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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昨与老友叙旧，先是浓咖啡，继而酽茶。
结果夜横床榻，辗转难眠。遂翻身起床，铺
纸提笔，凝神静气，挥毫泼墨，任由笔尖在纸
上跳舞，酣畅达情，洗洗再睡，梦至天明。

白驹过隙，我练习毛笔字刚好三年。
三年无间临池，觅得心性天使。我最大的
感慨：可谓堪比良方。

一
几年前，我壮如牦牛的体魄，突然患上

甲亢。病情最严重时，71公斤的体重，两月
骤降9公斤。两颗鼓胀的眼珠，似乎脚步
放重点会被抖掉。目光无神，四肢乏力，手
提两把挂面，臂上肌肉，像铁钩钩着拉扯一
样钻心疼痛。一具行走的皮囊，随时有轰
然倒塌的危险。

恨病吃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有
所缓解。甲亢一个典型的症状——脾气暴
躁，与我越来越亲近，并肆意滋长。我动辄
莫名其妙发脾气，有时吃着饭，不知怎么突
然膀子一挥，手里的饭碗飞将出去，只听一
声脆响，洁白的瓷砖地板全是碎片，吓得孩
子、老人摒住呼吸，一家老小惶恐地盯着
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此，我多次深深自责。
我暗暗发誓，必须强行改变，让至亲至

爱的家人，不再受到这种莫名的伤害。
怎么改变？念经，我不信那套；刺绣，一

个大男人不合适；钓鱼，没那么多空闲……
一个偶然机会，与老家来的家康兄弟相逢，
加了微信，他晒朋友圈的精妙毛笔楷书，激
发我练习书法的强烈欲望，目的明确：治躁。

二
买来笔墨纸砚，重拾20多年没碰过的

书写方式。从哪里着手？
结合自己的硬笔书写基础，写了一个

月楷书，便从有天下第一行书美称——王
羲之的《兰亭序》着手。起初，我写不完一
张纸，就心头发毛，手里的笔在动，心里却
在想其他事，体现在纸上的笔画，无论提
按、转折，杂乱无章，始终不得要领。一看
不满意，抓起纸，迅速揉成一团，使劲扔进
垃圾桶，铺纸重来，刚一动笔，发现不对劲，
又揉成一团。如此反复，纸篓装满一桶又
一桶，毫无耐心，脾气一来，甚至有把笔墨
纸砚全扔进垃圾桶的冲动。每当此时，我
就握紧拳头，在胸口上狠狠地擂上两拳，以

此警醒：莫急莫急，这是病，毛躁的坏毛病，
病得很重，得慢慢治！

写毛笔字，需要心静，写久了，逐渐变
得心净，继而升华，达到心如止水的境界。

我生来心浮气躁，又是部队练拳操枪
的角色，加上甲亢折磨，每次往书桌前一
站，心尖似有千万只蚂蚁在爬动、在啃噬。
这时，就需要与心魔作斗争，与躁动作斗
争，与内心深处的软弱作斗争。每每产生
放弃的念头时，想起孩子惶恐的眼神、老人
不安的脸色、爱人无奈的神情，我就告诫自
己：孩子是亲生的，老人是生我的，爱人是
我选的。我努力克制情绪，在心里无数遍
地默念：平静，平静，平静！

大概个多月的坚持，克服，324字的
《兰亭序》，终于能每天抄完一遍。心静说
不上，心净更说不上，可喜的是，我莫明发
脾气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这个小小的进步，
我心灵的天空飘来两个字：恭喜！

“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有乖入木
之术，无间临池之志。”临习《书谱》时获知，
孙过庭十五岁左右，便专心学习书法，体味
钟繇、张芝遗作的伟绩，吸取王羲之、张献
之创造的法度，深入思考，潜心钻研，时光
过去二十多年，但还缺乏入木三分的技巧，
而临池学书的志向，却一直坚持不懈。这
段论述，对我的启发很深。

我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定有收获。
大约三个月后，我暴躁的心魔，终被柔

软的毛笔戳中，在每天早晚一笔一画的书
写中，被肢解得无处藏身，灵魂的深处，天
使徐来。

每天早晚，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一个习
惯，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写字；晚上睡觉前
的最后一件事情，也是写字。不仅如此，一
回到家里，稍有空闲，我就铺开纸张，倒上
墨汁，全神贯注地写字。并且，我逐渐习惯
闻着墨香，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将一张张
空白的纸张填得满满当当，这样不仅纸张
充实了，我的心里也充实了，躁动的心也就
安静下来。

三
我性格外向，喜欢与人分享快乐。因

做记者多年，人脉较广，尤其对喜欢玩文
字、三观相合的朋友，毫无保留地分享生活
中的喜乐之事。我坚持练习书法半年后，
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为营造一种氛围，我

