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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影响人生 文字，抚摸心灵

□李文晓

一场秋雨一场寒，夏日的暑热逃了
似的，再也不见了。一直说要去山里看
看，最喜欢的，还是冯家洼的秋天。

驱车几十公里，我们来到冯家洼。
这是一个呈“U”字形、被群山环抱的小村
子。 秋风从山上迎面吹来，扑向脸颊，
灌进衣领，掀起衣角，鼓起裤腿，带给人
杨柳拂面，衣袂飘仙的感觉，你不由得要
在这蓝天白云下，树木绿草间，山顶平阔
地，打几套太极，做一回瑜伽，或者躺在
这秋阳不燥、秋风正爽的草地上睡它一
觉，一扫连日来俗务缠身的倦怠。

习习的微凉，从林间穿过，送来忽儿
浓郁忽儿轻淡的气息，那是一种怡人的、
带着层次感的味道，饱含了泥土的浓香，
野花的芳香，树木的醇香，还有那绿草的
清香，令人着迷，使人向往，你会不由得
张大嘴巴，敞开胸怀，深深地吸上几口，
方能解除在城里生活久了、似乎缺氧的
窘迫感。就像干涸的心田得到了雨露滋
润般舒坦，浑身注入了新的能量，充满了
活力，忍不住要对着连绵的群山，高远的
天空，可着嗓门吼上几声。

对于秋天，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们，
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感伤也罢，赞美也
好，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悲秋
是古诗词的主基调，赞美秋天的诗人与
诗句不多见。只记得刘禹锡的“自古逢
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韩琦的“谁
言秋色不如春，及到重阳景自新”及秦观
的“莫夸春光欺秋色，未信桃花胜菊花”
等。这些都突破了前人悲秋的思维模
式，从肃杀的秋风里，读出秋的热闹，欢
快，改变了人们对秋天的悲凉印象。

我喜欢冯家洼的秋天。当你沿着阡
陌漫步，走进密林深处，那些高大的树木
在你头顶遮蔽起来，抬头望去，浓密的枝
叶将天空笼罩，风动树摇，透出斑驳的光
影，星星点点透射下来，洒落在地上、树
上，人的身上，闪烁着，跳跃着，重叠着，
林间一时成了迷幻的世界。

更有一嘟噜一嘟噜的山葡萄，一簇
一簇的红山楂，一片一片的五味子，八月
炸，栗子，酸枣等，让你采也采不够，摘也
摘不完。即使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满
山的红叶，你摘一片拿在手上，感受季节
的变换，风霜的渲染，心中也会有几许感
悟。只要你走进山里，用心对待山林，绝
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我喜欢冯家洼的秋天。如果你用心

体味这里的秋色，会感到它的美是在不断变化着
的。当晨光把第一缕彩霞挥洒在山间，山峦，树木，
大地，仿佛都呈现出镶上金边的剪影。大山在蓝天
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巍峨峻拔。树木的身干和枝丫
勾勒出清晰明快的线条。大地像铺上了彩缎，小草
尖上的露珠，折射出霞光的斑斓。

到了正午，阳光照射下来，你可以忽略山，也不
用看那些树，但你必须细细看那透过光的树叶。每
一种树的叶子都是不同的，即使同一棵树的叶子，
也不尽相同。不管哪一种形状的叶子，阳光下你会
发现，每一片叶子都有清晰的脉络，正是这一条条
清晰的脉络，通过叶柄和大树紧密联系，根深深扎
向土地，吮吸着大地母亲的乳汁。

待到黄昏时分，阳光已经没有了白日里的咄咄
逼人，变得温和而又多情，天地间温馨而朦胧，所有
的景物都映出点点柔光，夕阳下橘黄色的光线，照
在人的身上，让你感到了祥和与幽静。这时，你甚
至想融化在这秀美的季节里。

山里的秋天，朴实而从容，热烈而大气。我喜
欢它的自然纯朴，慷慨大方，豪爽热烈。它成熟稳
重，不事张扬，有春天的蓬勃，有夏天的火热，有冬
天的沉静。它感恩春风的抚慰，不忘夏雨的滋润，
铭记冬雪的孕育。沉稳厚重是对它高尚品德的概
括，五谷芬芳是对它深情付出的奖赏，绿水青山是
对它诗情画意的赞美，姹紫嫣红是对它精彩绝伦的
描绘，这才是秋天最值得记忆、最值得回味、最值得
宣扬的地方。

