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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以前，曾传文先生来电，说到办个展、出集

子、命我作文诸事，三言两语，开门见山，包括言外

之意，似乎都彼此明白。这种感觉真好，没有丝毫绕

山绕水的云和雾。 第二天，我便专程去往传文兄府

上拜望，顺便参观他预备展出的雕塑作品。 毕竟在

家里，展线就拥挤，从客厅到书房，墙角地下，案头

架上，铜、木、石、陶，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尽管经由

他悉心指点观赏，可我依然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好

在有些作品，此前曾经拜读，又对贵府艺术氛围不

算陌生，不至于弄成了刘姥姥进大观园。一番晤谈，

几多请教，自然有所进益，感慨良多。 但于雕塑艺

术，我究竟只在门外。归来后便立即查找资料、整理

思路，兴冲冲展纸下笔，不料两千字写来，却是废

稿。传文兄的深度，掩映在他的为人厚道中，而我的

笔调似乎显得过于轻松。其实作文极难，纵然用功，

也未必到位。 后因琐事纠缠而搁置，近来又因眼疾

而拖延。传文兄宅心仁厚，容以宽限，更令我深觉内

疚而心焦。

记得那天辞别时，我在楼道返身询问：“仁兄今

岁贵庚几何？ ”他倚门作答，神清气爽，骨韵超拔，完

全不像是已越古稀之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位成

熟低调、亲切自然的艺术家形象。

对于曾传文先生，我是先闻其名而后识其人。

早在州文联成立之初，首任文联主席龙方先生

在大会上眉飞色舞地大声宣告：“黔西南州文艺界

有册亨‘三把刀’！”令会场为之沸腾。三十多年过去

了，那一幕情景仍萦绕心中、尤难忘怀。 如是，我得

以结识州美协首任主席曾传文先生。 会里会外，公

私场合，时常相见。我敬重他的谦逊、宽容、质朴、内

敛，尊称他为传文兄。 每逢宴席，必定越桌跨界，上

前去礼敬一杯，几成习惯。

所谓“三把刀”者，其实就是三位在一起玩雕塑

的朋友，即曾传文、韦永康和曹智勇，他们自称“石

匠”。 韦君永康，与我一校同事，爱开玩笑，时常见

面，相互打趣，他揶揄我“某大师”，我雅谑他“维纳

斯”。 后为艺术系主任，著有《鹅卵石雕塑谈》专文，

概括黔西南鹅卵石雕塑的艺术特点，贴切、在行。兴

义市街心花园大型不锈钢城市雕塑《盘江魂》，韦永

康是设计者，曾、曹二位同为制作者。 曹君智勇，与

我挚友多年，时下因其鹅卵石雕塑成就，已获大名。

2010

年，智勇兄即出专集《者楼河上》，因传文兄之

举荐，我斗胆为文《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倾力推介

曹智勇鹅卵石雕艺术，不料竟获国内专家称道。 这

三位玩石者，拿刻刀同自然对话，以斧凿叩响河石，

唤醒了沉睡千万年的灵魂，打造了地方文化的奇异

风景，堪称“贵州鹅卵石雕现象”，颇值得行家里手

们注意，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而其中，个见以

为，传文兄卓有奠基之功。

“三把刀”在者楼河上觅石，用艺术家的眼光去

发现，去展开想象，去精心构思。他们面对鹅卵石的

形状、纹理和内外层色，心中便涌现出各种人物形

象的草图，但凡可用之材，便费力搬回家来，日夜摩

挲，反复进行艺术的观察与思考，一旦灵感闪现，便

激情迸发，挥凿錾，向顽石，去多余，成佳作。 使“人

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让天然与人为合二为一。 因

此，鹅卵石雕塑，往往独此一件，不可复制。

“三把刀” 其实是各有特色的。 因为与他们熟

悉，又相见甚欢，酒桌上为博众友一哂，就会有这样

的顺口溜：“曾刀不是假刀，韦刀围着圆雕，曹刀曹

刀，一刀一道槽槽。 ”此属玩笑。 早在上世纪

80

年

代，他们实际上已经注意到，要避免风格的雷同，力

求各自的特点，三位虽然亦师亦友，相携相扶，但努

力拉开距离，追求艺术个性，这就超越了匠人，具有

了艺术家的志向。 通观三贤之作，永康兄的雕塑富

于装饰性。 以《盘江魂》为例，或受敦煌壁画“飞天”

