬老人李廷国，
2013年以来写
了 3 个家乡故
事，其中《拱桥村
的故事》录入大
渡口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李廷国说：
“我得用笔写下
来，给年轻人留
下一些有关家乡
的记忆。鲜活的
故事只要流传
着，拱桥村就不
会被轻易遗忘。”

慢新闻－重
庆晚报见习记
者 周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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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八旬爷爷

暖心举动

广场舞、舞
剑、下棋……下
午2时，沙坪坝
区沙坪公园娱
乐项目很多，即
使天气阴沉沉
的，也丝毫不会
影响大家心情。

公园一角，
有 一 张 长 约
1.5米的桌子，
围满游人。这
里是八旬老人
吴鸿忠坚持 7
年搭建的书法
文化交流平台，
免费提供毛笔、
水和水写布，让
大家练习书法
的地方。

慢新闻－
重 庆 晚 报 记
者 陈英 文/
图

“我上半辈子在山
上割牛草，看得多”

“跳磴有座桥，对面看不到”，何
意？“一块豌豆田，喊人不得应”，何解？

李廷国说，豌豆田在拱桥村，田
呈L形，刚好把山的一角包裹，很难
传出声音，所以常常喊不应人。

李廷国熟悉家乡拱桥村一草一
木，一树一屋：“我上半辈子在山上
割牛草，看得多。下半辈子在镇上
补鞋子，听得多。”

李廷国健谈，脸上常挂着笑，说
起话来逻辑明晰，大嗓门中气十
足。80岁的他在2013年写出第一
个作品《拱桥村的故事》，“拱桥村人
杰地灵，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就有
人在此居住。”李廷国说，为了尽可
能准确，他跑遍村里每处坟茔，看墓
碑上有没有文字，看文字里提没提
时间。

“拱桥村有块古墓墓碑上，凿刻
有‘明朝万历五年（1578年）四月初
五日’文样，我才敢在故事里写‘追
溯到明朝万历年’。”李廷国指着手
稿说，“看见哪里有老坟，有新墓，我
就跑到哪户人家去问家谱，问他们
祖先的故事，大部分村民都理解。”

功夫没白费。2015年，《拱桥
村的故事》录入大渡口区第三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李廷国也成为
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大渡口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任李国洪参与了当年区级非
遗评选，对李廷国印象深刻。“《拱桥
村的故事》可贵之处在于，整个故事
有着历史载体和历史事件来佐证。”
李国洪说，通过对故事真实性的考
证发现，不管是故事里的拱桥还是
石砌老屋，都有较大价值，村里的老
房子甚至是当年湖广填四川有力证
据。老人笔下的故事内容丰富，是
传承传统文化、留住乡愁的鲜活文
化载体。

“历史书一定要跟
着家走”

30多张手稿铺在李廷国家的饭
桌上，分别是3个故事的正式誊抄版
和草稿版，其中草稿版包含老人收集
的庞杂材料，从一户人家有几口人几
间房，到用表格记录16户人家的水
田、旱田几石几斗精确粮食产量。

“我怕别人说我乱写，也担心留
下错误的故事，没起到好的传承效
果。”李廷国说。

李廷国写作的纸，小到药盒包
装硬壳纸，在空白处提笔就写。有
些纸张是跳磴文化站工作人员王功
杰送给他的。王功杰说，老人喜欢
写作、传承文化的劲头打动了他。

李廷国仍耕种着一块承包地，妻
子文绍美负责担挑，他因为膝盖患风
湿，只能做些如挖菜类的轻巧活。

记者问：“《拱桥村的故事》写了
多久？”

“3天。”老人进一步解释说，“我一
天只能写几十百把个字，最多一次写
300个字，每天多则3小时少则1小
时，零零碎碎凑起来，写这故事差不多
72小时，基本上就是3个月功夫。”

李廷国只有小学文化，一本辞
典是唯一工具书。“主要用来查不会
写的字和词。”李廷国说，“我把我想
讲的故事，写出来。”