在微信朋友圈，建起一个名曰“书法追梦·
爬涉联盟”的群。我的群公告：“大家都是
书法爱好者，性情相投，虽然大家身体的距
离有点远，但心是相连的，从今以后，有事
无事，大家一起聊书法，谈人生……群里没
有专家，但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专家……”
这则公告，是宣言，更是激励。因为我拉进
群的，都是基础扎实的书法爱好者，都有一
颗上进的心。

为活跃群氛围，大家默契同步，并遵守
一个不成文的群规：每个群友每天都要交
作业，数量不限。如有事耽误，可在群里请
假，事后补上。若长期不交作业，影响群友
积极性者，我秉公行事，或劝其自动退群，
或由我这个群主亮剑执法，直接移出群。

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大浪淘沙，
目前还留在群里的成员，都是精兵良将：退
休医务工作者朱老、部队退役军官传忠、中
学的校长家康、当老板的建华等，写楷书
的，写行书的，飙草书的，各种书体、各种风
格的均有。这个群，就是一个小天地，一个
小社会，大家在互不认识的情况下，以群为
平台，以练字为媒介，相互都成为好友，成
为无话不说的知己，在书法的爬涉途中、攀
登路上，大家相互搀扶、相互追赶，整个群
里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每位群友在收
获着快乐的同时，也像一株株阳光下的禾
苗，不断拔节、长粗长高。

四
字如其人。我太赞同这种说法了。性

格使然，我一直追求龙飞凤舞的笔法，所以
对草书情有独钟。在坚持写了半年的《兰
亭序》后，又临习孙过庭的《书谱》，王羲之
的《十七帖》《法帖》，张旭的《李清莲序》《肚
痛帖》《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黄庭
坚的《廉颇蔺相如传》等。我心怀敬畏，沉
迷于这些圣人的绝世精品，体味一笔一画
的精髓，洞察提、按、转、折、顿、挫的窍门，
临习中锋、侧锋、笔肚的交替，钻研形断意
连的韵味，感悟谋篇布局的格调……当我
在反复的临摹中，逐渐掌握一些技艺后，会
油然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心门仿佛
一下洞开，一丝亮光照亮心底世界，继而全
身的每一根神经放松，灵魂的天使在不断
向上飘飞，飘到能俯瞰天下的位置……此
时此刻，我感觉正与王羲之、张旭、怀素、米
芾、黄庭坚面对面交流……我想，所有书法

追梦人之所以乐此不疲，这种陶醉的感觉、
飘飘然的感觉，应该大抵相似罢！

基于此，我对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越
来越酷爱，越来越痴迷。

在不辍笔端的练习中，有与圣人神交
的感觉，心态自然而然变好。据家人不完
全统计，三年以来，我当着全家人发脾气的
总次数，最多不超过5次，尤其是近一年来，
我几乎没有在家里发过脾气。我一不发脾
气，脸上的笑容就多了，我的笑容一多，全家
人的笑声就多起来，全家人过得开开心心，
我想，这应该叫和睦家庭，幸福家庭。

自沉湎书法以来，我喜欢在微信朋友
圈晒习作。我认为，把自己的书法习作在
朋友圈晒，从另一个层面说，丰富了微信朋
友圈的文化内容，是朋友圈晒吃、晒游、晒
景、晒娃、晒心灵鸡汤等多种晒的一种补
充，还提升了微信朋友圈的文化底蕴，何乐
而不为？

五
结缘书法，我的生活变得有规律了。

我一有空就挥毫泼墨，内心得到净化和洗
礼，思想变得越来越纯粹。纯粹到极致，我
的理解就是心净。心净，就是灵魂干净。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形成规律，每天除
正常的工作，最让我惦记的，就是写字、读
书。不少时候，我半夜失眠，只要起床把字
一写，然后洗了往床上一躺，不到两分钟就
鼾声如雷。这种状况，说明惦记书法，已成
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这就
是所谓的好习惯，抑或生活轨迹。

和笔墨打交道，我一直笃信，必须充分
汲取华夏文化的精髓，遵循书法学习的规
律，在充分临帖的基础上，要不断丰富自己
的文化内涵，最终融入自己的审美情趣，因
为书法是综合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为
此，我不得不促使自己博览群书，时刻充
电，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积淀，加强自己的审
美情趣。

我因写字带来的所有改变，其实也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上幼儿园的女儿，
每天一回家，只要看到我写字，她就默默放
下书包，掏出纸笔，学着我的模样，在小本
子上竖着写出一排排弯弯拐拐的天书，完
了，她还把我鲜红的印章，端端正正的盖在
结尾，并把她的作品，煞有介事地逐一向家
庭成员分享……

我上初三的大女儿，学习任务中，压力
大，她学习累了的时候，也会不时偷偷写上
几副字，以此调节学习状态和缓解压力。

我的家人，每天只要看到我站在书桌
前舞文弄墨，他们明显心里踏实。

“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
笔尖的舞蹈，曼妙多姿，笔尖流淌的香味，
沁人心智，美妙的人生，从写字开始。

