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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想起护工小杨。
他是父亲住院期间的24小时护

工。他电话号码的备注是杨帅锅，我
知道他的姓名，但叫杨帅锅更显亲切。

小杨五十岁不到，比绝大多数护
工要年轻。他瘦高个，斯斯文文，和
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常有人当他们
是父子。小杨是上世纪80年代的高
中生，那时的高中生比现在强得多。
他读的是田家炳中学，没考上大学的
主要原因，他自己说，是英语实在差
得不像话。他每次自嘲英语太差的
样子都很搞笑，虚捏着拳头，然后虚
捶桌面。

父亲因中风住院，初期偏瘫严重，
日常生活非常依赖小杨。小杨永远一

张笑嘻嘻的脸，“老爷子”，他这么叫我
父亲，声音不大，热情很多。跟父亲在
另一家医院住院时的护工比，小杨做
事相对慢一些，专业能力也稍逊。但
是他让人放心，一种很难准确描述出
理由的放心。白天，家人能轮流去医
院陪陪父亲，晚上，则要完全靠小杨照
顾。如今因为有许许多多小杨这样的
护工，照顾病人的压力不再像过去那
么大。过去，常常一人生病，便拖垮了
一家人的体力。

我知道父亲在医院住不惯，他诸
多抱怨，常常想要回家，我和哥哥去的
次数再多都无济于事。本质上父亲并
非对医院环境不满，症结在于他不接
受身体的变化，不承认再也不能像过

去一样活动自如，仿佛只要抵赖，残疾
就会不存在。更要命的是母亲也催促
父亲出院，她从头到尾没想过父亲今
后需要人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怎么照顾父亲？他们两个完全待在幻
觉中，一致认为只要在家，生活就会和
过去一样。老人是很难沟通的。

我不止一次悄悄问小杨：你怎么
对付老爷子？

小杨说：嘿，老爷子很好的啦，很
好的，吃什么用什么，好说话透佬。只
有一点点小固执，老人总归的啦。

他咧着嘴笑，嘿嘿嘿，一再叫我放
心，他会照顾好老爷子。

小杨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送父亲
做康复训练，在医生指导下，扶父亲在

器械上或站、或坐、或踩车。医生为父亲
布置“课外作业”时，小杨常在一边听。
带父亲回病房后，他便按照医生的要求
教父亲练习。他让父亲“罚站”，说：老爷
子，做了一辈子老师，今天可要让你尝尝
罚站的滋味啦。

下午做完训练，如果天气好，小杨便
推父亲去晒太阳。补钙，补钙去喽，他总
是这样说。

其实护工没有陪病人做康复训练的
职责，这些是他多做的。托小杨的福，有

“罚站”加“补钙”等举措并行，与父亲一
起做康复的病友，没有一个有父亲进步
得快。我经常对小杨表示感谢，每次我
说谢谢的时候他会显得有些羞涩。我不
知他是不是脸红，因为他的脸实在太黑，
晒黑的那种黑。

他时常说，我跟老爷子有缘分。我
父亲也不止一次用“情同父子”表达对小
杨的信任。

随着父亲状况的好转，出院的日子
也就临近了。因为母亲的家务能力很
差，又很固执地不肯请保姆，父亲出院后
怎么办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认为即使
不需要保姆，初期也一定需要护工，可上
哪儿能找到好护工呢？父亲随口就蹦出
一句：花钱还怕请不到好护工？

我看见小杨闷声不响地走出病房，
背影里有一丝受伤。

小杨非常自尊，他很多让人舒服的
气质，是源于自尊自爱。父亲，为什么你
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考虑过小杨的感受
吗？除去雇佣关系，难道你并没有过对
小杨真心的感恩？让我怎么相信你那句

“情同父子”？
那一刻我对父亲有些失望。但我知

道父亲并非无情，是生病让他一时间只
考虑自己。

父亲出院后，我越是照顾父母，越与
他们冲突加剧，精神几乎要崩溃。回想父
亲住院的三个月时光，我只要多去医院陪
他做康复，陪他说话，多么安逸啊。是小
杨，使我拥有三个月相对平静的日子。

转眼两年时间过去，如今，父亲并未
如他曾幻想的那样“恢复”，他的运动能
力随着身体的衰老还在退步。好在有最
初三个月的康复训练以及小杨带父亲完
成大量的“课外作业”打底，父亲勉强能
生活自理。

