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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 有些事物
并不是有序的! 谐称的! 对应的" 譬如
说! 一个岗位需要有某种技能的人! 而
这个岗位又被某个缺乏此种技能的人占
据着! 有这种技能的却因种种原因无缘
这个岗位" 民间摄影家王庆东在寻找人
生和职业的坐标中就遭遇了这种尴尬 "

正当他少年聪明时! 应上学读书! 却遇
上文化大革命! 无学可上 ! 无书可读 !

在山村当了放牛娃" 后来招工进厂当工
人! 靠自学摄影成材! 正当他在摄影创
作的道路上奋力跋涉时! 却又遭遇下岗
失业" 他的摄影艺术难寻用武之地! 开
影楼却又不谙经商之道! 惨淡经营难以
为继" 他虽出身于干部家庭! 家族和亲
属中不乏脸面有地位的人物! 他并没有
沾光和受惠" 他天生就是一个搞摄影创
作的材料 ! 拍摄的照片到处发表 # 展
出 # 获奖 ! 受人追捧 ! 却面临生存困
境" 成也摄影! 败也摄影! 这就是王庆
东"

王庆东学历不高! 读书不少" 他学
会了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 " 他
说! 历代的豪门富贵有哪一个能把物质
财富留传个五代八代$ 只有孔子# 孟子
的学问 ! 只有老庄哲学 ! 只有唐诗宋
词! 只有三国# 水浒# 红楼# 西游四大
名著等精神财富才能传承至今! 不朽不
灭! 永远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有人见他
生活捉襟见肘! 却对摄影艺术创作乐此

不疲! 不免对他说! 你搞艺术! 艺术能
当饭吃! 能挣来房子住$ 他说! 我的艺
术追求是我的精神支柱! 它让我对生活
充满热爱! 对自我充满信心! 对未来充
满期待! 对困难淡然视之"

只有受过苦难的人才能对别人的苦
难感同身受! 只有出身于民间底层的人
才能对普通百姓更抱同情心! 生性耿直#

正义的王庆东历经乡村磨难和下岗失业
的痛苦! 十分关注平凡百姓的命运和生
存状态 ! 敬畏每一个弱者的人格尊严 "

他没有别的手段! 只有通过自己的镜头!

引起社会人们对打工者# 修路民工# 乡
村农民# 老人# 妇女# 儿童# 残疾人的
关切和爱心 " 在他的社会纪实照片中 !

以平等的视角 ! 真诚的态度 ! 不俯视 !

不粉饰! 深深地浸润着浓浓的人文情怀
和自己的独立思考" 他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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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
省网络摄影比赛三等奖的 %板车工&! 主
体人物群像突出! 阴郁的天气造成画面
阴沉的调子! 表现出板车工生活的窘迫
无奈和带有亮色的流行广告的物质城市
的格格不入! 内涵深刻" %平安朝圣路&

是笔者积极推荐之作! 这是作者行走西
藏在拉萨街头偶遇交警指挥车辆礼让朝
圣群众通过时抓拍的 ! 瞬间抓取之准
确! 意义发现之敏捷! 达到了一图胜千
言的效果! 反映了作者思想的高素质 "

%不是主角的主角 &! 不是孩子喧宾夺
主! 是作者特别把镜头给了孩子! 反映
了孩子们的心灵是童真敏感的! 他们的
一举一动是受大人们的范式和社会环境
影响的! 让人思考"

少年时代 ! 王庆东在农村放牛时 !

或许坐卧在草堆旁 ! 观察着周围的群
山 # 田野 # 河流 ! 村庄 ! 发现太阳照
射方向的不同而风景也会不同 " 顺光 !

景物清晰细致! 色彩均匀平泛 ' 逆光 !

