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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的第一次采访
和曼

那天，我从海报栏得知，扬州著
名书法家熊百之先生要到我校参加
学术交流会，心中十分高兴，自以为
“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

下午四点二十分左右，我挎了相
机便急急忙忙赶到现场。门是开着
的，向里望去，只见十几位老教授模
样的人正在品味书法。我轻轻地走了
进去。

小屋并不大，除了几张长桌、几
把椅子之外，最显眼的就是墙上的两
幅国画：一幅是万马奔腾，一幅是锦
绣河山，但小屋给人的感觉是那样宁
静，好像有股磁力吸引着人的脚步。

在中间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鹤
发须眉的老人，他丝毫未觉察到周围
的一切，只顾在宣纸上尽洒豪情。“他
就是熊先生吧。”想到这儿，我已举起
相机咔嚓咔嚓地照起来。等他写完
后，我鼓起勇气向他走过去:“老先生，
您好 !”他笑了一下，同样地问候了我

一句。这使我勇气大增，在作了短
暂的自我介绍之后，便和他攀谈
起来 :“老先生，您的普通话讲得真
好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那您
是什么时候去的扬州呀？”老人迷
惑地看了我一眼说 :“我没到过扬
州，我就住在河大。”他说着风趣
地用手指了指小屋。“可是———我
想告诉您———海报上说您是从扬
州来的。”我已不知怎样措辞了。
他忍不住笑起来，下巴上的白胡
子也跟着一颤一颤的。我真有点
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只见一
位手执纸扇的老人走过来，说 :“这
位是刘老，我们这儿呀，数他辈分
高。”刘老止住笑，说：“我不是熊
先生，他在那儿呢。”

顺着他的手，一位带金丝眼
镜的老人已笑容满面地走了过
来，比起刘老来，他年轻了许多，

只 是 偏
瘦，那一根根花白的头
发使劲儿向上挺着，使我想起了鲁
迅先生。可我的确没注意到他，尴尬
之余，只好自嘲说：“我太冒失了。”

熊先生向我打了招呼：“你好。”
这是我不曾料想到的，所以只本能
地回答说 :“您好。”便不知所措了，下
意识地用手指抠起相机来。当时，我
真想找个裂缝儿钻进去。熊先生又开
始问我说 :“你是哪个系的？”“新闻
的”。我发觉自己的声音已经有点儿
颤了。“噢，很好嘛 !记者就应该有闯
劲儿。”我难为情地笑起来 :“可是我
太冒失。”他又问我道 :“你叫什么名
字？”“和曼。”“噢，人可何吗？”“不，
和平的和。”“嗯，和珅的和。”先生说
完，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这笑声
那样自然，一点儿也不带矫揉造作的
意思，我紧张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

这时，有人说 :“下面请熊先生演
示书法吧。”先生谦虚地说 :“不敢当，
不敢当。”我已不再拘束了，便问：
“熊先生，我能为您拍张照吗？”“当

然可以，”
他笑着说，话语带着些
南方口音，“不过，你最好到桌子对
面去，这样角度比较好。”“谢谢 !”我
激动了，先生竟然为我安排位置，
这又是我未能想到的。在十几双羡
慕的眼睛注视下，我有了一个好位
子，当时我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啊，于是话又来了 :“先生，您这次
来，是以文会友吧。”他笑着说 :“好 !
既然你说是以文会友，就写这个
吧。”

在与熊先生的交谈中，他始终
认真地听取我的问题，并和我谈了
书法的魅力，激励我说 :“练字不在
开始的早晚，贵在坚持，20 岁练也不
算迟嘛。”

室外渐渐暗下去了，我辞别了
先生，一路上思绪万千，终于提笔写
下了这篇小文。
（选自第 372 期 2000 年 7 月刊）

校 园 新 唱
邢凯

操场巨大的鼓面，响了，响了。
是晨雾用一节清风敲响的？
是太阳用一鞭霞光敲响的？
是欢蹦乱跳的鸟儿敲响的？
是草叶甩落的露珠敲响的？
不，是师生们早锻炼，用脚尖敲响的。

