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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水

费兄是作家，中篇小说《小木楼街老屋》被收入

《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卷》，费尽贤与王蒙、汪曾其、

陆文夫等中国现代几位名家同列，这是作品实力给予

他的殊荣。

惜乎，正当创作盛产期，脑溢血半边身子瘫痪，病

得不是时候，要不然名头更响也未可知。

费兄的人生被小城拴着，儿时至古稀之年都没离

开过。其实他的工作关系在市文联，一生的小城还成

了客居。

与轮椅为伴的日子，完全改变了费兄的生活，被迫

蜗居高楼一隅，进出于书房客厅之间。这样的日子之

初，对于费兄来说肯定难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为疯

狂的年代，一篇好小说或是报告文学，可以引起全民

轰动，可想而知一个作家社会地位有多高！费兄上世

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全国各种文学期刊接二连三发表

中短篇小说，一个县，一个市，甚或一个省，对这样的

稀有人材无疑会高看一眼。因此，费兄与市长称兄道

弟，在公众场合对市委书记也称老 x。其实当时的费

兄只是县电影院一名美工。

费兄性情旷达放荡不羁，脾气燥辣甚至霸道，且又

热情率真行侠仗义。一次陪朋友为上司买感冒药，朋

友的上司傲慢地说，你买这药能治病？随即扔了。费

兄冒火，骂了一通，拉起朋友就走。

费兄酒可以豪饮，牌可以通宵，给人硬汉形象。可

是邀朋结友到家，他又亲自下厨，做出一手好菜，什么

芋儿鸡黄闷鱼让客人大享口福。

费兄记忆特好，陈年旧事，一触话题滔滔不绝，如

若眼前，论起名家名作口若悬河。染病 20 年，年逾古

稀且又有恙，可是吟诵苏试王勃李白杜甫等名家的诗

词歌赋仍是流畅自如，影响其夫人也背诵不少名篇。

费兄骨子里就是做文学的料。看人看事角度独特

异于常人。上世纪末文学潮涌的当口，他能跻身于中

国文坛且有一席之领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

的代表也就不足为奇。

费兄是中国作协会员，著作不算丰厚，报刊发表文

字不过百万，结集出版有《玉女》《白眼》《眉姨》三部。

一个作家不在著述多少，重要的是这些文字经过时间

过滤之后，三五十年还能让人记住，还能读之有味的

有多少？沈从文的《边城》，80 年后的今天再读仍其味

无穷。刘心武的《班主任》，当年轰动全国，引领反思

文学之风骚，时代过去了，仅存历史一笔，至今已不被

人提起。对于文学作品，时间是公正判官，大堆文字，

留存稀少。

费兄的小说能留存多少不得而知，但至少象《小木

楼街老屋》《大堤窝子》《眉姨》《故土》这样的文字，今

天再读也还饶有兴味。它的语言风格，叙事手法，人

物刻画，环境描写，氛围营造，以至于抵进人性深处的

剖析，仍能激起人的美感和思索甚至震撼。

读费尽费的小说，可以读出他的阅历和人生，读出

他的知识和兴趣，读出他的思想和才情。他小说中的

人物，几乎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杂货铺店员，守堤

人，乡村寡妇，修锁匠，打漁匠，被劳动改造的右派。

而这些注定是悲剧人物。这些人物又恰恰是他现实

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寂然凝虑"，赋于文学才情便 "悄
焉动容"。

《小木楼街老屋》描写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因未

婚先孕不敢言说，被迫下嫁并不喜欢的人，走上悲剧

人生。故事并不新鲜，关键是他的笔触抵进生活的深

处和灵魂的深处，以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刻画

出一个人们见惯却又陌生的人物。她的漂亮能干，她

的彻骨怨恨，以及底层人物的众生像，社会的畸形和

人性的丑陋与善良胶炽碰撞，掩卷思之令人震撼。

《大堤窝子》同样描写的是社会最底层人物的人生

悲剧。一个偷大粪埋死婴的守堤人，手持五节电筒肩

