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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达，金坛县人，1933 年生，
1994 年退休。上世纪 80 年代曾任金
坛县县长。在人们的眼中，他不仅能写
得一手好书法和好文章，更是一位红
色基因的积极传承者。自退休以来，他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老干部、老党
员的红色情怀。

多方奔走，复建苏皖
一大会址

1939 年 12 月中旬，苏皖一大在
建昌的蔡甲村胜利召开。陈毅、曾山、
粟裕等重要人物参加会议。由于当时
严格保密，再加与会者较少，因此，无
论在金坛还是在其他地区，详细知道
此事的人特别少。

岁月的沧桑使苏皖一大遗址像一
位孤独的老人，越来越苍老和颓废。房
屋日久失修，出现墙面开裂，屋顶塌陷
的现象。

这是红色的遗址，决不能让其荒
废。当时已在金坛担任老促会会长的
周尚达心急如焚。于是，他老将出马，
主动将恢复苏皖一大会址的活给揽了
下来。

前后两年多的时间，他做了 4 件
事。

一是争取资金。依金坛本地的财政
状况，对于恢复会址的工程显然力不从
心。从财政厅到农业厅，再到民政厅，从
省里到市里，周尚达不断地跟上级部门
和领导呼吁，争取恢复重建资金。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七八个月的奔波，他
筹集到了上百万元的资金。金坛市委领
导也表态不足部分由财政负担。

二是做好征地搬迁工作。在拿到
恢复重建的批文后，周尚达与该村党
支部书记曹立方一起，积极做好遗址
周边 3 户村民的搬迁工作。村民们见
老县长亲自来了，都很支持。他从筹集
的资金中拨出经费给予搬迁的村民足
额补偿，确保他们的居住条件有很好
改善。

三是广泛收集资料。为了尽量多
收集历史珍贵资料，周尚达多方打听。
在上海、浙江、安徽及本省，只要是建
有新四军纪念馆的地方，他都亲自去
寻访。历时两年多，他终于收集齐了苏
皖一大会址必不可缺的历史资料。

四是编辑整理资料。资料收集回
来以后，还需要分门别类，加以编辑和
整理。这不仅需要编辑者对所有资料
了然于胸，而且还需要编辑者具有考
古工作者般的细致和耐心。对于这么
繁杂的活，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整理。
并且，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他也力求还
原历史原貌。

写剧本拍电影，再现
陈毅司令抗日往事

2000 年初，金坛青年作家蒋文
静找到了周尚达，谈到了自己想写
一部关于陈毅元帅的电影剧本。令
蒋文静没有想到的是，这与老县长
不谋而合。

童年时代，周尚达熟知陈毅司令
员带领新四军在茅山一带英勇抗击日
寇的事迹。在县政府工作期间，他与抗
战老干部们多有接触，从他们嘴里了
解到很多陈毅在茅山抗日的故事。

可是，要拍摄电影，存在许多困难
和问题。问题之一：作为当时的县级
市，金坛要拍一部反映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军事家的电影，在全国还鲜
有案例；问题之二：此类电影剧本多是
名家之作，若是出自金坛本地人之手，
似乎分量不够；问题之三：拍电影的经
费难以筹措；问题之四：拍这类题材电
影必须有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
小组的批准才能实施。

周尚达偏偏选择了知难而上。
为了尽快拿出电影剧本，由周尚

达口述，蒋文静抓紧点滴时间收集资

料，夜以继日精心创作。不到 1 年时
间，《陈毅在茅山》的初稿成形。为真实
再现陈毅司令的高大形象，老县长又
拿着剧本征求抗战老干部们的意见，
并亲自动笔修改，力求更加真实完美。