景物层次分明 ! 浓淡对比强烈 ! 色彩
鲜亮 # 生动 ' 侧光 ! 材庄的房舍呈现
出鲜明的立体感 " 光是那么神奇而有
魅力 ! 不仅能让人感知物象 ! 还能诱
发人的审美想象力 " 王庆东的光感来
源于他儿时的乡村生活 " 进城当工人
后 ! 他迷上了摄影(((一种光影的艺
术 " 他对光的时间 # 季节 # 气候 # 方

向 # 距离 # 强弱 # 色温 # 环境干扰的
变化 ! 有着独特的感受和发现 " 他拍
摄的风光作品 %兴济桥头 &# %缘堤童
谣 &# %牧歌 &# %秋浦渔歌 & 等都是
用光的范例 " 光感不仅是一种美感 !

还可以从内心出发 ! 表达心灵的感受 "

如他拍摄的 %古桥幻象 &! 表现的古桥
灯饰的水中倒影 ! 是将具象光影抽象
的结果 ! 给人以激动 # 不安的情绪感
染 " 无论是具象 # 抽象 # 印象 ! 王庆
东都不是单纯玩弄光影的游戏 ! 而是
把光影和创造意境结合在一起 ! 和表
达心灵的符号结合在一起"

摄影世界有许多未知领域和表现方
法! 只有探索实验! 才能创新" 王庆东
是个执拗的摄影探索者! 他凭着自己简
陋的条件 ! 运用创新思维 ! 力尽所能 !

终有所成" %安徽画报&

%""&

年第
%

期
刊发了他的一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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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近距离拍
摄微观事物的影像! 呈现出宏观视野的
视觉效果 ! 令人称奇 " %大家摄影 &

+,,'

年第二期发表了他用另一种方法拍
摄的贵池傩事活动的照片! 即用主观的
意象代替客观的纪实! 表现了乡傩的神
灵信仰的神秘虚幻的精神本质" 一般的
人体摄影! 无非是光影造型# 姿态摆布!

他利用电脑
-.

技术把人体和岩石的纹
理相契合交融! 较好地诠释了自然与人#

与生命的关系"

! ! ! !捣练子"原是
#孟姜女$的片断

!

师陵漪

! ! ! !

据已故贵池傩文化专家王兆乾介绍!敦煌遗书中的)捣练子*

四首!与安徽贵池傩戏剧本对照!就可以断定它是长篇说唱中的
片段"如果说傩戏请神所用的+感,#+断,等词!尚不足以证明傩戏
的成戏年代与变文的时代相近!那么傩戏用假面表演的%孟姜女&

一戏!其故事既见于敦煌遗书!又是南戏旧篇所有"现将王重民辑
%敦煌曲子词集&的)捣练子*与傩戏%孟姜女&相比较!有三点值得
注意-

第一!都是四句为一反复的民歌体结构!类似七言诗但每段首
句均为两个三言"这是较早的民间歌谣体!也是七言诗之先声"成
书于梁武帝天监初年的%宋书.乐志&!收有%拂舞歌行&五篇"其中
%淮南王篇&!据崔豹%古今注&云!系+淮南小山之所作,!当系汉人
作品!歌词是-!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

床"金瓶素绠汲寒浆#"唐徐坚等所撰%初学记&卷七标名为古舞歌
诗收录"这种体裁!汉代便已在民间滥觞!并已与歌舞相配合"这种
三#三#七句子!到了唐#五代!已为佛家唱经所吸收!在敦煌遗书中
时有应用!曲名)十二时*#)十二月*或)捣练子*"如!敬拟讲"日将

西"计将门徒总大归$念佛一时归舍去"明日依时莫交迟%"在贵池
傩戏中!有一场脍炙人口的戏!名%姑嫂行路&!写杞梁之妹送孟姜
女上路送寒衣!一路对唱)十二月*!所唱即为全国流行的)孟姜女
调*!词颇古朴!录其一段-!四月到"日正长"村村妇女采柘桑"蚕成

作茧丝织绢"暂时辛苦乐时闲$ 犬又吠"鸡又啼"笋子长枪穿过

篱"黄莺口内声声叫"又闻心下好孤凄%"可见)十二月*之曲调与词
格!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才为佛寺唱经所借用"贵池傩戏%孟姜女&

唱词!从头至尾均为三#三#七句式!其风格不同于宋人涯词之七言
和元#明间刻本之十言"王兆乾先生认为!它的母本是更早的民间
长歌!历史与敦煌小曲抄写时代相近!或更早"

第二!从敦煌小曲看!所唱地名与傩戏相同"+六罗山,与+乳酪
山,!南音实无区别!恐怕还是六罗山较准确"当此曲传至塞外后!才
由于风土之变化而会意成+乳酪,"加之)十二月*所写的江南景色!