的启发，两位女性舞者按太极图式盘旋凌空，头部

面目基本上是写实的，符合五官比例，而身姿和衣

裙，却加以夸张和变形，从而获得了南北盘江奔腾

不息的意象。 智勇兄的雕塑，越往后越富于抽象性

特色。立于册亨布依文化广场的《者楼河》和《习丫》

两件鹅卵石雕，就是根据原石的形状、纹理和层色

来进行艺术构思的。 人物形象的夸张变形，照原石

形质巧为利用，浅雕深刻，因循自然，既综合了多重

地方民族文化元素， 又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情感意

蕴。这样的抽象，其实是在繁复的具象中用功，殊为

不易。 传文兄则坚守着经典雕塑艺术的写实性，比

如古希腊雕塑，人物形象符合比例，生动逼真，源于

生活而高于生活。 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

忠实于客观对象，又不能机械照搬，而是悉心观察

生活，发现典型瞬间，高度提炼，精度概括。 这是雕

塑的基础，因而不能取巧，所以最难。这也是传文兄

人物雕塑之所以精美的一个原因。例如立于州图书

馆的《鹿泉》，人物与动物都符合真实的比例，看上

去赏心悦目，十分舒服。 其实，在他的心目中，更加

心仪的却是中国汉代雕塑和非洲木雕。 中、西、非，

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跨度，有着不同的历史

文化背景及审美观念。 从这个艺术格局可知，传文

兄自有其审美情趣及艺术理想。 他的人生道路崎

岖，命运坎坷多舛，而能保有童真童趣，涉猎广泛，

爱好众多，具有综合人文素养而又谦虚谨慎。

传文兄打小酷爱绘画， 不得已用石灰石画地。

1970

年从贵阳师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册亨册阳小

学，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好老师。 教语文、教英语、教

绘画，唱歌跳舞，除了数学，什么课他都在上。 由于

表现突出，上调册亨中学，因其多才多艺，受到学生

们的普遍欢迎与爱戴。此间传文兄，可谓如鱼得水，

不亦快哉！至今人们还称呼他曾老师，那意思，实际

上已超越了教书。但粉尘生涯，毕竟艰辛，他罹患了

严重的胃病，这才调到县文化馆，离开了讲台。

1980

年，他以版画《布依歌》入选贵州省第二届青年美展

并获二等奖，崭露头角。

1981

年，版画《布依歌》又

转化为木雕《布依歌》，布依少女身段婀娜，楚楚动

人。 这件作品与木雕《山里人》皆为中国美术馆收

藏。 “山里人”看上去饱经风霜、憨厚质朴，生动传

神。 上世纪

80

年代， 是曾传文艺术创作的蓬勃时

期，连续以木浮雕《荷风》和鹅卵石雕《布依女》入选

全国第六届、第七届美展，这个成绩是骄人的，奠定

了他作为贵州省知名艺术家的地位。

为什么能这样？ 这当中其实有故事。

出门深造，走出大山，结缘名师，开阔眼界。 这

是本土艺术家迅速成长获取成功的不二法门。册亨

县文化馆的赖淦馆长爱才惜才， 对传文兄多有照

顾。

1981

年，传文兄到省艺校专修色彩与素描，他

虚心好学，主动上门拜望雕塑家田世信先生，田老

师当着学生的面打雕塑，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传文兄

对雕塑艺术的浓厚兴趣，从此一心向往、孜孜以求。

赖馆长为此专门集资，供他上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

作室去进修一年。 其间得遇恩师著名雕塑家张得

蒂，这位先生不仅教学认真，要求严格，而且对他非

常关心。 张老师见这位大山学子勤奋刻苦，十分珍

惜宝贵的学习时光，连放寒假也不愿离开北京回家

过年，就把他邀至家中一起欢度春节。是啊，家在千

里之外的群山之中，这一去往返，不光是劳顿耗时，

说不定还有盘缠之忧呢。 京华虽繁荣，难免寒夜风

雪交加。 他独自一人，扎进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

室，室内零乱地堆放着工具材料，影影绰绰，空空荡

荡。他的身旁，站立着白森森的人体骨架标本，暖气

声响，凄凄惨惨戚戚……

国展作品《布依女》，原石重达一百多斤，他在

河里发现时，正值自己腰疼发作，好不容易等来一

辆拖拉机，出钱求人帮忙搬运，不料那位师傅又有

腿伤，只好凭着一己单薄身躯，忍着剧痛，硬扛上

车，扶稳，一直开到曹智勇家。

传文兄付出了，当然，实至名归。

1991

年，他参加首届全省版画展，荣获金奖。

他的版画这么好，统计下来，怕也有四五十件

吧。 或许是因为搬家的缘故吧，可惜，都不见了。 艺

术家之所以需要经纪人，大约是因为他们把全部身

心都放到美好的事情上去了，对世俗杂务往往照顾

不周。 不仅版画刻版未能妥善保管，他的大型木雕

《布依女》被某老板以

8

万元转手倒卖，而自己却未

得一文稿酬。 他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为城市建

设做点公益尽些义务，本来就是艺术家应有的责任

和担当。而艺术家的可爱，其实并不仅限于此。州图

书馆的《鹿泉》，昆明安宁公园的《读书女》，万峰林

的《徐霞客》，册亨布依文化广场的《背阴坡》和《小

阿莉》，都是中到大型的城市雕塑，如果在商言商，

应该是什么经济价值呢？ 我算不清楚，雕塑家更算

不清楚。 想必一定有人能够算得清楚。 兴义市街心

花园的《盘江魂》，“三把刀”甚至连作者姓名都没有

留下。在如此注重版权、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今天，

他们体现了艺术家珍贵的淡泊，并非人言可畏的刀

子快。

传文兄也作画，经常带上小孙女，峰林下，小河

边，田间地头，油画写生，爷孙其乐融融。 他还写打油

诗，有些诗句很有嚼头，如其《自叙》云：“暮年作此

文，犹如墓志铭。当今不修墓，斯文将何处？茫茫无所

之，且当抹桌布

!