剧本有了，接着要拿到中央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批
文。周尚达找到了华罗庚的孙女出面
帮忙联系。可由于迟迟没有音讯，不甘
心的老县长又设法将电影剧本送到时
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案头。当
迟副主席看到剧本时，感觉很好，随即
前往原新四军老领导张爱萍将军家
中，征求这位革命老前辈的意见。张爱
萍将军看过剧本以后，拍案叫好，并当
即书写了《陈毅在茅山》的片名。

有了军委领导的肯定和张爱萍将
军的支持，该领导小组很快有了批复，
同意金坛拍摄《陈毅在茅山》。

拿到批文，周尚达开始与南京电
影制片厂联系。最终对方以最低不能
低于 30 万元作为拍摄这部电影的经
费底线。

那时，30 万并非小数目。为了电
影早日开机拍摄，周尚达找到当时的
金坛市委书记。书记见老县长如此的
执着和热情，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给予

经费支持，确保电影顺利拍摄。
在电影拍摄期间，周尚达又成了一

位大管家。从深夜商谈剧本、演职人员的
吃住、群众演员的寻找，到各个景点的配
合，大小30多个方面的问题由他一人承
当。他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一直
跟着剧组人员运转，直到整个电影拍摄
完毕。

最终，这部电影上映后，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了江苏省“五个
一工程奖”。

传承先烈精神，举办百
位革命英烈肖像书法展

作为一名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周尚
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后辈们加强
革命理想信念教育，为后辈们多输送一
些精神营养，补足后辈们的精神之“钙”。

百名革命英烈，是中国革命一座座
不朽的丰碑，他们的精神、意志和品格，
永远值得后人传承和敬仰。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95周年前夕，周尚达决定把他们
的肖像与领袖的题词，以及先贤们的格
言警句结合在一起，举办《热血铸忠魂》
百位革命英烈肖像书法展。

2016年春节刚过，周尚达就找到广
告公司，搜集百位革命英烈的肖像及生
平事迹，并打印成宣传条幅。为防止出现
张冠李戴的现象，他逐一仔细查对，确保
准确无误。

然后，他又找到了 100 条领袖人物
的题词及先贤们的格言警句，并联系和
发动金坛界的书法家们书写。

紧接着，他立即着手在金坛东进书
画院二楼展厅布展。从展厅布局的设计
到肖像书法作品的悬挂，他和另外一位
帮工两个人整整忙了10多天。

观展之后 ，许多观众纷纷表示，心
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今天的红色江山
是无数革命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作
为一名党员干部，弘扬先烈精神，继承先
烈遗志，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实际行动
投身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活动之中。周尚
达感到无比欣慰。

目前，该馆已被确定为金坛区党员
干部“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基地，金坛
区各级机关和部门正有序地安排党员干
部来此参观学习。

作为一个83岁的老共产党员，周尚
达坚信：共产党人和革命英烈特有的红
色基因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有共产党
英明正确的领导，有无数革命英烈精神、
意志和品格对后人们的滋养，中华民族
的明天一定会更好，伟大的中国梦一定
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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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县长周尚达的红色情怀

好友志强兄把汽车开到我家门
口，边让我猜车里装了啥，边就在车里
独自坏笑。一半是笑我猜不出来，一
半是笑我说错了话。

与志强交友二十年，讲得最多的
是石头。说错的话，指的就是石头。
太湖奇石“鲜有小巧可置几案者”就是
这句话。但这句话有出处，宋代文人
杜绾在其《云林石谱》中，原话就是这
样说的。

玩石这么多年，那“小巧可置几
案”的太湖石还真的没见过几块⋯⋯
今日，志强敢拿这句话来取笑我，必是
觅得小巧太湖石了。

打开车门，但见木箱，箱里有石，
悉数可见。那些还带着泥土芬芳的石
头共七块，其形玲珑，孔洞通透，嵌空
穿眼，婉转险怪，个个都是小巧可置几
案的上好奇石。但，它们显然不是太
湖石。它们的名字叫墨石。