教室静谧的海湾，闪亮，闪亮。
是晶莹剔透的浪花闪亮？
是璀璨夺目的珍珠闪亮？
是夜空调皮的星星闪亮？
是渔港船队的灯光闪亮？
不，是同学们智慧的眸子闪亮。

校园美丽的苗圃，香了，香了。
是北方三月的桃花香了？
是江南六月的茉莉香了？
是月宫九月的桂花香了？
是蓬莱腊月的黄梅香了？
不，是知识的天地香了。
（选自第 46 期 1983 年 4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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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想到自己是一个写字
的人，就会觉得心里踏实，脚下
稳当。尽管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
走入这个人人都忙着往自己口
袋儿里装钱的时代。

写字不等于书法。书法是莫
测高深的艺术。想起它，我常常
觉得自己本不高大的身躯渺小
成蚂蚁。写字则不然，因为它顶
多是书法的原始形态，正如刚刚
会爬的孩子，也许几十年后他会
成为王军霞、曲云霞，但现在，只
能如此而己。但谁又可否认这是
天地间的最大幸福呢？快乐往往
贯穿于坎坷、曲折、艰辛的过程
中，而“会当凌绝顶”的那刻，疲
惫、失落、伤感也就随之而来了。
这是一种类似于拳王找不到对
手的悲哀。所以我愿意永远做一
个写字的人，至于简历上所写
“书法特长”云云，实在有了点儿
虚假气矫情，是与真正的艺术缘
悭一面的。

写字多在晚上，当浓浓的夜
幕垂下来，当白日的喧嚣隐遁在
月色中，一任茶香游走，墨香弥
漫，这时的我便被茶香墨香包围
了。不必说为了神圣的艺术，那
样也许恰恰贬低了艺术；不必说
为了伟大的祖国，那样也许不过
哄抬了自己。我仅仅为我，在这
浮躁喧嚣的尘世之间，在这繁琐
单调的生活之外，用墨色白宣铺
一条小路，找寻一个可以信赖的
伴侣，找寻一份清新、真实和自

由。闲与義之曲水流觞、放浪形
骸；观张旭以头濡墨，云烟漫纸；
听东坡笔底风歌，大江东去……
仰望古圣先贤、神游南帖北碑、
挥毫东涂西抹之际，也正是我品
味写字之乐之时。“秋毫精劲，霜
素凝鲜；沾此瑶波，染彼松烟
……”在这里，有思想的驰骋，精
神的振奋，亦有我迸现的血泪，
无奈的苦楚；在这里，我品味绘
画之色彩，诗词之意境，亦咀嚼
生命之可贵，人生之伟大。我如
一个勤劳、善良的妇人，抚育儿
女一样抚育着我爱的文字，哪怕
为之枯涩双眼、酸痛双肩，哪怕
面对废纸满地、孤灯一点。
“我是写字的。”一个清凉的

初夏之夜，我低吟这曲发自心底
的歌。我静静聆听内心深处久远
不绝的天籁，思绪漫步在无边的
墨香中，心头涌动着连绵不绝的
欢乐……

（选自第 343 期 1998 年
11 月刊）

纵观《河北大学
校报》自 1979 年复刊以来出版
的副刊文章，它们承载校园文
化，留下时代印记，记录一代代
莘莘学子的青春与才华、激情和
理想。我报编辑部本期推出校庆
特刊，精选副刊诗文，向河北大
学百年华诞献礼，也希望能够影
响更多在校的学子，抒写出新时
代的多彩华章。

我为自己唱首歌
艾树池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总会觉得，时间
过得真得很快。

大学四年，来不及细数每个平凡而
又特别的日子，顾不上打开记忆的宝盒
满满的收藏。就这样，匆匆地，我们要
和大学生活说再见，也可能是和自己的
学生时代说再见，也可能是和学生时代
的自己说再见。总之，离别的感慨显得
更加的沉重。

记忆真是种好东西，能把好多过去
的、难忘的事情打包、带着，在前行的
旅途中，可以随时打开记忆的包裹，感
受当时的我们。不论是开心的、还是难
过的；不论是甘甜的，还是苦涩的；不论
是顺利的还是坎坷的；也不论是幸福的
还是不幸的，我们曾经走过，那这段路
上就有值得我们回忆的种种，感谢过往。