跨双铳火枪巡堤，以捉奸为能事。这是荒唐年代发生

的荒唐事。

大堤窝子有个条件简陋的船厂，工人住集体工棚，

夫妻房事只好选择在大堤窝子的草丛中。守堤人以

有伤风化为由捉奸，双方冲突频发。一次在巡堤中发

现芭茅丛中男女性事，蓄势一生的性本能冲动，糟蹋

了养子的女友悔恨难抑，自我惩罚，割生殖器而自杀。

故事很简单，不简单的是剖析人性的复杂性和深

刻性。

守堤人因疝气生理缺陷而成光棍。捉奸看似正义

之举，意识深处其实有忌妒成分。这是人性恶的一

面。他也有善的一面，洪水决堤舍生堵缺，救起弃婴

抚养成人。动物属性膨胀铸成大错，人性复归又自

毙。

俄国诗人普希金有个名篇《驿站长》， 刻画一个

被上流社会侮辱与损害的小人物。费尽贤小说中的

小人物却是互相侮辱与损害。大堤窝子中的守堤人

以捉奸为能事，船厂工人条件窘迫，野合是无奈之举，

对守堤人的骚扰心生对抗，施以讽刺谩骂践踏。外部

环境和内心世界的双重挤压，人性的扭曲呈现出无比

复杂性。这些在小说中并没有直白明示，而是通过生

动的情节和细节，让读者玩味之后思之良久。

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福斯特对小说的构造和功能

作过细致地阐述。他认为故事是小说的手段而不是

目的。他把小说的题义归纳为，关注人与人性，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民族，人与人类。可见小说的题

义十分广泛。中国现代文学上个世纪中叶，把小说逼

仄到只关注人与社会，更直白地说是人与政治。曾经

引领时代风骚的《班主任》，仍关注的是人与社会，只

是变换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费尽贤也是那个时代产

生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只看见了人与社会的背景，

着重挖掘的是人与人性。而且笔触抵达灵魂深处，挖

出赤裸裸的人性，给人思索与震撼。比如白眼，几乎

看不见人与社会的背景，着墨点始终没离开人性。千

年前和千年后的人性大体相似，只是在不同的社会背

景人文背景下表现有所不同，粱祝的爱情故事至今被

人传唱，这就是文学题义的永恒性。难怪现代文学现

实主义选家的眼光从万千作家中盯上了费尽贤。

小说靠什么吸引人？好不好先得让人读下去，那

么故事是最好的捷径。因为故事有悬念，有谜性魅

力。纵观费兄的小说，没什么精彩故事，靠什么吸引

人？叙事的陌生感，语言的个性化。

《小木楼街老屋》开头，细腻生动地叙述狭窄巷子

里的青瓦屋，潮湿阴冷，堂屋如过道，暗示主人公非正

常的生活环境。母亲不管儿子吃喝拉撒，夫妻间犹如

凝霜雪冻，畸形的家庭关系。加上拙朴的语言冷静的

叙事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勾起读者欲知究竟的兴趣。

《大堤窝子》开头，以凶狠的父亲痛打儿子，象对

待野狗一样不寻常的父子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激起

人的同情心，不知不觉中读下去落入作者的圈套。

费兄擅长画画，对线条色彩构图意境烂熟于心，

《清冽冽那道山泉》开头，描写”我”在山里海子看见美

女沐浴的场境，勾起曾经难以释怀少女的回忆。他用

清丽的语言当画笔，用中国画的手法，描绘出一幅美

仑美奂的山水画。爱美的情傃人皆有之，后面还会有

更美吗？

《故土》的开头 用更大篇幅叙述故事发生的地理

人文环境。这样的手法，最容易陷入雍闷，阻拦读者

去路。费兄情之所至，以饱满的笔触，用油画的手

法，接连描绘出几幅风景画人物画。语言风格改清丽

为质朴，与画面和谐一体，同样以美感促使人往下读。

促使人往下读其实是一种结构技巧。文学疯狂的

那个年代，小说家和批评家都在厌恶故事结构，甚至

故意把故事打乱弄散。其实是对故事的误解。福斯

特对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界定的，国王死了，王后也死

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过度也死了。

这是小说。当年流行肢解故事的小说，实际上本质还

是没逃过故事。说到底是一种结构技巧。

其中有一种结构技巧叫”横切悬念，倒叙事件。”