也可推断傩戏所据之本!不是北方传来!而是南方的产物"

第三!孟姜女是作为节烈女子被傩戏歌颂的人物!其故事产生的
背景!当在%孝经&#%列女传&被当作儒教经典之后不久!由巫祝在+村
歌社舞,时传唱的"联系对昭明太子的歌舞祭祀在唐代宗永泰元年/公
元

/0(

年0!而唐末僧人贯休%杞梁妻&诗!就已写出了孟姜女的形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上呜呜,"证明贯休是接触过孟姜女故事
的表演的"所以!贵池傩戏把自己的演出!称为+搬演唐文,"

表叔与腰子盆
!

彭亚东

! ! ! !

两岸烟柳如织! 秋浦河蜿蜒而来" 白
沙滩里绿水河潭宁静如处子! 倒映出蓝天
白云# 叠翠峰峦" 夕阳挥洒红晕! 水天融
为一色! 天地幽远# 空旷而迷离" 倏忽间
杨柳丛中划出一只腰子盆! 平滑的水面被
打破! 闪烁半河的碎金银"

来的是表叔! 家乡最后的老渔人" 野
生鱼已极其稀少! 传统的打鱼人更是难得
一见" 但表叔在这条河里讨了四十多年的
生活! 他舍弃不了他的腰子盆(((就像骑
手离不开他的坐骑! 他更舍不得这条养育
了他的母亲河" 尽管网到的只是一拃长的
小鯵子鱼! 每次数量也很有限! 可表叔还
是经常要下河" 不然! 他就会对着河水痴
痴发呆"

表叔坐在腰子盆里 ! 两只桡划划停
停! 放入丝线小鱼网! 仍旧是三围缺一网
开一面" 打鱼人不可一网打尽! 给鱼一线
生机! 也给自己一条生路! 这是历来的老
规矩" 网围好了! 表叔就用桡 +啪啪, 敲
击盆沿 ! 身体摇晃着腰子盆 ! 嘴里也在
+嘿嘿, 地叫喊! 这是要赶鱼上网" 不一

会儿! 就见网上挂了银白! 于是表叔赶紧
划盆过去! 一手轻轻提起鱼网! 一手像摘
辣椒似的摘下网上的小鱼 ! 丢到小鱼篓
里" 尽管鱼很小! 表叔还是眯缝着眼儿很
满意"

想起从前的日子大鱼多得很! 现在这
样的小网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那时常常是
刚刚放下网就被大鱼撞上! 鱼儿拖着网激
烈地挣扎旋转 ! 想破网而去 " 表叔举起
桡! 对着黑黑的鱼头猛地一击! +啵, 的
一声 ! 水面就翻起鱼肚白 " 也来不及取
鱼! 接二连三又撞上了! 于是 +啵, 的一
声又 +啵, 的一声! 那大片的白就挂满了
整张网"

表叔很怀念从前那忙碌的时光! 一年

到头打鱼补网几乎要忙不过来! 哪像现在
闲得骨头缝里直发痒" 而且表叔坚持自己
织网 ! 他认为买网费钱又不好用还不耐
久! 远没有自己织的好" 所以每到冬天冰
封河面时! 他就用纺车将细丝绞成粗线!