墨石的样子与太湖石几乎一样，
所以又被叫做墨湖石或湖石。虽然叫
湖石，却并不长在湖水中，而是埋在山
土里。清代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
说：“其出土者（在山土外面的）曰阳
石，入土者（埋在土里的）曰阴石”。这
阴石指的就是墨石。墨石不仅样子同
太湖石一样，连石种也一样，都属碳酸
岩石。难怪，玩石道行还不够深的志
强兄竟没看出来。于是，刚才的一脸
坏笑转瞬就变成了现在的满脸尴尬。
其实，何止是志强兄不识墨石，常与我
一起谈论石头的密友不下十数人，不
识墨石者，十之八九。

墨石与太湖石形貌酷似，固然是
难以辨识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原
因。近几年，无良商人“克隆”有术，
或沁以颜色，或抹以油蜡，硬是把一

块块形貌姣好的墨石打造成很有些
年代感的“太湖石”。若不借助相关
手段，仅凭肉眼，即使石道老手，也未
必就能辨识真假。南京奇石市场有
块“太湖石”，形体玲珑，婉转秀润，孔
眼通透，嵌空瑰异，志强兄一眼便相
中了它。问售价几何？石商答曰：

“三十六万。”一旁的我提出“上上
手”，却被婉拒。这块“太湖石”自然
就不可能成交了。连上上手这个起
码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那还叫相石
吗？相石不成，买卖便落了空。石商
也不是不让看，而是不让细看。隔着
个玻璃宝笼让你看，它就是块“太湖
石”。如果上了手，细细看，看出破绽
来，它就不是“太湖石”了⋯⋯时隔半
年，我与志强兄又去那家奇石商铺，
石商不在，其女人在；志强相中的那
块“太湖石”不在，另一块体形姣好的

“太湖石”在。复问半年前的那块“太
湖石”，女人竟黯然神伤，道出伤心事
一桩。原来，她男人为那块“太湖石”
与人争执，不小心，美石从高处陨落，
身首异处。男人索赔，客人拒之曰：

“此石非太湖石，而为墨石。”“何以
见？”对曰：“断处可见。断裂处石体
为黑色，便是墨石。太湖石石体应为
灰白色。”遇着了识石人，男人一时懊
丧，却又不忍美石白白损毁，便与之
撕扯，乱作一团。最后以各折一条腿
的代价结束争斗——男人折的是左
腿，客人折的是右腿。

出得店铺，我与志强相视无语。
见过为官位暗斗的，见过为女人动粗
的，却未见过为一块墨石而双双断其
胫的。

墨石确是可赏、可玩、可藏的美
石。太湖美石天下知，但可置几案

把玩的小巧太湖石实在难觅其踪。而
墨石却相对资源丰富，其小巧可把玩
者也不难觅。除了石肤之“皱”不及太
湖 石 ，其 他 各 项 赏 鉴 指 标 均 不 落 下
风。墨石天然一副昂然挺立的姿态。
作为一种石种，墨石的这种孤傲性格，
又是其他石种难以匹敌的。而且，墨
石的天然性、艺术性、观赏性也早已决
定了它的可藏性。所以，墨石犯不着
与“红太湖”那般躲躲闪闪、隐姓埋名
去干那冒充太湖石的下作勾当。墨石
爱好者也完全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
掩，明明所藏之石为墨石，却违心说是
太湖石。

像墨石一样孤傲些！爱墨石就是爱
它的一身傲骨！

把墨石的名字叫得响亮些！手握墨
石的藏家，完全有理由对藏友豪言以告：
它的大名叫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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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大名叫墨石

踏上阿姆斯特丹后，我们放下行
李便直奔梵高博物馆。原以为周五晚
上会是个讨巧的时段，想当然地认为
很多人不知道梵高博物馆周末的鸡尾
酒派对会开放至 22 点。然而，当我们
到达时，夕阳下等待买票的队列依然
蜿蜒百转，看不到尽头。