“我很支持他。”文绍美说，老伴
爱读书，也惜书，《三国演义》《说唐
传》是他的最爱。

记者看见，桌上有本薄薄的巴
县历史，是儿子读初中时的教材，如
今儿子年逾半百，李廷国仍舍不得
丢掉。他说：“不管是儿子的书，还
是孙子的书，我都不准卖，特别是历
史书，我们辗转搬家搬了很多次，历
史书一定要跟着家走，一定要回到
原先放书的老位置。”

“趁我还看得见，
摸得着，记得住”

李廷国问记者：“来了拱桥村，
怎么能不看这座石拱桥？”

石拱桥离老人的家不远，走路
十几分钟，老人仿佛是去拜访一群
久违的老友：“百年前拱桥村商业繁
荣，这座桥也沾光，车水马龙，人流
如织。”“修桥款项当年是由王氏家
族、李氏家族共同出资。”谈及这些，
李廷国带着一丝自豪。

记者眼前的石拱桥，只剩4步石
阶，桥沿密布青苔，石板早已裂开。
李廷国慢慢拾阶而上，缓缓直起佝偻
的身体，对记者说：“帮我拍张照吧。”
他丢开拐杖，想站得体面一点。

老人叹了口气说：“趁现在我还
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就想多写几
个家乡故事，多记录一点家乡历史。”

“村里还有几个年轻娃娃晓得这
座桥多少岁了？”记者问。李廷国摇
了摇头，剩下的话哽在喉，开不了口。

答案是130岁。130岁的桥，旁
边还有一棵150岁的黄葛树，树下
立着石碑——保护文物。这块石碑
让李廷国多了几分安心，“就像有人
给我打了包票，保证这座桥和这棵
树一直会好好待在这里。”

石碑上“保护责任单位”后面的
字，被青苔和灰尘覆盖而无法看清。
李廷国很在意，几步走至碑前，想蹲
下身弯腰把字擦干净。尝试了3次，
都因为腿颤抖得厉害而放弃。他把
身子靠在碑上，用拐杖一头剐蹭字上
的灰，一点一点地磨，小心翼翼地擦，
大有不擦干净不罢休的势头。

“保护责任单位（人）：跳磴镇拱
桥村”，碑上的字全部显露，李廷国
这才放下拐杖，抬头看了一眼为石
碑遮风挡雨的黄葛树：“这棵树是我
爷爷李献之和叔公李树云移植过来

的。”李廷国回忆起幼年在树下乘凉
的日子，缓慢开口，“现在我讲的故
事，很多都是在这棵黄葛树下听当
年歇凉的老辈子讲的。”

在拱桥村村主任黎小蓉看来，
李廷国讲的、写的故事，真实反映了
村史。“我敬佩老人挨家挨户打听历
史故事的执着。”黎小蓉说。

“我只盼用笔把故
事记得更久一点”

12月19日和20日，记者在拱
桥村采访发现，村头6社办公室外，
上了年纪的老爷子们在靠墙的木制
长椅上坐了一排，闷不作声各自抽
着烟，等着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开
口，好让家长里短的八卦有一个妥
帖的开场白。

李廷国承担着这个角色，不外乎
为下一个故事寻找素材的目的。别
人说，他就听。别人听，他便开始
说。“他们说，听我的谈吐就觉得我很
有文化。”李廷国说，街坊四邻口中的

“有文化”，是对他最高规格的夸奖。
可惜，老人讲的故事，年轻人不

爱听。拱桥村位置较为偏僻，交通
不便，435路是拱桥村唯一公交线
路，连接村庄和外面的世界。如今，
留在村里的年轻人屈指可数，剩下
的，基本上是老人与儿童。岁末已
至，挂着渝A、渝B、川A、川B不同
牌照的小车，蒙着厚厚的灰土，从几
十公里、几百公里外归来。车上的
人在村口办公室下车见面点个头，
或者打个招呼，转身便走，来不及等
李廷国辨认出谁是谁。年轻人小住
几天后，又将匆匆作别。