一梭扣着一梭鱼网织得结结实实! 网眼也
大小均匀不致鱼儿脱漏! 织好后还要放到
猪血里煮! 腥气冲入脑髓特别能招鱼" 表
叔的网很多 ! 除围网外还有抛网罩网吊
网! 而且大小型号不一" 各种网适合不同
的鱼类和水域! 别人打不到鱼的地方! 表
叔总能满载而归"

就是沉在水底不露面的鱼儿表叔也有
办法! 他常常高举七齿鱼钗脚踏腰子盆在
河面游弋! 那样子就像一尊河神在巡视他

的水域" 有一次有人喊河边的水草里伏着
一条大乌鱼! 他将腰子盆划过来! 发现民
兵营长爬上歪脖子柳树举起快枪正在瞄
准" 他奋力一掷民兵营长的枪声也同时响
起! 结果钗中一条七八斤的大乌鱼! 但上
面却找不到一个枪眼! 人们喝彩之后瞠目
于他的鱼钗竟然比子弹还要快"

一想起这些表叔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还有一次他钗中一条几十斤重的大管鱼!

那可是吃鱼的鱼 ! 咬人一口能撕下几两
肉! 一般人轻易不敢惹" 表叔拽着鱼钗死
不松手! 结果腰子盆被打翻! 表叔栽到水
里半天没露面" 当人们看到水面上冒出殷
红的血水发出阵阵惊呼时! 表叔才双手掐
着鱼鳃踩水钻出来! 一身的血肉模糊"

如今表叔老了! 而且再也没有了和大
鱼搏斗的机会" 他只想网一点小鱼炒炒辣
椒! 让一家人吃个汗流浃背满脸通红! 他
就会露出开心的笑" 有时候表叔坐在院子
里! 看一眼倒扣的腰子盆! 再看看挂在屋
檐下晒的小鯵子鱼! 他就这样眯缝着眼!

往往一看就是大半天"

许历农心系家乡
!

王有路

! ! ! !

许历农!号耕甫!贵池乌沙镇乌沙村人"许历农是许师恭
之子!许师恭曾任冯玉祥将军秘书#参谋!他博学多才!写出一
手好字!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书法家!卒年仅

&'

岁"

许历农生于民国十年/

!"+!

0三月四日!父亲离世时他才
六岁"民国二十八年夏!他在省立四中高中部毕业!考入陆军
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工科!毕业后先后任连#营#团#军长"在台
北曾任台北警备司令兼陆军学校校长#防御总司令#退役官兵
委员会主任#执政时期的国民党中常委"

!"$&

年
+

月!转任总
统国策顾问!同年

!!

月
+'

日宣布退出国民党!创立新党成为
新党领袖"他退出国民党!是因为与当时坚持+台独,的党主席
李登辉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常委会上!李登辉打断他关于+一
个中国,的发言!他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愤然提出退党"继而积
极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统一两岸!并在%联合报&等媒体
上发表%两岸的问题在两岸&的文章!阐明两岸统一是两岸人民
内部的事!没有外来干涉都好办"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
锦涛等多次接见他时!他也再三重申了他的主张!表达了统一
中国#爱国爱家的中华情结"

许历农虽身经百战!征赴四方!但对家乡却一往情深"他
多次回家乡祭祖!而且从不声张!不惊动地方官员"

+,,'

年清
明节前的一天晚上! 他的外甥何玉琨先生得悉他到了贵池住
大九华宾馆!便约我一同去拜访"但在电话联系时!许将军一
再谢绝!并再三叮嘱千万别惊动地方官员和其他亲友!因为大
家都忙自己的事!不能因他而耽误别人的时间"我们只好尊重
他的意见! 就在第二天驱车往他要去的老家坟地(((乌沙镇
旁的翠屏山间与他相会了"扫墓祭祖回程!在走出乌沙镇街区
的田间路上!许将军看到乌沙的田野!阡陌纵横!稻禾嫩绿!油
菜花黄!一派轻风拂面#鸟语花香的和畅景象!他让车停下走
出车外!似乎依依不舍地多看几眼故乡的风景"就在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赞美家乡美景时! 我也凑上前念了一首民歌-+一片
青来一片黄!黄是菜花青是秧"是谁绣出花世界$劳动人民手
一双",许将军听了点头说-+是呵!当年我父母来这里安家时!