走在校园里，还清楚的记得我们第
一次踏进这里的情景。四年前的我们，
从高中的遐想中走进早已憧憬过的大学，
准备好了开始一段长长的、美好的生活，
现在看来，可能是由于太过美好“长长
的”成了一种奢望，现实中成了很短暂
的时刻。清新、安静、祥和……很多美
好的词语用在这里似乎都说不够校园那
份独特的气质，美好的感觉，也许等到
久经职场的我们回过头来，再次走进这
里的时候，才会更深刻的感受到这里带
给我们的甜美，像待在妈妈身边时我们
感受到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踏实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说不尽，也说不够的。

去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大四的师兄、
师姐们忙着毕业我们就曾预先为我们今
天的离别感到过痛心。回首四年的点点
滴滴，我们感动过、迷茫过、失意过、发
奋过，我们成长了，收获了，可以说，每
个人都在这里收获到了一些东西，虽然
大家收获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获得者。

收获 知识
每当走进阅览室，看着一排排满满

的书架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求知欲会迅速升温，待到“饱读”一通，
满身疲惫地走出图书馆，心中收获了一
份沉甸甸的成就感。

大一时侯我对各种活动都十分积极，
参加了几个社团还有学生会，于是，大
一的许多课余时间都交给了例会和活动。
不过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我也学到了很
多，参与举办一个活动，从策划到研究
到拉赞助到活动的实施最后再到活动的
总结，从活动参与者到活动组织者，这
种角色转换让我对举办活动有了重新的
认识。

当我要走出校园，走上社会的时候，
实习当中我发现，大学里专业、系统的
学习给了我扎实的知识基础，丰富的大
学生活让我积累了各方面的能力，这让
我在工作中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
优势，这些都得益于我在大学的锻炼。

收获 成长
大四了，意味着即将毕业离校，对

很多人来说也意味着要走出校园，走向
社会。于是，对于眼前的学生时代倍感
珍惜，感慨也多了起来。

大四了，大家怎么也聚不齐，因为
都忙于不同的事：有的在实习，有的在
找工作，等到再聚到一起的那一天就是
离别的时候。

成长似乎在悄然间进行，这个过程
就是不断的装备自己的过程。大学四年，
我的成长在哪里？大一的我只知道自己
不该干什么，但是具体该做的，其实不
是很清楚，于是按部就班打理自己的生
活和学习。而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干什
么，要如何安排自己；现在的我对别人
比原来多了一份宽容，我懂得要理解对
方，要换位思考；现在的我懂得了人长
大以后应该承担的责任，会为责任去抉
择什么是要做的，什么不能做；现在的
我明白了，成功对于努力过的人有什么
样的意义。而同时，因为明白了失败同
样有意义而不再害怕失败；现在的我不

再因为未来的未知而充满了恐惧和无奈，
我明白努力和付出后会是坦然；现在的
我懂得了学习是不断的积累过程，走上
社会依然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现
在的我知道了理想和梦想的区别，更加
坚定的怀揣理想、走向未来……

收获 朋友
每个宿舍都有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

可爱的小故事，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小集体里，很多快乐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别人是不能领略到
的。因为有太多是只有我们共同经历的，
不论是开心还是不快。不管什么时候想
起哪一段，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半夜的呼噜声、梦话、磨牙声，哪
怕是自己被吵得没法入睡，现在回想起
来都是那么的美好。遇到什么事情时，
我们一起面对，这就是我的宿舍，虽然
四年里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那些
都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小小插曲。我们在
一起的日子最多的还是开心、阳光和快
乐。我们宿舍的“饮食文化节”，我们的
“经典语录“本，我们的点点滴滴……很
感谢宿舍无话不说的姐妹们，怀念我们
共同营造的那个温馨、温暖的家。

时至现在，我理解了朋友的涵义，
这里收获的友情我倍感珍惜。

写在离别时，总有太多的话要说。
当梦想照进现实，我们面临着向左还是
向右的选择，大学里的收获给了我选择
的理由和资格。拿起我沉甸甸的收获，
高扬起自信的风帆，我将驶向人生的下
一个港湾。等到再回首时，这里依然是
梦开始的地方，是梦想更接近现实的地
方；等到再回首时，这里的点点滴滴仍
然是我的宝贵财富，时常萦绕在心间；
等到再回首时，繁华的外面的世界不及
这里的一草一木，无论身在何处，这里
永远都不仅仅是一个曾经停靠的港湾，
而是妈妈的臂弯。

（选自第 486 期 2008 年 6 月刊）

写 在 离 别 时
霍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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