”何其洒脱！我很早就留意到，传文兄

能写文章，他的创作谈以及像《好友永康》那样的散

文，颇见文字功底。 他为什么不多写一些呢？ 这是个

谜。 退休以后，他又勤攻书法，把颜鲁公《自书告身

帖》反复临写百十遍，还带上大毛笔上八一公园蘸清

水挥洒“地书”，吴为民先生称誉他“金州第一地书”，

他却自嘲为“打扫卫生”。 我有感于他的艺术家趣味，

还发表过《“地书”真传文》的小文，为他点赞。

1994

年，他从册亨调来兴义，继而为州文联副

主席，没有丝毫的官气，还是那个本色的兄长，我照

例还是要礼敬他一杯的。

几年前，在兴义民族风情街，为配合旅发大会，

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露天摄影展览。我与传文、永康、

智勇诸兄在场，信步流连其间，意外发现一帧黑白

老照片：几位年轻人攀爬到高高的脚手架上，在尚

未完成的毛主席塑像胸前合影留念，他们衣着朴素

而神情庄严豪迈———这是

1968

年时的贵阳师院

“美工组”，其中一人眉清目秀、黑发浓密，二十岁左

右光景，神色略带忧郁，他正是我们身边带着小孙

女一块游玩的曾传文先生。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老

照片，是时光之刀留在岁月深处的刻痕。我很吃惊，

不由自主地端详旧照又来回对照真人，只见传文兄

神情淡泊，呵呵一笑，照常含饴弄孙。 潇洒之中，眼

角有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潮红。 我猜想，他的脑际

一定在闪回，历历在目的闪回。那时节，他在贵阳师

院就读于中文系，因为有美术的爱好和特长，参加

了学校的美工组， 参与了为毛主席塑像的庄严工

作。老照片除了黑白，就是灰色，但那是一个风起云

涌的年代，天地之间，到处红光闪闪。 历史的一瞬

间，若非立此存照，在记忆的渊薮里，恐怕已经淡如

轻烟，又或许，在某个角落刻骨铭心。 那时刻，身边

的传文兄，已然风霜漫头，一袭灰黑朴素的装扮，手

牵着彩色的小孙女，徜徉在缤纷的世界中。

淡泊雕者“真”传文

熊洪斌

（接

1

月

7

日

6

版）

用好亲情这块敲门砖

文森、文雯、文瑜三姐弟都是被请回来帮忙做搬迁动员

工作的。

三姐弟都知道，群众工作不好做，但是为了三宝的摘穷

帽、换新颜，他们商量，决心“不破楼兰终不还”。

动员工作，先从自家亲人做起。 原本以为，他们的回归与

亲戚会更好沟通交流，但真正谈起来，才发现自己错了，当初

太想当然。

先说文森的遭遇。

文森是晴隆县第六小学的老师，以前当过记者，又在县

委办跟班学习过。 多个岗位的历练，他磨练出了良好的抗压

能力和坚毅的信心，只是不曾想到第一战就败在了幺奶的手

里。 王兴会是文森的幺奶。 平日里，王兴会也常常念叨文森这

孩子乖，有出息有孝心，逢年过节都会回来看她。

文森专门买了两盒礼物去看望幺奶。 王兴会见孙子回来

看她，很高兴。 坐下来家长里短的摆了半天，文森才说：“幺

奶，你这个房子都几十年了，下雨可能也会漏雨呢，还有快到

冬天了，这些板壁也会漏风吧？ ”

“谁说不是啊， 你幺叔出去打工了， 等他回来我就给他

说，让他多挣点钱来把房子翻盖了，现在政策又好，起房子国