去年春节，我给小杨发了一条长短
信（他不用微信），汇报父亲的大致情
况。小杨回复了一条长短信，告诉我他
一直记得我们一家人。之后我换手机，
小杨的电话号码，连同他那条温暖的短
信，一并丢失了。

佘朝洁

杨 帅 锅
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孩子画画，

尤其低幼儿作画：一方面，他们的小
手控制能力确还不够，画一条毛笔
线，必须全力以赴，绝不马虎，这就
避免了那些有技巧的成人容易产生
的油滑轻飘之弊；另一方面，他们对
作画的结果毫不考虑，毫无心理负
担，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大气，所以线
条自由自在，决不拘谨呆板，拉一根
线，真会有开天辟地的感觉。全力
以赴，又满不在乎，能同时做到这两
点的艺术家并不多，恐怕只有第一
流大师可以。所以孩子这种好，不
用我们放低标准去赞美，它就是非
常有质量的。但这种技巧，这种质
量，不是靠训练、靠积累功夫得来
的，那是幼儿的生命状态所致。他
们就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生命，也努
力理解世界、发现自己。这就是他
们艺术的内涵。我们的水墨教学，
应当建立在这个原生态的基础上。
原生态是幼苗，苗好，才有可能长成
大树。所以我们的教学，首先不是
传授一套规矩、一个程式、一系列现
成的技术活，而是鼓励孩子不断去
探索和发现，不断产生新的内在需
求。而当他们被强制被扭曲着去画
不属于他们意愿的、没趣的画时，他
们的作品就会一无可取——画里既
没东西可表达，又无娴熟的可赏的
技巧，还有什么价值呢？

绘画的技巧，首先是指一种表
达能力。儿童把自己的感受、生命
状态，表达得鲜明生动，那就是好技
巧。如果一幅儿童水墨画显得很有
技巧，却像是老龄大学员画的，没有
儿童感觉，那这种“技巧”就只是一
个虚假的空壳。技巧的另一面是指
掌握工具材料的能力。儿童这方面
的能力，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提高、慢
慢复杂起来，逐渐在传统的宝库中
见识、选择、尝试、融合、创造，从一
开始的初原感受与稚拙笔墨的佳趣
天成，到感受渐丰、技巧渐深、而依
然真率可爱、依然鲜活生动，这是一
个充满挑战的过程。

中国画有一整套技法系统，我
们只取其最中心的，也最为孩子表
达所需要的部分，尽量以放松的游
戏状态介绍给孩子，并引导孩子用

以表达在现实生活中的丰富感受。
这样的教学，力求在形式上与孩子
们更亲近，也更浅显，它的内涵却保
守了中国水墨画艺术的经典性质。
教育传承文化，传承的应该是主脉，
而不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如果
孩子们得到的都是些左道旁门、八
卦边角，那他们会开创出什么来？

但儿童水墨最重要的品质，始
终是真，天真。成人的技法训练，有
可能磨损天质，违逆本性，不认识自
己，越练越伪。而孩子，老师只要不
用死法去败坏他们的感觉，只要不
强制灌输现成教条，只把自己作为
给予文化资源的一方，孩子们就可
能始终保留天真。我们给予孩子
的，无论来自于自然还是经典，都应
该给他们自由处理的空间。经典和
天真，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对
话中，传统滋养天趣，产生新的东
西。这个新的东西不仅让儿童的天
真更饱满地呈现，也滋养儿童健康
成长。传统经典中包涵的是古人的

“心源”，孩子则要从中形成自己的
“心源”。这是我们教学的理想。

写这二十课，是何韵兰老师给
我们的任务，前十课由我呈现一个
教学的大致思路，后十课是戴朝亮
老师的精彩课例。这样的写作，我
们还只是初步尝试，希望听到老师
们和家长们的坦率批评。

（《天真水墨》日前由江苏凤凰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文为前言，
题目为编者所加）

薛金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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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又满不在乎

“我们那时候，每天都很开心
……”课堂上和孩子们讲述着自己童
年的趣事，仿佛真的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鸡鸭鹅、
羊兔狗，我家也不例外。妈妈把每
天割草喂羊喂兔的事情交给我。春
天的清晨，迎着朝霞漫步于长满青
草的田埂上，晶莹的露珠打湿裤
腿。放眼望去，满眼青葱，铺天盖
地，绿毯般遮盖田地埂垄。青草味
夹杂泥土的芳香，沁人心脾。