乌沙大圩也才渐渐圩成"经过三四代人的辛勤劳作!这里也不
愧是江南鱼米之乡了1,这年十二月!我在主编%乌沙镇&一书
时!写信向许将军征集他青少年的事绩!他在回信中却表现出
令人钦佩的低调和割舍不断的乡情"信中说-+有路乡贤惠鉴&

祉随节爽"至以为祝$'(乡贤敬恭桑梓"拟编印)乌沙镇*一

书以永流传+海外栖迟"获此佳音"至感欣慰$本人蓬飞萍荡"

远在他乡"虚度光阴"徒增暮齿"而今垂垂老矣"实无事绩可

言$辱承齿及"倍觉怀惭"谨另寄上人民币二千元聊资印之助"

敬请查收$专此并颂编安, 许历农上于十二月卅一日,

+,,0

年
/

月
!

日!许历农将军回乡时参观了民营企业家
罗强虎修建的池州古城秀山门博物馆!他竭力赞赏保护文物"

离别前!不仅在秀山门上与陪同的市政协领导合影留念!还给
博物馆留下了+历史文物启迪良多,的题词"在我们与许将军
几次有限的交谈中! 大家都好奇而有兴趣地夸他说一口乌沙
话"他说-+我是乌沙人当然要说乌沙话嘛",在与乡亲们交谈
中!丝毫未变的乡音!一下子拉近了与乡亲们的距离"我们情
不自禁地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
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不仅为许
历农将军久客伤老之情所感染! 也被他乡音未改这一饶有趣
味的生活细节所打动"因为即便是在细小的细节里!也散发着
浓浓乡情!切切乡思" "五#

漫记名家与池州

! ! ! !

在城里散步
!

叶志勇

! ! ! !

今年夏天!天气闷热!呆在空调房里非我所愿!因此很轻松地
被爱人拉出家门"名为逛街!实为锻炼!减肥美体"我很懒散地走
着"我觉得这种走法最适宜散步!没有规则!没有约束!多了恬淡"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这是最好的休息之道"在嘈杂的环境中!我能
获得一点思考的空间!让大脑任意驰骛"爱人的步伐很快!因此往
往是她拉着我在走!可是她却不觉得"她在这个城市里穿梭"像大
多数爱美的女子一样!她喜欢逛街购物!更喜欢领略城市的色彩"

我看见不少女子!不论青春美貌!或是渐失朱颜!在夜晚对城市的
热爱如出一辙"我在欣赏夜景的同时!也体会出她们对生命和生活
的眷恋"

从西街出来!我们会拐到清溪河"和许多城市一样!我们这个
城市也有一张名片(((清溪河"夜晚的清溪河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是青草#泥土和河水和谐交融的气息"我在散步的时候!往往会让
目光停留在草地的花草上!溪流中的清水里!以及那些无与伦比的
树木上!还有那些平淡自然的泥土"人工建造的雕像#假山在这样
的环境中有些不大自然!但勉强点缀了人们的视线"我会在一些名
人诗词石刻前停留一段时间"一长串的诗词串连起来!就是这座城
市的历史"飞舞的书法正好激活了岁月的风尘!我站在这些岁月的
边缘!想到了历史的前行和文明的碎片"清溪!正可以清心"

清溪之旁!是百荷临风起舞"我们闻到了淡淡的清香"一些老
太太快速前行!汗流浃背"边走边说!以前没饭吃瘦成一把筋!现在
吃饱了不走就发胖!活受罪"我们不禁一笑!在笑声中就来到百荷
广场"凉爽的夜风被欢快的舞曲推送!活泼地穿来穿去!起舞的人
们踩着节拍!优美地舞蹈"爱人当然就被巨大的音乐舞蹈潮吸引!

随着人们跳起整齐欢快的集体舞"然后拽着我慢三慢四起来!我不
管三七二十一!乘机狠狠而狼狈地踩了她几脚!也算是舞了一回"

广场一角有健身器材"后来女儿也每晚跟来!在这里快乐地玩
耍" 一群小朋友在广场上疯来疯去! 大人们也就放心地随音乐起
舞"我发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渐渐地就成了孩子王!他把小朋友
的活动组织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他可能是广场上最快乐的人!