费兄的小说经常采用”横切悬念，倒叙事件。”的结构

方法。他在小说开头就能煽动你往下读的欲望。其

中个性化的语言帮了很大的忙。

法国文学家布封有句名言，”风格就是人”。费

兄的小说语言个性鲜明，平实质朴，又有沉郁的成

分。"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善于采摘日常生活中最

形象最具表现力的方言俚语，动感、质地、声色浑厚，

画面感很强。

写小孩半夜撒尿，“梦癫癫一鼓作气滴儿不剩地全

撒进了水缸里。”一个句子，传递出情境形态感觉，还

有诙谐。

写女人骂街，”是搭她娘的飞机跳降落伞歇到老娘

肚子上去的。”极为夸张极具想象力。

写父亲为母亲清洗身上的烂疮，”几条蛆虫从碟沿

跌下来，落到脚凳上滚了几滚，一蠕一蠕地往父亲鞋

头上爬。”细微，逼真，平实地一笔，触发读者联想神

经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写一个人的睡相，从蓬乱草样的头，皱巴巴的脸，

眼坑里的缝儿，到翘翘圆筒般的嘴巴，整个头颅像酒

醉红熟的大枣，鼾声如雷震得板壁嘎嘎响。形态色彩

声音混合一体，极为生动形象。

节奏是艺术的要领，当然也包括语言。费兄深谙

其道。比如他小说中有这类句子，王婆婆张嬢嬢李婶

婶小姑子，看似堆砌，实则是善运语言节奏，给人酣畅

淋漓的快感。”头发尖，眉毛梢，胡茬子嘀嗒流水 :卷腿

的裤，挽袖的衣，皱巴巴，水涔涔，重重迭迭地溅满泥

浆。”重复排比对称韵脚都有了，让文字产生快慢高

低抑扬顿挫的音韵效果。用简洁的语言传递出密度

极大的信息，让读者加进自已的联想，使形象和意象

更为丰富。

费兄小说的细节描写有自巳独到之处，细腻入微

生动形象，常人见惯又陌生。尤其是典型细节极赋想

象力。写一个人饿鸹鸹盯女人太用心力，黑眼珠没命

地往鼻粱下奔，以致于空出两大眶吓人的眼白终成眼

疾。他进一步扩展这个细节，成为另一篇小说的文眼

统领全篇，让人始终记住两眶墨点闪动的白眼。

写一个打渔人被罚，在旱地里自敲铜锣自拉渔船

游村示众。船，分明是在水里跑，偏要他在旱地拖。

读者很容易记住这种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描写月夜钓鱼，把钓起的鱼倒插在红泥地上，白刹