李廷国的儿子在主城一家大型
宾馆上班，一两个月回来一次。

“你会在儿子回来时给他讲讲
以前的村庄旧事吗？”记者问。

“不会，有些事他没经历过，不
爱听。我只想在他回来的时候，多
问问他的近况。”老人说。

“孙子呢？”“不会，他俩才读幼
儿园，太小了。他们不明白那座连
水都不能耍的桥，有什么可玩的。”

农村老房改造后，拱桥村人住
进了整洁规整的漂亮新居，拥有了
和城市相似的小区环境。但是，老
树老井老房老桥这些独属于拱桥村
过去的故事，老人想留住。

“我想替年轻人留下村庄记忆，
我只盼用笔把故事记得更久一点。”
李廷国说。

“爱好书法的人在
这里相聚”

吴鸿忠，今年86岁，家住沙区
雅豪丽景小区，7年来搭台让游人
练习书法，这成公园里的一道风
景。记者随意问一句“摆摊让人写
毛笔字的吴大爷”，大家都知道他在
公园里的碰碰车售票处对面。

昨日下午，吴鸿忠如往常一样
按时出现在公园里，慢条斯理摊开
绷着蓝布的长桌，随手拿出毛笔和
水写布、一小瓶水和一个空盘子。
摆好之后，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围拢
过来，拿起毛笔，你写几个字，他写
几个字。

“老人家除了下雨天和家里有
事不来，平时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
定时来。”碰碰车售票员符女士告
诉记者，她几年前到这里上班就看
见，老人在这里摆摊供人练字，每
天都有人过来看热闹，或是练习写
几个字。

记者问：吴爷爷，为何萌生在公
园摆摊让大家练字的想法？

老人解释，7年前从九龙坡区
陶家镇搬到沙坪坝与小女儿同住。

“有一天，我到沙坪公园荷花池旁边
散步，看见亭子里有个年轻人拿着
毛笔在白布上写字，五六分钟后字
迹消失不见了，当时觉得很神奇，上
前询问才知是水写布。”吴鸿忠说，
不想闲下来的他让家人帮忙进货，
在公园里卖水写布和毛笔。“年轻时
为一家老小生活奔波，常年在田间
地头劳作，很少有机会拿笔，现在有
了机会。没人来写的时候，我也会
拿起毛笔，照着书本上的样子写，或
是跟着别人模仿，时间久了便养成
了习惯，也就喜欢上了书法。”

“让浮躁的心情变
得平静了许多”

“水写布清水显墨，节省纸墨，
干净卫生，循环利用节约成本。我
每天到公园里来散步时，都会忍不
住手痒痒，到这里来写几个字，彼此
之间相互鼓励和学习，毛笔字水平

变得一天比一天好。”74岁的张礼
平说，他几乎每天都来报到，和吴鸿
忠算是老朋友。

像张礼平一样，每天到公园练
字还有年过半百的刘阿姨。她向吴
鸿忠打过招呼，拿起笔找位置坐下，
开始练习颜体书法。“我能拿起毛笔
写字，还得感谢吴老。2011年我的
左脚受伤骨折，不能再跳坝坝舞、舞
剑，在家康复那段时间，我到公园散
步时遇上有人摆着水写布让人免费
写，就尝试着写了几个。我也买回
家练习写字打发时间，让浮躁的心
情变得平静了许多，也就这样一直
坚持到现在。”退休前当过语文教师
的刘阿姨说，“现在我的字写得这么
好，很感谢吴老给我们搭建了交流
平台，认识了很多喜爱书法的朋友，
每天到这里切磋。”

“给大伙提供个娱
乐和交流的平台”

吴鸿忠说：“当初卖水写布，只
是想老有所为。后来让人免费练习
写字，是为了老有所乐。每天，爱好
书法的人在这里相聚，不光让我学
会了毛笔字，还认识了不少朋友。
经常到公园来玩的，可能百分之八
十的人认识我。”