孩子一样地玩耍!孩子一样地大笑"孩子们喊他老爷爷!他开心地
应答!一点也不像老爷爷"

人们渐渐散去!夜晚的静谧慢慢袭来"在夜晚的城市里散步!

才会真正地静下来!触摸到自己的灵魂和城市的心跳!发现美好的
生活细节"

无论身在乡村还是城市!学会散步!学会舞蹈"这才是最重要的"

城市的细节
! !

黄健

! ! ! !

因工作关系"经常在陌生的城市里行走"也常

常被城市的一些细节所感动$

在苏州"市区主要道路的十字路口"自行车和行

人等红灯的地方都建有遮雨棚"造型很简单"但足以

为等红灯的行人遮挡住阳光和雨水$ 之前去过许多

城市"见过道路两旁摆满色彩缤纷的鲜花的"却没见

过在等红灯的地方搭个遮阳棚的$ 虽然是微小的细

节"却袒露出一座城市的细腻情怀"张扬着一座城市

的温情$我觉得"遮雨棚与鲜花相比"苏州的市民无

疑是更幸福的,

在厦门三屿岛上" 栖息繁衍着一群美丽的白

鹭$也许它们并不知道"在小岛的对岸"某房地产项

目为了营造景观效果"在小区中心广场设计了两束

激光射灯"环评时却遭到了与会官员和专家学者的

强烈反对"理由是激光灯会惊扰了对面小岛上栖息

的白鹭$于是"激光灯方案被断然否决了$我感动"

那种悉心的人文关怀"给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带来

了几许充满温情的人间烟火$

在江南某小城" 有一处很现代化的中心广场"

竟遍植着饱经风霜的古梅-虬曲多姿的紫槐和盘根

错节的蔷薇+起初"我以为又是一起!大树进城%的

典范+但是从广场的碑铭上"我却读到了广场设计

者聪明而别致的创意&他们在动迁这里的上千户私

宅大院时"只是移走了一堵又一堵的墙体"那些深

居在院落里的百年花木被就地亮了出来"成为广场

上这道难得的风景+我对设计者肃然起敬"如果不

是怀着一颗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是不会这般独具匠

心的+

无独有偶" 在上海

浦东" 我为一棵幸存下

来的古银杏感动+ 为了

给这棵跨越了一个半世

纪的古树腾出空间"总

投资近
+,

亿的市政工

程...上海水上竞技中

心项目整体北移约
',

米+我相信"一个连一棵树都

很在意的城市"也一定会善待城市屋檐下生活的芸

芸众生,

时下" 许多城市的决策者被辉煌和雄伟所打

动"动辄就是!大手笔%"城市的书写变得夸张而不

真实"空洞而无内容+广场要建最大的"不是世界第

一"也要全国第一/大楼要盖最高的"好歹也要奔着

亚洲第一而去/道路要做得宽敞"并且都以!某某大

道%命名"否则显示不了其气派''但是"楼再高-

路再宽"广场再大"也未必是宜居的+在许多高楼的

背后"我们经常发现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人行道上

时不时会发现暗藏的!绊脚索%/街头破损残缺的标

语牌匾顽强地展示着!残缺美%/步行街宽敞整洁"赏

心悦目"却难见树木绿荫/商厦高档豪华-尊贵气派"

却少见供人休息的座椅''这样的城市充其量只是

一部冗长的书"没有引人入胜的细节"没有人会喜欢

阅读+

一个城市应该有一些体现其基本内涵的东西+

漂亮的高楼-宽敞的道路-时尚的广场-豪华的宾馆

''这是城市的骨架+但除此之外"城市也应该有

时时让市民激动甚至感动的细节+这些细节像血一

样流过我们的身体"像水一样滋润我们的生活"使置

于其中的人们因此产生对城市的认同

感和幸福感+

这样的细节" 其实是城市的另一

种高度,

五溪山色 何清 摄

! ! ! !

许历农 "左$ 在秀山门与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王欣

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