刹一大片鱼尾煽动，发出噗簌簌的声响，鱼鳞银光和

月光辉映。声音和画面构成奇异的仙境出神入化。

我说读费兄的小说，可以读出他的阅历和人生，知

识和兴趣，思想和才情。这一点在《眉姨》中表现尤为

充分。

《眉姨》叙述一个作家兼画家与一个书商的情爱故

事。从艺术角度说不算他最优秀的小说。可是从中

最能读出他的知识 .阅历 .性情和才情。

情境和人物变了，叙事风格也随之变化。完全没

有了方言俚语的拙朴，行文潇洒肆意舒展，”思接千

载，视通万里”，文采毕露，与人物职业个性浑然一

体。叙事语言的突出的变化是长句频繁，有句孒多达

六七十字，世事情因层理分明，形态色彩声响触觉嗅

觉知识情感思想信息密集却又无冗繁之感。句式的

变化加强了节奏变化，有如戏剧唱腔快慢交替，一字

之音婉转悠扬九曲回肠。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他

一惯的叙事手法和语言底色。这种变化表现出一个作家

风格成熟的一致性，同时又展示出多样性和丰富性。

《眉姨》描写主人公画画，叙述画作的内容和谋篇

布局以及作画的技巧，文字符号展现的是优雅或粗疏

的线条，浓淡泼洒的墨色，形神各异的生动形象，让读

者体味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切相信和感受到主

人公就是一个画家。如果作家没有丰富的绘画知识

和娴熟的技法，不可能写出这样内行的文字。

更为巧妙的是，描写人物在艺术创作时，把现实生

活中的人物转换成为艺术形象，表达了创作者的爱恨

情仇，不仅准确地刻画出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同

时也诠释了作家的艺术创造手法，一箭双雕事半功

倍。

费兄的画作没多大影响，可是研究绘画艺术却帮

了他写作很大的忙。象《眉姨》这样大段文字描写绘

画的静态情景，没有情节推动，很容易让读者云里雾

里陷入糊涂无法淬读。费兄的很多小说段落这样静

态描写，却让人赏心悦目，这就是语言功力造化。也

是思维张力展现。

描写主人公与书商在三棵树客栈和湖边的情事和

性事，展现费兄思维张力可谓淋漓尽致。当下情景与

千古历史钩连，虚幻与现实共鸣。用时髦的词叫穿越

感。让人的精神属性和动物属性暴露无遗。

中国人有个认识误区，写情很美好，写性很龌龊。

荷兰有个叫”花街”的地方，专以性揽客。”应招”女

郎 是 正 当 职 业 。 中 国 游 客 去 荷 兰 羞 于 言 说 看 ”花

街”。这是中西方文化差异。性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

基本部分。文学作品写人，无法不涉及这个部分，关

键是作家描写的态度。是展示性还是通过性透视人

性的本质，意识不同，考量出美丑的差异。

《眉姨》的性事描写，不是龌龊而是美。象满世界

都是压破红樱桃的”叭叭叭，叭叭叭”的破裂声，就

独具夸张和想象。

《眉姨》描写主人公画《后宫三千美女削发图》，细

腻叙写一段历史，透彻的了解，解读的视角，见出作家

知识面的丰富和思想的高度。

《眉姨》是他病后的作品。身体有恙并没闲着，创

作欲望推着生命前行。但是写作是一件累人的事，需

要体力和心力。从《眉姨》看出，费兄毕竟力不能逮，

生生放过了惊世之作。作品中与杨子的纠角没有下

文，母亲与鲁雨庭的关系只冒了个头，敬大校只是擦

肩而过。显出了作品的残缺。小说中”作家“和书商

眉，人物塑造虽然鲜活，但不够典型。尤其整体看作

品尚未完成，留下一个大大的遗憾。

在费兄面前，我这个不懂小说的人只是一种妄

言。不过我始终觉得，费兄的文学成就不可低估，时

间是会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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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全

“费兄写树我画山，费兄知白我守黑，乐耶话耶汝知否，

何谓风起水涌耶。”这是作家费尽贤与书画家刘云泉在一张

宣纸上的对白。这幅充满水墨韵律的山水画是作家与书画

家合作完成的上乘佳作。作家写树，胸怀大志，诗意盎然；

画家画山，虚怀若谷，意境深远；知白守黑，方知白可贵，虚

实相生，明暗之墨色浓淡深浅之，气韵贯通，和谐通达，顿生

朦朦之美感。在这幅作品中，浓、淡、湿、枯、焦，运用自如，

且笔法苍劲，气韵不凡。遵循“知白守黑”的美学原理，画中

的点景茅屋、通幽小道，以及明暗光线和虚实效应，皆通过

墨色的浓淡变化得到完美地展现。所以，欣赏这幅山水画，

近看笔法，远看意境，心灵便得到美的启示。此外，作品的

意境还表现在左上角的一大片留白里，其补白的效果就是，

你可以把它描绘成笼罩在氤氲之中的远山，也可以将它化

作一汪江水，任其在它的心海徜徉。

同样，孟浩然的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

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画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恰如其分地出现在费尽贤的另一幅山水画

