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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到河南
夙愿终得偿

“这次来河南，把我心里
面的最后一块拼图拼上了，
可以说是完成了我多年的夙
愿。”2017年9月24日，台湾
散文大家林清玄来到郑州分
享写作经历和感悟。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河
南，他自言“对河南一直心向
往之”。他说，自己的先祖最
早就生活在河南，因为战乱
南迁到福建，之后迁居台
湾。由于来之前患上了肌腱
炎，为了不影响这次河南行
还特意做了20天的复健。

林清玄还到访了河南博
物院、少林寺，感叹道：“河南
的文化太深厚了，在参观过
程中我心里一直充盈着满满
的感动。”他希望2018年能再
来河南看看，更深入地了解
这片土地。

2018年 4月，林清玄如
约再来，出席新乡市全民阅
读活动，并做了专题讲座，与
中学生对话。当时，有学生
提到“现在课业负担太重，没
有时间看书”，林清玄说，看
书的时间肯定会有的。他谈
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他在睡
前一定会抱着一本书，这个
习惯已经有几十年了，“一定
要读到触动我的一点才会去
睡”。

河南作家冯杰和林清玄
有过几次交集。十多年前，

冯杰的散文《九片之瓦》获第
十三届梁实秋文学奖，林清
玄先生是评委。“当时，林清
玄谈的散文标准‘文字优美，
境界高超，观点独特，情感丰
润’，让我深受启发。”冯杰
说。

2018年春，冯杰接到一
个电话，电话那端是林清玄
先生。他回忆道：“电话里林
先生很谦和。我说别人可以
不去比干庙你不能不去，那
是林氏的源头。他说以后会
到河南各地走走，感悟中原
历史的博大丰厚。”

遗憾的是，林清玄想再
到河南走走的心愿没能达
成。

作品追求美和爱
他把美文留人间

林清玄出身于贫寒农民
家庭，在他之前，家族是十代
农夫，多不识字，但家族宗祠
一直挂着牌匾“耕读传家”，
正是这个“读”字启发了他，
在八岁时便立下了当作家的
人生志向。

林清玄回忆，初中以前
就读了中国大部分经典和西
方经典，有一天突然疑惑：

“课外书那么好看，为何课本
的文章那么难看呢？”他决心
将来让自己的文章进入课
本。

为受到更好的教育，他
在14岁时还毅然离家求学，

半工半读，自己赚钱读高中、
大学。林清玄出版了300多
部作品，被收入小学、中学到
大学教材的文章共有26篇。

50多年写作生涯中，林
清玄每天坚持读书和写文
章，小学每天写500字，到了
大学每天写3000字，“日后这
些文学积累都沉到心里、融
进生活了”。

林清玄在郑州还分享了
五点写作秘诀：要训练感情，
有真感情才有好文章；创造
独到的观点，把名字遮起来
把文章拿出来看，能让人知
道是你的作品；写作者必须
是一个生活家，保持一颗好
奇的心，比一般人更深刻地
懂生活；要是一个思想家，有
独到的价值观、浪漫精神，形
成完整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思
想；要不断地写作，让你的手
跟你的眼睛、心连成一线，达
到心手合一，在想到什么时
可以精确地用文字表达出
来。

提及林清玄的散文，人
们的第一感觉是“美文”，他
的那句“人间最美是清欢”早
已是流行语。其实在这些清
新文字背后，蕴含着他一直
坚持的写作理念：“不管时代
怎么变迁，人都在追求更美
好的生活、更高的思想，我的
作品也一直在追求美和爱。
我是受着挫折长大的，但并
不把挫折写在书上，因为中
国的文化传统是把最美好的
创作出来。”

恬淡自然、蕴涵禅意，林
清玄的散文能让读者读后感
受到平静安详的力量。

面对郑州一位常感到孤
独、困惑的文学青年，林清玄
开导说，独行者必有独醒，孤
独行走的人，内心一定有自
己内心的清醒，孤独的人要
在世俗生活中，要保持浪漫
的、理想的、觉悟的自我省
察。

尽管早已著作等身，林
清玄当时并没有封笔的想
法。他说：“最高的山和最深
的海我还没有抵达，还要不
断地追寻生命力的更高境
界，不断地探寻内在的心灵
世界，和读者分享我的人生
体会。我希望一直写下去，
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2018年12月，林清玄的
最新散文集《人生幸好有别
离》出版。书中篇章，大多与

“别离”有关。“生死离别”为
人生大事，是每个人难以逃
避，又常常充满困惑的论
题。篇章中“幸好”这一立
意，传达了他面对别离时“既
感伤又豁达”的态度。

本报讯 来到中原，诗和
远方就在眼前。踏上中原诗
词之旅，和诗人来一场穿越时
空的对话，让诗情画意悄悄走
进心房。1月26日，由大河报
发起倡导的大型文化历史类
活动——中国青少年诗词之
旅第一堂课即将在河南拉开
大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
和家长将从浓缩五千年华夏
文明的河南博物院出发，前往
洛阳、登封、巩义、荥阳等诗词
圣地，拜谒寻访白居易、杜甫、
李商隐、刘禹锡等伟大诗人的
陵园、故里，诵读传唱千古的
经典诗篇，品味中华文化的丰
厚韵味。