家还有补助。 ”

“幺奶啊，我倒是有个想法，不如搬到阿妹戚托小镇去，

那里……”

“不搬！ ”文森话还没有说完，王兴会脸色就变了，语气也

提高了，几乎是吼出来的。

首战失败，文森没有气馁。 他想工作得慢慢做，得用婆婆

嘴。 于是他想先把王兴会放一放，把姑妈家先做通，姑妈和表

弟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应该会马到成功。

姑妈家住得偏僻，文森只有骑摩托去，放好摩托，又走了

十多分钟路，才到姑妈家门口。

姑妈和表弟柳华见到文森，都很亲切。 柳华急忙抬来板

凳，让文森坐。 文森刚坐下，姑妈就埋怨：“听说你们几姊妹都

回来了，也不见你两个姐姐来看我。 ”

“本来她们要和我一起来的，有其他事情，就没有来，改

天一定来看你。 ”

“有其他事情？ 是不是又叫这些亲戚搬家啊？！ ”

“哈哈，姑妈成神仙了，什么都瞒不过你。 ”

“你们这些娃娃，工作不好好做，一天就跑回来瞎折腾！ ”

“哪里是瞎折腾啊？ 这是国家的好政策，你想想，你们小

时候，爷爷不是带着你们到处去看地，想搬离这个地方吗？ ”

“那时条件不好，现在公路也通了，种的粮食也够吃。 还

去瞎折腾哪样？ 那个家好搬得很咹？ ”

柳华站起来，指着文森说：“你们一直让我们搬到晴隆，我们

到晴隆了，没有土地种，也不能喂猪，我们吃哪样？ 我家不搬！ ”

次战再败，文森抠着脑壳反思，问题出在哪里呢？ 当晚，

文森倒在床上，翻去翻来睡不着。 他决定找一家最稳的开张，

打开被动局面。 于是，他走向三叔高荣平家。 前两年，听高荣

平说要去县城买房，方便弟弟妹妹们读书。 后来，因为家人在

外遇到车祸，人生地不熟，又没有文化，没有得到应得的赔

偿，住院治疗期间，把“家底”都花光了，才没能在城里买房。

文森想，高荣平一定会同意搬家的。

“叔叔，今天就是来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一落座，文森就

说明来意。

“是不是搬家的事情啊？ ”

“叔叔神仙啊！ 我还没有说你就知道了！ ”

“谁不知道，这几天，你们轮番来我家，哪个来不是说搬

家的事情啊？ ”

“前两年你就想在晴隆买房子，现在搬迁，国家给你的房子

相当于是送的，你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得到，就能搬家，多好啊！ ”

“我自己在城里买房，老家也有房子，想住哪边住哪边。

如果搬到晴隆，老家房子被拆了，以后回来，住的地方都没有

了，我家不搬。 ”

土生土长的文森始终认为，只有搬出去，才能从根本上

让贫困群众真正挪穷窝、拔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播。 没有想

到，故土难离的观念，三宝彝族乡的每一个人都根深蒂固。

他的信心彻底受挫，自信也大打折扣。

文森回到兴义的家里，向父亲讨教工作方法。 父亲曾经

被选为三宝乡的乡长，在乡里威望很高。 父亲说：“信心比什

么都重要，做工作不能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男人任何时候

都是压不跨的脊梁。 ”