世界各地的人涌向这栋简约的几
何型建筑，不仅是为了瞻仰大师的杰
作，也为了缅怀他的悲惨命运。很奇妙
的是，如果梵高在我们身边，我们大概
并不会喜爱他，反而会鄙夷、甚至厌恶
他。而当我们只能遥遥眺望他瘦弱背
影时，多半会怀着怜悯，也许还有崇
敬，留下长长的叹息。

在我眼中，梵高是一个好人，但也
是一个麻烦的人。他让周围的人感到
不悦和困扰，也让自己陷入深深的痛
苦。他是一个纯粹的人，内心充满纯粹
的热情和冲动，时时刻刻想要冲破束
缚去拥抱这个世界；而束缚他的，却正
是他对纯粹的执念。他不是一个傻子，
而这正是最令人悲哀之处。他清楚地
知道自己悲剧命运的症结所在，可他
无法向现实世界妥协。他无法接受自
己泯然众人，这与自杀无异；而他的善
良与信仰又不允许他做一个睥睨众生
而内心自在的狂人。于是，他只能活在
挣扎和苦闷里，将自己的血肉溶入五
彩的颜料，泼洒在画布之上。

自从拿起画笔，梵高的目光就经
常落在质朴平淡的乡村风光、辛勤劳
作的贫苦农民上。在纽南，他完成了一
系列这样的早期作品，如《村舍》、《深
秋的白杨林荫道》、《缝衣女工》等，还
有很著名的《吃土豆的人》。对穷人的
关注和施予，是贯穿梵高终生的情怀。
在从事绘画前，他曾前往煤矿镇波瑞
纳吉传教。出身牧师家庭的他，自小就
将侍奉主、关爱世人作为一生的终极
理想，但他却无法掌握繁琐的宗教典
籍，不知如何在教会中钻营谋利，于是
他只能成为一名代理牧师，被派去了
最艰苦的教区。

可是，梵高并无不悦。在他看来，
替主关怀那些最需要关怀的人，让神
圣的光辉照入最阴暗的角落，是对主
最虔诚的供奉。他以全部热情投入了
传教事业，将衣物和微薄的薪金分给
煤矿工人，而自己仅以粗布衣服和少
量的水与面包维持生活，甚至亲自下
矿场挖煤。然而教会却将他解职了，理
由是他玷污了神职人员的圣洁，是“脱
离常规的怪人”。失业的梵高无奈转向

了绘画，但在他的画布上，穷人的平凡点
滴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

在梵高的绘画事业的第 8 年，也是
倒数第 3 年，他到了法国南部阳光明媚
的小镇阿尔。刚下火车时，他欣喜若狂，
全身心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开始了疯
狂的创作。他的灵感在田野间喷薄，流淌
在一块块画布上，《粉红色的梨树》、《花
开的阿尔田野》⋯⋯可惜，无人分享。孤
独，在喜悦中更加突兀。

于是，他拼命写信给他最好的朋友
高更，热切劝说他离开巴黎，来阿尔一起
生活和创作。在信中，他极言阿尔的好
处，用画作描绘了风景以及他所居住的
漂亮房间后寄去。终于，高更答应了他的
邀请。此刻的梵高陷入了如痴如醉的狂
喜，他提前布置好了高更的卧室，并用自
己最得意的《向日葵》系列画作装饰墙
壁，甚至连画框的颜色也细细斟酌。

高更终于到了，开始的时光确实充
满欢乐，但时日一长，矛盾终于产生了。
夜晚，当高更从酒馆醉醺醺地回到住所，
发现梵高静静地站在墙边的阴影里，手
中拿着一把剃刀。高更惊慌失措地夺门
而出，夜风在耳边呼啸，梵高的黑影在身
后紧随。当他小心翼翼地回到住所，发现
梵高已昏倒在地，手中握着那把鲜血淋
漓的剃刀。他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我
想，也许那一夜，情绪陷入崩溃的梵高真
的想与他过去的好友同归于尽，他最终
放过了别人，却放不过自己。