这样的清晨或傍晚，我都要和小
伙伴们提着篮子，拿着镰刀去田里割
草。走出村庄，来到村后的渠道埂
上，渠道两旁的青草在镰刀的光顾下
只剩下裸露在外的草根，枝枝丫丫盘
在泥土之中，曲折蜿蜒。早上割，晚
上割，再多的青草也经不起我们锋利
的镰刀一割再割。只能继续往前走，
眼尖的小伙伴一转身钻进开满油菜
花的地里，一会儿，一个个都溜进去
了。大伙猫着腰在油菜地里小心地
穿梭着，东一把西一把地拔着青草，
生怕踩坏油菜。还不时抬起头来四
下张望，担心菜地主人随时到来。拔
好后双手捧草放进篮子里，然后互相
拍打着各自头上和衣服上的油菜花
瓣，衣服上黄黄的花粉是油菜花在我
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清扫战场”后

“毁尸灭迹”，以防被主人逮个正着，
回去被父母臭骂一顿。

开满紫红色小花的红花草田是
小伙伴们的最爱，绿绒毯似的田里开
满星星点点紫红色小花（那时不知它
们的学名叫紫云英），在蓝天下显得
格外引人注目。走近细看，金黄的小
蜜蜂“嗡嗡嗡”地流连花丛中，蝴蝶也
在翩翩起舞，似乎在奏响一支美妙的
春之舞曲。多么希望能割些红花草
回家，这可是我家羊儿兔儿的最爱，
但这是人家播种的，根本不能动手，
只能默默欣赏它们的美好。有时候，
静静欣赏是喜欢的最高境界，不一定
非要拥有。对自然美景如此，人世间
的事事物物亦是如此。

说是割草，其实是边割边玩。
正因为能玩，割草才有兴趣和动
力。割了大半篮子草，来到一片开
阔地，挖一个足球那么大浅浅的坑，
低于地面就行了。每人先放一把草
在坑里，然后一个个排成队站在约
两米远的地方，拿一块土疙瘩朝坑

里扔。谁扔进去就赢了，坑里的草
就归谁。然后再放再扔，比谁的眼
力好出手稳。大家就这样按约定俗
成的规则一次次放着，轮流扔着。
手气好的不大一会儿就赢了好多
草，自己的篮子满了。输了的人则
拿着镰刀继续去割草。此时割草的
劲头就没起初足了，纯粹是为了回
家好向父母交差。有些偷懒的人因
为怕割就胡乱弄些枯树枝垫在篮子
底下，还要加几块小石头增加重量，
然后把草稀稀疏疏地盖在上面。一
回家趁父母不注意溜进羊圈，把草哗
啦一下子倒进羊圈，神不知鬼不觉地
销毁偷懒痕迹。等父母再来查看时，
羊儿已经在“嘎吱嘎吱”品尝新鲜美味
的嫩草。一般情况下，满满一篮子青
草可以供给两只羊吃一天一夜。我喜
欢看母羊身旁两只小绒球似的小羊
羔，看它们伸出头用鼻子嗅嗅这鲜嫩
的草叶，不一会儿就溜到母亲身旁，跪
下双膝，仰头含住一只乳头吮吸母亲
甘甜可口的乳汁。每次看到这情景，
我割草的动力更强了。“羔羊跪乳”的
画面从小就在脑海里留下印痕，但从
未细细品味这其中的含义。当从书本
上得知“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之意，
不觉心生惭愧。人类在某些方面还要
向动物学习，敬畏自然，永远怀有一颗
感恩之心。

暑假的清晨，我赶着自家的一
群鹅来到河对岸的高埂上放，哺育
过一季春蚕的桑树已经谢幕。桑树
间的土质疏松绵软，一场雷雨过后，
小草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生长起
来了，嫩嫩的，绿绿的，草叶上透明
的露珠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鹅儿
低下高昂的头，像鸭子吞食田螺般
大口大口吞食着嫩草。吃饱了伸长
脖子仰天放歌，然后又低下头一伸
一缩地咬着嫩草，身后留下一滩肥
料肥沃土地。人们常说：鹅肚子是
直肚肠，果真如此，边吃边拉。鹅儿
吃得欢就不乱跑，我便安安心心地
坐在小板凳上看带来的书。火辣辣
的太阳把沉浸书中的我唤醒，该回
家吃早饭了。再看看鹅呢，一只只
吃撑了趴在地上睡觉呢！现在想
想，这情景依然是那么美好！