吴鸿忠每天早上8时出门，中
午回家吃饭又出门，下午5时左右
才回家，每天摆摊提供笔和水写布
让人练字，不在乎生意好坏。

“现在这里就是书法爱好者的

聚集点，经常来切磋的有30来人，
近的就住在公园附近，远点的住在
江边附近。”家住天星桥附近的82
岁甘爷爷说，他每次练字时，吴老都
是默默站在一旁，一会儿帮忙接水，
一会儿帮忙换水写布，遇到初学者
也会指教一二。

年复一年的坚守，吴鸿忠的行
动感动了不少人。“他每天搬练字的
桌子，五六十斤重，要在公园里走百
来米远，这么大年纪也不容易。”甘
爷爷说，“上了年纪记性差，要是每
次来，谁落下点什么东西，从不会担
心丢失，吴老每次都会帮忙收好，第
二天摆摊时又带过来。我丢的东
西，他前前后后帮忙捡过五六次。”

采访过程中，记者遇见了一位
老人前来找吴鸿忠拿走一把黑色雨
伞。“他上午来我这里练字，忘记了
带走，这会儿过来拿回家。”吴鸿忠
说，平时到这里练习写字的以中老
年人居多，忘记拿走东西的事情，隔
三岔五就有发生。

“吴老摆这个摊，纯粹是给大伙
提供个娱乐和交流的平台，守一天
不开张是常事。”甘爷爷说，今年上
半年，他看见吴老把水写布和毛笔
送给一个四五岁的聋哑小女孩，让
小孩带回家练习。“吴老担心，人多
时小女孩练习不到。”

“影响更多的人学
习书法文化”

“吴老有4个子女，现在这个年

纪正是享福时候，这么多年来还坚
持这么做，是想影响更多的人学习
书法文化。”正在练字的59岁郑洪
伦说，他是四五个月前路过这里，见
到不少人在练字，这才喜欢书法的。

“现在，我也是每天都来，有时
候吴大爷也会指教一二。他还鼓励
我，写字贵在坚持，他也才写了六七
年。”郑洪伦说，用水写布练习书法，
省掉了铺毡子、裁纸、压镇纸、换纸、
调墨、洗毛笔时间，练字效率更高，
周末也有不少小朋友前来练习，吴
老也会教孩子们正确握笔姿势。

年过八旬，为何如此坚持？“每天
从小区到公园往返需要半个小时，家
人担心我的安全，都不同意我出来摆
摊，但是这么多年习惯了，舍不得这
群老朋友。”吴鸿忠说，老伴去世早，
子女都在忙工作，平时一个人在家无
聊，每天出来摆摊打发时间，跟大伙
聊聊天，日子更充实一点。

据了解，吴鸿忠提供工具免费
让人练习书法，隔段时间就要换几
支笔、几块水写布，加上其他开支，
几年来也有上千元，他觉得值得。
吴鸿忠认为，练习书法不仅仅是一
种技能，也是一种文化、精神陶冶，
值得每个人学习和传承。“我身体还
很硬朗，每天出门摆摊对我来说也
是一种锻炼，往返半个小时路程也
不是问题。我会一直把这个摊摆下
去，直到走不动那天为止，让更多人
通过这个平台交流学习书法文化。
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传承书法文化，
影响更多的人学习书法文化。”

▲李廷国老人拄拐步履蹒跚 ▲闲暇之余爱拉二胡 ▲吴爷爷（图右）指点59岁的郑洪伦练字 ▲74岁的张礼平（左三）经常来练字

▲老人站在桥上看着黄葛树若有所思

▲老人把石碑擦得干干净净

▲用挂面包装纸记录故事 ▲刘阿姨和大家交流书法

▲吴爷爷在公园摆摊免费提供毛笔、水和水写布供大家练习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