高更离开了阿尔，最终去了大溪地。
在那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而梵
高，则进入了圣雷米精神病院。

我无法指责高更，换做是我，也许一
天也无法与梵高相处；我也无法指责梵
高，他只是出于天性，急切地追求美好的
生活，尽可能地去抓住让他感到温暖的
人。毕竟，对于他来说，身边这样的人太
少了。

沿着美术馆收藏 200 余件珍贵画
作，从出生到疯狂到死亡，我们细细品
味，无限感慨，从7点进馆一直逛到被催
促离开，甚至还满心意犹未尽。

梵高最终安息在奥维尔的麦田里，
在他自己的画作《麦田群鸦》里。他生时
卑微、死后伟大，他的秉性与他的绘画天
赋密不可分。这是他自己的不幸，却是后
人的大幸。我们无法分担他的痛苦，只能
珍惜他留给我们的一座座人性之碑。

——比荷旅行手记之五
刘祺 文/图

遥望孑孑远去的背影

对于一个书写爱好者而言，寻觅
一本得心应手、称心如意的“本本”是
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注意了！这里的

“本本”可不是泛着荧光、刺着双目、毫
无温度的电子本本，而是传统意义上
的，中国古代工匠们传下的用各种绵
柔之物打成浆、晒成纸，摸起来糙糙
的、软软的，似乎还残留着制作过程中
残留余温的纸质“本本”。

搜罗各地、各式“本本”成了我生活
中一大嗜好。我的书柜里摆放着各种奇
特而好看的本本。“本本”的封面就像一
个人的眼睛，透出本本的灵魂。封面的
取材决定着本本的价格。纸质、皮质、木
质、棉质、绢质，等等，各种材质都可以
成为本本的封面。纸质的还可以分为软
面和硬面，皮质的还可分为真皮和皮
革，可谓五花八门。一本出类拔萃、高雅
不俗的本本绝对有一张做工精良考究
的封面。人靠衣装，本靠面装。一向笃信

“不以貌取人”的我对这句话倒赞同起
来：外表不得体，如何吸引人关注你的
内在？器物且如此，何况人乎？

“本本”的内在也是形形色色、举
不胜举。简洁的纯线条型，素雅的白纸
型，图文并茂的插图型⋯⋯随便翻开

一本，或是一句令人深思的格言警句正
等着你轻轻阅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决心是成功的开始”；或是一张趣
味横生、幽默诙谐的插图让人忍俊不禁；
或是一页空白，等着你涂鸦、贴花。每一
本“本本”都让我爱不释手。

我随身必须携带至少一本“本本”，
记录日常、规划未来、摘录美言，如若哪
天包中少了本本，便会感到浑身不适、焦
躁，就像沙漠中行走的人突然缺了水，游
泳池中学习游泳的人掉了救生板。灵动
的思想就像火花一样稍纵即逝，如果没
有随手可记载的本本，我到哪里去寻找
思想的轨迹呢？在我的住所，各式本本更
是散落在每个角落，随便翻开一本，都能
见到雪爪鸿泥，胡乱涂写的痕迹，以至于
家人一边收拾一边疾呼：你这是有多浪
费本子啊！可我依然死性不改。

本本就像一位忠诚可靠的听众，无
需担心它成本过高、负担不起，也无需担
心它转身出卖、不可信任。它随时随地、
默候一旁，只需打开它，即可倾吐你的心
声，让你一扫烦闷、直抒胸臆、恢复如初。
觅得一本钟意的“本本”，可以让我的好
心情一直延续，直到它终止书写的那一
页⋯⋯

晴 风

“ 本 本 ”控

乐行天下乐行天下

上石心语上石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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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美术馆内不允许拍照，只能在这个指定合影的地点留个纪念

老县长周尚达在《热血铸忠魂》百位革命英烈肖像书法展前向观众作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