和动物相处，与自然共生，简简
单单。随岁月积淀，这感觉历久弥
香，越嚼越有味。

邱 红

小时候

又是一年春雨季，细雨纷飞，牵动
人的心绪，把深深的思念化作一滴滴
雨珠带给另一个世界的人们，我又一
次深深怀念起我的“太太”（家乡方言
把太婆婆唤作“太太”）。

太太离开我们近十年了，可是一
想起她，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觉
得她仍然牵挂着我的悲喜，紧握着我
的双手。她的生命终结在九十岁，但
是她传递的爱意却从来没有受到过时
空的阻隔，时刻陪伴着我。

我小的时候，太太专职看护我，每
天早上一早来带我，伴我吃三餐、陪我
睡午觉，带我出门玩，我幼年每时每刻
都充满了太太的陪伴和呵护，那段时
光中太太是我最好的导师和玩伴。

太太瘦瘦小小，时光的刻刀在她
的脸庞上刻下深深浅浅的褶皱，尽管
满面沟壑纵横，但是我的太太对于“脸
面整洁”可是一丝不苟，每天午觉完
毕，她会端来水我们一起洗脸，然后还
要“涂香香”，我记得她的食指已经有
点扭曲勾起，但是沾起宝宝霜来非常

轻柔，先在我的脑门、鼻子、两颊、下巴
和颈上各自点上一下，然后用她的手
掌像搓面团一样把我脸上的宝宝霜搓
开，再两手捧我的脸颊左右端详，鼻子
蹭下我的额头说“香喷喷”，最后把她两
手搓一下自己那松软的脸颊，用她自己
的说法，叫“也揩上一点油”。每次出门
前，太太都要检查自己的衣着，她喜欢
穿软底的皮鞋，说看着精神，每天都把
皮鞋擦得锃亮、纤尘不染，还要检查我
的衣服，上面的每条皱线她都要给我捋
平拍好，检查我的头发，保障发绳不
散。现在想起来，太太的手掌好温暖，
熨帖着我的衣服，也给我小小的心里种
下仪表要整洁的种子。

太太一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小村
庄，太公去世早，年轻时她是家里的壮

劳力，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都挥洒在
土地里，辛苦找食。等到儿女都成家
立业了，日子越过越好，还是舍不得她
的那点自留地，在这边角点一点黄豆
玉米，那边角拉一架丝瓜番茄，中间还
要播上青菜萝卜、大蒜小葱，太太的小
菜地精工细作到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爷爷说那是太太多年养成的习惯。太
太年轻时家里上面有一双老人，下面
还有六个孩子，因为可怜村上同宗的
两个孤老（重庆太太公和三太太公）没
人管，还要时不时接济他们，人口众
多，单是每天吃喝就够愁的，全家都靠
太太的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糊口，自留
地的精作和深度应用就是那时候留下
的底子。小时候不懂事，不知道为什
么太太还要抚养别人家的人，出于好

奇，我缠着太太讲重庆太太公和三太太
公的故事，太太跟我说：“没啥故事，他们
都到天上去了，家里没人，能帮就帮一
下。”回想起来，我的太太就是那样一个
人，认为自己普普通通却做着不平凡的
事情。

一想起太太来，思绪就很多，印象深
刻的是我小时候每次摔倒，太太不会大
声呵斥地面，也不会把我搂住好好哄，而
是会俯下身在地上抹一点点土粘在我的
手上，然后对我说：“你和这块地还互相
不认识呢，拉拉手做个好朋友，下次就认
识了，看清了就不会摔跤了。”于是，不知
不觉间，我就认识了周围所有的地，每到
一处新的地方也会习惯性地先看一下地
形，跟那块新的地打个招呼。

还是会时常想起我的太太，时间一
年年流逝，太太的身影深深印在我的脑
海里，我觉得太太没有越走越远，回想起
太太的言行举止，我觉得我们的心越靠
越近。也许，想念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把
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人的脚步细细描摹，
深深镌刻，缓缓重复。

马千寻

想念我的“太太”

蜗居在城市的七楼上，楼前小区
围墙外，便是片野地。

起初，野地上覆满了黄土，我估计
是建筑商盖周围小区，多余的土方无
处堆放，便堆积此处。黄土堆得很不
平整，高低错落。靠着马路的一侧较
高，就像小山丘；中间则是洼地，常年
生长着细长的芦苇；靠近小区一边隆
起，极像一片小小的高原，上面很平
整，种满了蔬菜和庄稼。