数千年来，老祖宗留下了
深厚的文化家底，从诗经、楚
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
星河灿烂，一代代诗人所创造
的名篇佳句至今仍深刻地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近年来，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经
典咏流传》等节目的火爆，引
发了传统诗词热。河南作为
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有众
多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
其中古代著名诗人留下的珍
贵遗迹，是有待进一步开发的
重要文化资源。

有数据显示，《全唐诗》
2200多个诗人中，河南籍有

350多人，约占总量的六分之
一。《唐诗三百首》中所选的
76 个诗人中，河南籍的 25
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李
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韩愈、
刘禹锡、元稹、李贺、李商隐、
范仲淹、欧阳修、晏殊、李煜、
柳永、李清照……这些中国文
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大
家，或是河南人，或曾在这片
土地生活。在河南这片沃土，
他们成就了千年传诵的不朽
诗篇。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
里埋藏着中国人的心灵境界
与内在情感。应该让青少年
在成长中接受博大精深的中
国诗词文化的熏陶，涵养中国
气质。为此，作为河南的一张
亮丽文化名片，大河报倡导发
起了中国首届青少年诗词之
旅，第一堂课就设在中国诗词
文化的中轴线上——郑州、洛
阳、登封、巩义、荥阳。这条线
上群星荟萃，人文土壤深厚，
涵盖了龙门石窟旁的白居易
陵园（白园）、杜甫故里、嵩阳
书院、李商隐墓园、刘禹锡墓
园等。

在这些诗歌的圣地，孩子
们将临风而诵，从传世经典中
陶冶情操，塑造灵魂；在行走
中感知诗词背后的诗人情怀，
触摸中华传统诗词之美。

1月25日零点整，国足将
在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迎
来伊朗。面对这个亚洲最强
的对手，外界普遍认为国足取
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
国足此次亚洲杯之旅就此止
步，那么这场比赛将是里皮和
一代国脚们的谢幕之战。

打进八强，是国足本届亚
洲杯的期望，在闯过泰国这一
关后，国足已经实现目标。能
够连续两届亚洲杯在八强有
一席之地，让国足在亚洲足坛
保持着存在感。但这也是国
足的极限，想要更进一步，恐
怕无能为力。此役的对手伊
朗队是亚洲排名第一的球队，
世界排名则是第29位。一直
以来，伊朗都是亚洲防守最好
的球队。

回顾中伊两队的交战史，
国足是胜少负多。从各个层
面来看，国足拼下伊朗的几率
都微乎其微，而且国足目前伤
兵满营。锋线上的武磊受肩
伤困扰状态不佳，后防线更是
岌岌可危，冯潇霆膝伤加剧，
恐无缘比赛，张琳芃累积黄牌
无法出战，其余的替补都难堪
大用。此役，国足只能稳守反

击，如果像小组赛对阵韩国时
那样高位逼抢、主动出击，比
赛的悬念恐怕会早早终结。
唯一的希望是把比赛拖入点
球大战，但以国足的体能状
况，恐怕也很难。

众所周知，里皮在率队参
加完本届亚洲杯比赛后，就将
正式卸任。里皮已年过七旬，
作为一个集各种荣誉于一身
的世界名帅，这也许是他执教
生涯的最后一战。而对于球
员们来说，这是他们很多人的
最后一次亚洲杯之旅。本届
国足平均年龄达到28.7岁，是
所有参加亚洲杯的球队中最
大的。亚洲杯后国足面临全
面更新换代，冲击 2022 年世
界杯的重任将落在 U25 国家
队的肩上。

38 岁的老队长郑智，郜
林、蒿俊闵、赵旭日、冯潇霆这
些曾经在世青赛意气风发的

“超白金”85一代，肖智、于汉
超、于大宝等 30 多岁的老将
……如今，到该谢幕的时候
了，即使知道很难赢，国足也
要拼出一个体面的结局，终场
哨响，不留遗憾地走下赛场。

对阵伊朗，国足咋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中国青少年诗词之旅
第一堂课河南启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著名作家林清玄去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文 许俊文 摄影

据台湾媒体23日报道，台湾知名作家林清玄因病
去世，享年65岁。

从17岁开始发表作品，林清玄著作等身，出版作
品逾百部，和已故的三毛、席慕蓉等并称为“台湾散文
八大家”。林清玄的作品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课本，成
为读者熟悉的散文大家。在人生的最后两年时光里，
林清玄两次来到魂牵梦萦的河南，他说：“来到河南，把
心里最后一块拼图拼上了，了却了我多年的夙愿。”

人间最美是清欢
人生不幸有别离

林清玄和郑州读者分享写作感悟

皓言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