里。这幅作品也是通过画家之手写出来的，近看不乏有些

乱序如麻，远看则诗意盎然，胜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之意

境，令人回味无穷。画家将素描和速写的功夫融入到笔墨

中，快意写之，酣畅淋漓，大有一气呵成之势；其整体布局规

置合理，空间层次分明，呈现出立体的美感。意随心愿，景

由心生，更加注重神似而不是形似。这正是契合了北宋科

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价董源绘画时的名言：其用笔

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

早年，费尽贤是电影院美工，研习过西画，深得画面布局

和结构之美的要领，后弃美术创作而专研文学，成为著名作

家。现而今，费尽贤又重拾画笔，转向山水画的创作。费尽

贤说，写小说是思维活动，纯粹的脑力劳动；画画就不一样

了，脑力加体力，身心并用。其次，文友故知的探望，书友画

友的品茗附和，各界人士的关心和礼遇，也是催生他泼墨挥

毫的源泉。为了能使自己患病的身体得到锻炼，费尽贤在

书房里放置了画案和文房四宝，挂上文友的勉励箴言：“不

随时俯仰，自得古风流。”（王蒙）“诗在幽州台上，名留后代

心中”（流沙河），自此，开始了他写意山水画的创作。费尽

贤将他的书斋取名为“可庐”，由友人曾来德题字，并得其心

灵的嘱托：与尽贤兄识交十余年，方知其极尽贤之能一二，

其斋号可庐愿其为世人之可庐。在这里，曾来德将“可庐”