（作者系重庆资深媒体人）

重庆作家邢秀玲所著的《西方名人逸
事》这部散文集，分四辑、41篇文章、20万
零6000字。捧在手里，是沉甸甸的一本，
读起来轻松有趣，入口化渣，老少皆宜，对
知识分子和喜欢读书的打工仔，都没有违
和感。

其中的一些篇章，我曾经欣赏过。获
得邢老师亲笔签名赠书后，我从头至尾认
真地拜读。因为邢老师的人品、才华，和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我早已是她
的“粉丝”。这里，我着重谈谈三点心得。

散文作家一定要“走出去”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
方。”高晓松的话告诉我们，人要活得有质
量，不能总是宅在家里，甚至不能总是呆在
一个地方。因为，那会限制你的视野，压缩
你的灵感。邢老师在后记中，也用刘勰《文
心雕龙》中的名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来
勉励自己。

重庆的散文女作家中，邢秀玲、吴景
娅、朱一平等，都是大气、阳刚的代表，部分
归因于她们的见多识广，胸襟开阔。反观
那些小气的“小女人散文”，作者温柔的目
光，总盯着阳台上的花草、餐桌上的美食、
孩子的笑靥，和城市商圈的夜景。

说实话，那都是微信朋友圈的题材，唾
手可得，也随风而逝。真正的好作家，应该
有扎实的“作品感”，经得起咀嚼，上得了书
架，对得起后代。

走过，路过，还要“挖过”

其实我与丈夫，跟邢老师一样，对诗和
远方充满向往，足迹同样遍及五大洲30多

个国家，甚至走得更远。因为我们可以驴
行，还可以自驾。

但是，我们跟邢老师的差别是：她走
过，留下坚实的脚印和丰富的著述；我们走
过，留下一大堆手机图片和微信感言——
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犹如鸡肋。

这就是道行有深浅，见识分高低。邢
老师不只是一名“行者”，还是一名“记
者”。她白天观光，晚上日记。她以西方名
人逸事为切入点，广集素材，狂搜历史，从
书上，从网上，从景点，从资料，凡有用之信
息，皆备于创作。

她是一只勤劳的蜜蜂，掠过花丛，满载
花粉；我们则是两只打望的蝴蝶，东顾西
盼，满足虚荣。

广度，深度，加上“态度”

每次异国之旅，少则半月，多则百日，
千里万里归来，笔记上信息一大堆。如何
选择加工成脍炙人口的、有阅读价值的散
文作品，这是一道难题！

我身边不少写作者认为，网络信息时
代，网上啥子都搜得到，包括名人逸事。输
入关键词，所想即所得，内容虽拉杂，凑合
也能看。

因为来得容易，自古称作“经国之大

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如大潮起伏，许多
才子才女，创作的热情大不如前了，更不要
提著书立说。可敬的邢老师，却仍然笔耕
不辍。她把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的素材，用
自己的眼光遴选，用自己的尺寸剪裁，用自
己的语言表述，用自己的思想点睛，集腋成
裘，积沙成塔，奉献给我们眼前这本佳作。

正如许大立先生前言中所说，她“从历
史遗址和人文景观中发掘被岁月尘埃掩埋
的传奇故事，化成笔下的文字。虽不能说
篇篇精彩，但都有着浓浓的文化底蕴和感
情积淀，十分耐读”。

能达到如此境界，已经很令人钦佩
了！书中几十位西方名人，几乎囊括近现
代所有声名赫赫的音乐家、文学家、探险
家、政治家……每位名人的写法，却是不一
样的，如同卢浮宫的雕像，异彩纷呈，各得
其妙。

这就是作者独有的风格、思想和态
度。她娓娓讲述，不急不躁，声音是那么平
和、睿智，略带沧桑感。这次她主要讲名人
和历史，下次则可能改讲其它。但无论讲
什么，我都会洗耳恭听。因为，邢老师是一
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有态度又有风度
的“大姐”作家，我们喜欢她的锦绣文章！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秘书长）

作家为什么要去远方？
——读《西方名人逸事》

莫衍琳

写龙溪沟的人，用墨水解开
绳索，奔流或枷锁
率先敞开了心扉，一路高歌

捕鱼的人，张开欲望的网
给岁月的沧桑加了一些腥味
一念的执拗使飞溅的水花
在乱石嶙峋中，慢下了步履

给河床看病的人，拾走了
溪沟的杂乱无章，却拦不住
穿云破雾的龙，飞岩直下

大凡情至深处，最伤别离
急湍的漩涡牵动乡愁的叶蔓
游子的心里，一定堆满了
龙溪沟傲娇的美学意义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龙溪沟
蒲苇

无间临池觅天使
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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