野地规模不小，呈长方形，目测大
概有十几亩。小区居民晚饭后散步，
常常猜测这片地的用途。有人说是要
建个住宅小区，可惜离高铁线太近，恐
卖不到好价钱；有人说要建个商场，可
惜处于城市边缘，想来也难有什么人
气；还有人说，要盖个银行，估计概率
也不大，现在人们都用微信支付宝了。

在人们长年累月的猜测议论中，
野地一直闲置着。刚开始时，黄土上
还覆盖着绿色的遮尘网，一到下雨天，
雨水裹挟着泥土便淌到马路上，脏兮
兮的。后来，大概为了城市形象，做了
铁皮围挡，上面遮上了绿色塑料人工
草皮，草皮上贴满了各式标语，不断变
化着内容。而如今，有的围挡已拆，城
管在野地上面撒满了花籽，不久，野地

里长满了车轴草。傍晚走过，白色或
红色的车轴草花开遍了野地，虽不鲜
艳，但也不失为一道风景。

我常站在窗前，眺望这片野地，感
受自然的节律和物候的变化，野地里
各种植被的兴衰荣枯比小区里的绿化
更为明显。

冬天，野地被大片大片不知名的
野草覆盖，枯黄一片，就像莽莽苍苍的
草原。几棵杂树光秃秃的，萧疏的枝
干上挂着几片败叶，寒风一吹，簌簌发
抖。洼地里，一片片芦苇举着白色的
穗子，倒有点“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味
道。野地里唯一的亮色来自菜地，青
青的油菜葡蔔在地面上，做着鲜花盛
开的美梦，大蒜和青菜密密层层的，长
势喜人。时常看到一两个老农，佝偻
着身子，在上面侍弄，如果冬阳尚好，
恍惚之间，便有身处乡村的感觉。不
知道老农来自何方，也许是小区的居
民，或许是失地的农民。还有一种可

能，或许这片土地原本就是他们的责
任田或自留地，只不过故土难离，惯性
的力量，让他们从远方赶来，辛勤播
种。

冬去春来，让我最早感受到春消
息的也是这片野地。当从野地走过，
常看到草地上有细芽冒出，萋萋的野
草里偶尔有一两株油菜开出柔弱的黄
花，春天确确实实来到了。不几天，枯
黄的芦苇丛里，青色的芦芽也冒了出
来，洼地上便青黄共存，真有点“江春
入旧年”的意味。油菜地里油菜花也
开了，黄灿灿的，仿佛高地上泼洒了黄
色的染料。傍晚走过，微风吹拂，花香
扑鼻，那香味甜丝丝的，让走路人倍添
精神。

有天傍晚，我兴致勃发，从围挡的
间隔里走入野地，沿着农人走出的土
路，拨开野草，高一脚低一脚地蹒跚而
入。爬上高坡，只见金黄的菜花映着
小区的灯火一片朦胧，微风吹过，花影

浮动，分外凄美。可惜这片地没有杏花，
不能体验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的雅趣。

到了夏日，野地就更热闹了，暴雨过
后，一片蛙鸣。蛙声长短不一，有响亮如
大鼓，声声震耳；有聒噪似蝉鸣，不绝于
耳。野地为青蛙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
所，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就是它们
的家，它们的天堂。这片天堂里不止有
蛙，蛙声里还有细碎的虫语，如泣如诉。
住在小区里，夜半时分，我偶尔也会被它
们吵醒，卧听其声，如处乡野，不时有高
铁呼啸而过，盖过一切喧嚣。不过没多
久，蛙声再起，如波浪般涌过，节律如常，
伴着蛙声，不知不觉中又沉沉睡去。

我知道，这片野地存在的时间不会
很长。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片野地终将
消失，这里的万物竞择，荒草萋萋，虫语
鸟啼，也会消失。我凝望这片野地，竟有
不舍之感，我不知道这感觉的来由，但我
知道，凡是生命历程中经过的东西，终究
会融入血液，有时就会在不经意间想起。

也许，这片野地就像自己已逝的青
春，虽然荒芜，虽然杂草丛生，但终究茂
盛生长。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人应该
就像眼前这片野地一样，自在坦荡，长出
自己的草，开出自己的花，便一切安好。

蒋保林

野 地

皖南之春 （水彩）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