视作“世人之可庐”，延伸了苏轼“溪山处处皆可庐”的喻

意。意指世间的人可通过费尽贤之可庐，领悟其人生之真

谛：即身体归隐可庐，心灵放飞世界，如此这般，方能到达理

想的高度。有了文朋画友的关爱，加上亲人的精心照料，除

了写小说，费尽贤将心灵的感悟寄放于山水之间，且一发不

可收拾，成为名符其实的文人画家。

文人画始于唐代王维。兴盛于宋元。不求工整与形似，

也不讲目的与价值；随兴所致，因具有文心、诗情、画意，才

得以命名为文人画。身为作家的费尽贤深得其文人画要

领，懂得如何取舍，如何布局，跟许多文人画家一样，常常是

信手拈来，随意为之。如作品《贵州印象》，沿用积墨技法，

运用大块浓墨和焦墨对画面进行烘染，营造出奇峰怪石，层

峦叠嶂的宏大景象。这幅作品以黑墨为主，画面布局精致

考究。运用留白自然恰当地形成山间沟壑的一道道清泉和

一团团瀑布，并以积块的黑墨烘托出画面的空间层次，令人

拍案叫绝。墨团的运程与走势飘逸、俊朗，散发出浓郁的人

文气息，同时，又呈现出虚静修远空灵飘渺的气象。石涛

云：“墨团团里黑团团，墨黑丛中天地宽”便是其理。天地虽

宽，如若掌握不好水墨与宣纸的分寸，很容易就弄成漆黑一

团。守黑，方知白更加可贵；这是考验画家笔墨功夫的试金

石。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

幅以苏轼诗词为心灵寄语的作品道出了费尽贤的心声。作

这幅画时，身染重病的他，因左侧手脚不灵便，仅靠右手，坚

持在宣纸上泼墨挥毫。一提起画笔，思绪绵延不断，快意写

来。风声、雨声、山石、草木、崖壁成为他直抒胸意恣意挥洒

的道具，如玩偶一般，在他的笔下生出万般风情。这幅作品

以兼工代写的形式，抒发了文人画家浪漫的情怀和远大的

抱负。画中采用淡墨和湿墨晕染，以黑墨的崖壁和留白的

瀑布做比对，衬托画面的空间层次，写意兰芽抽生，点染花

木含笑，苏轼的诗词立于崖壁之上，与小木屋遥相呼应，使

登高望远成为一种必然。

笔随心动，相由心生，墨象跟随心象一起波动，自然就进

入“笔不到而意到”的佳境。所以，费尽贤的山水画一旦沾

上文学这块心脉，其墨象的走势更加充满了诗性，因而也超

越了某些法度。如《山寺》，采用线描的手法和速写的造型

技法，勾画山的峥嵘，树的雄奇，河的平缓，以及鳞次栉比的

瓦屋和悠悠的小桥 .........通过起伏的线条、浓墨的笔意和巧

妙的留白，突显画面的层次和意境，一幅川中浅丘地貌图跃

然于纸上。 2012 年，费尽贤的中、短篇小说集《白眼》出版

时，用这幅作品做了封面，饱含着作家费尽贤对家乡射洪的

深情厚意。另一幅作品《九寨小木屋》则可以窥见其素描和

版画的技法。湿墨、浓墨、皴法并用，笔法苍劲有力，墨色厚

重润泽。三颗古旧的老树，静穆、沉郁、斑驳，像三位古行僧

陪伴着沉静的小木屋；不远处，嫩绿的枝条迎着阳光，朝着

天空灿烂地生长。也许，正是因为老树的直傲不屈，才有了

新枝柔美的伸展。这一片被人们遗忘的森林正是画家灵魂

的安放之处。想必那小木屋，定是画家文心闪烁，智慧光芒

的神来之处。

在费尽贤的山水画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那就是

点景处必是小屋。小屋道出了画家的归隐之心，一种回归

自然回归天地万物的禅意人生。其实，费尽贤并不想做一

名隐士，他只是想通过画画来为沉疴的身体减压，借手中的

笔墨，绘心中山水，让自己的心灵去做一次远游，于是便有

了穷山苍树秀，水活石润妙，但见山野苍茫，山林静逸，山泉

潺湲，山石云气氤氲，山水素雅明净、树木质朴醇厚，留白引

人遐想，风景这边独好 .........作家用文学修养来布山置水，使

其作品意趣悠远，清心明快。

然而，在费尽贤的眼里，故乡的山水并不仅限于田间竹

林和茅舍秋风，老墙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作品《青石作

栏》沿用印象主义手法，以西画的语境布局，运用点染，凸显

城墙的斑驳；采用皴擦，写意苍痕灰黑的石条；勾画出肆意

喧嚣的市井瓦屋；成就了一盆独立寒霜恣意绽放的绿梅。

它象征着画家蓬勃向上的生命意志，它是矗立在寒风中的

一道凛冽风景，向人们述说着老城墙的故事。城墙、瓦屋、

绿梅、石条，这些物象是画家记忆中的故乡元素，通过西画

的语境构建平面透视的效果，使其作品更加富有内涵。同

样，《西部木屋》也是借用西画的语境，描述九寨风光，这里

的木屋被覆盖上一层薄薄的积雪，水面的波纹用线描轻轻

勾画，泛黄的树叶向下垂掉，想必已是进入初冬的景象了。

这幅作品融油画集块、线描勾画，水墨写意等技法，通过留

白、湿墨、晕染等形式，赋予于画面以层次和空间效应，使作

品更加具有现实的力量。

墨色的浓淡是画家心灵轨迹的显现，它所传达出来的情

感、力量、意味、兴趣、气势、时空感，构成了审美的元素。文

人绘画的趣味追求，更是不拘泥一格。在费尽贤的山水画

里，为什么点景之物通常是房屋村舍而不是人，很显然，房

屋已成为费尽贤山水画不可替代的符号元素和审美观照，

也是寄放他灵魂的“心斋。”如果用“诗与远方”的生活哲理

来诠释费尽贤的山水画就未免太浅薄了。“搜尽奇峰打草

稿”，只有对自然山水进行深入的观照，才能使山川溪流的

主观描绘有如此气韵生动的表达，从中体会到画家与山水

同化，将物化的自我融入到山水物象的创作之中，赋予了作

品更加深厚的哲理。

文学艺术本一体，拿书画家刘云泉的话来说，文学决定

了艺术作品的意境、境界和精神。作品里没有文气、骨气，

诚意不够，难以为继。是啊！只有饱含一颗文心，才能闪烁

出智慧的光芒。费尽贤把文学的意境和叙事的表达延伸到

他的艺术创作中，使其作品的主题意蕴生动，墨趣横生 .。而

墨象空间，准确地界定了暗涌于他灵魂深处的心象脉搏，它

崇高、宁静、神秘，并将众多复杂的情感纠结在一起，形成了

一种自我觉醒的创作冲动。是故，体味高山流水之境，洞察

天地万物之道。澄怀味象，到达“天人合一”的态势，合于

“大道”，归于“自然”，这就是文人山水画家费尽贤虚静求道

的生命哲学。通过对山水之景的书写，放飞心情，激扬文

字，同时，也使得在轮椅上生活的费尽贤，完成了自己登高

的夙愿。

写山水意趣抒文人胸襟
——读小说家费尽贤的山水画

费尽贤国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