“去了一个月，工作一点进展都没有，连姑妈家都疏远我

了，我真着急啊！ ”文森有些无奈地说。

“你回去找你甘兴城外公，我最了解他，他年轻的时候就

到广西一些地方看过，想搬过去，他应该会同意。 ”

“我都去过，沾亲带故的我都去过了，都不同意。 ”

“他咋个说？ ”

“没说具体的，就是两个字，‘不搬’。 ”

“你去给他说，就说我劝他搬，如果他再不搬，我就回去

动员他。 ”

文森满怀信心地来到甘兴城家。

“你这个娃娃，咋个又来了？ ”还没坐下，甘兴城就有些不

耐烦地说。

“这是我老爸给你带来的两瓶酒。 我给你送来。 ”

“你老爸咋个不来看我？ 叫你送来。 ”

“他在家给我照顾娃娃，要不然就来了。 ”

“兴义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叫他别来了。 他做心脏手术

都有八年了吧？ ”

“是啊，已经八年了，不过身体还算可以。 他也时常念到

你，也想来看你，只是他的身体来这里怕是吃不消。 你要是搬

到晴隆就方便了嘛，晴隆去兴义一个小时就到了。 ”

“不搬。 ”

“我老爸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想搬家，可是没有搬成，现

在机会来了，你又不搬了，是不是人老了，思想顽固了喽。 ”

“你老爸给你说没有？ 我是搬好还是不搬好？ ”

“我老爸说，让你搬，你再不搬，他就来和你说。 ”

“他真的这样说了？ ”

“真的。 ”

“你老爸对我最好，很孝顺，他在乡里面工作时，还经常

来看我。 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外公，但是你外公在世的时候，我

和他感情最好，就像亲兄弟一样。 你还不晓得吧，我现在的屋

基还是你外公的呢。 ”

“那你愿意搬了？ ”文森有些激动了。

“你老爸劝我搬我就搬，他来晴隆看我也方便，我倒是去

不了兴义看他了，晕车老火得很。 ”

终于有了突破，文森感到特别高兴。

甘兴城搬家的那天早上，文森很兴奋。 起床后，到卫生院

买了两支晕车药水和一瓶葡萄糖，勾兑好后便开车到三宝组

甘兴城老人的家里，给他喝了一半，帮他把头一天打包好的

生活用品抬到车上，带他搬新家。 甘兴城老人晕车严重，不时

要停下来歇一下，一路呕吐使他的精神状态很差，到达阿妹

戚托小镇时，路都走不动了。 文森一边把大包小件拿到他的

新房里，一边观察他的状况，扶他到新家里的沙发上躺下，上

街买了一碗羊肉粉。 老人实在吃不下，文森便帮着把带来的

东西整理好，铺好床后才到晴隆的住处休息。

傍晚，文森心里放不下老人，又去看望。 老人在二中读书

的外孙也陪着他。 听说吃了点粉，看着老人精神有所好转，文

森就教他怎么使用卫生间和厨房， 与老人聊了一会儿天，才

回去歇息。

次日一早，文森便接到老人的电话，说他装有重要物件的一

个袋子找不到了，问在他车上没有。 文森赶紧下楼去车上找，没

有找到。 怕老人担心，他又快速赶到老人家里，问他昨晚重新整

理过东西没有，老人说没有。 文森心想，所有的东西都搬下车了

的，是不是自己疏忽，把东西弄掉在楼下，被别人捡去了？ 文森想

到，昨天来的时候不是给大伯顺带了几个袋子吗？ 难道遗落在他

家了？ 可打电话问大伯，大伯斩钉截铁地说，没看到。

文森知道，那个袋子里装的是老人的各种证件，如果真弄丢

了，那自己就无地自容啊！ 是老人对他信任，才同意搬家的。

文森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回来。于是他一样一样翻找，还是找

不到。焦急中，文森的目光锁定在了饭桌上。昨天不是把带来的电

饭锅和一桶油放在桌上的吗？ 咋个不见了？ 难道别人动过？

大脑在快速转动着。 突然，一个机灵，他快步走进厨房，

打开橱柜，一个浅绿色的布袋就在柜子里。 拿出来打开，户口

簿、身份证……

老人激动地说：“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奇怪了，我都没有

动过，咋个会在柜子里？ ”

袋子找到了，文森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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