冯家洼，我爱你美丽而多情的秋天。

□廉璟霞

与“河南思客”结缘源于
2016年的夏天。一位老友给
我推荐了“河南思客”上刊发
的几篇文章，写的是焦作市武
陟县石荆村的故事。文章朴
实无华，句句深情，读来让人
泫然泪下。

初中时我曾在石荆村求
学，那里有我少年时的梦。一
去三十载，感慨时光流逝的同
时，勾起了我对那段生活的回
忆。那村、那人、那景，随着文
字的流淌一一又浮现在眼
前。如果时光有知，那里应该
还留有我的影子。

类似感人至深的文章，在
这个问世不久的公众号上比
比皆是。在这个浮躁的世间，

“河南思客”坚守着自己的一
片初心，不趋时、不媚俗、不跟
风，日复一日向公众推送美
文。写山写水、写情写景、写
人写心，用理想、良知、情怀和
人格力量，用那一声声低吟或
长啸，为整个文化注入了一泓
清流，几缕阳光。

蒋勋先生说过：文学成为
照进现实生活的一束光，让人
们找到共鸣与力量，并不失去
寻找桃花源的勇气，这便是文
学的意义。文学中流传千年
的美、诗意与哲思，在纷繁复
杂的人世间，悲悯着伤痛，抚
慰着渴望，释放着天性，开解
着生命的困惑。

文学是有生命的，在这
里，那些用文字谱写的乐曲都
是作者生命印痕折射的虹光，
那七彩的光芒里有欢乐、有痛
苦、有抗争、有苦难。作者笔

下呈现的或是一花一草、雨滴
云朵，或是高山小溪、邻家男
孩，每一段文字都是生命里一
次灵魂的绽放，一次孤独的出
走。那些被文字镌刻的故事，
任时间流去而情怀永在。

文学又是超乎生命的，在
这里，作者们在用心记录生
活、思想生活、升华生活。他
们笔下呈现的是沙漠里的一
片绿洲；是身居陋室心里住着
的那一片海；是青门豪迈、终
南潇洒，是对这个以痛吻我的
世界报之以歌。文学的力量
让我们从现实的山水回归到
内心的田园。

文学的成长在于真实，以
真实的生活为底色，书写感
悟，书写快乐，书写苦难，书写
离合悲欢。作品是刊物的生
命，唯其真实方能永恒。这是
生命成长的历程，是文学成长
的历程，也是“河南思客”成长
的历程。

在这里，我还认识了许许
多多的新朋友，有编辑，有作
者，有读者；有儒雅忠厚的长
者，有清新达观的年轻人；有
饱读诗书的知性美女，也有天
真烂漫的大学生、中学生。文
学，让我们相识，把我们的心
紧紧连在了一起，让我们的生
活充实起来。从他们的文字
里我学到了许许多多生命的
本真，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文学，就是家园；写作，就
是回家。有缘千里来相会，与

“河南思客”的缘分，追根寻源
也是我们与文学的缘分。趁
着年华尚在，阳光正好，让我
们向光而行！（作者系河南思
客签约作家）

照进生命里的光

插图 李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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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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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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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公告

●兰考县阔达建筑工程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225MA463NU34E) 经 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已成立清算组,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

●刘晓飞，遗失山东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专业成人高等教育

本科证书，证书编号为：104
245201205000341，声明作废。

●李璐不慎遗失信阳师范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毕业证，证书编号10477120
1305127178，声明作废。

●郑州银钺化工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不动产证(正、副本),不
动产单元号:410182104201G
B00001W00000000,不动产权

证号：豫(2016)荥阳市不动

产权第0000051号，声明作废。

●徐超杰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三方协议，学号:161
006332，特此声明。

●李应钦省直机关离休证遗失

，证书编号豫直第16558号，

特此声明。

●孙旭阳，郑房权证字第160117
9673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郑州市惠济区双桥花卉基地

刘记早餐点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8MA431
BGE98）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郭伟遗失在河南绿地商城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绿地公园

城一期2-1-307首付款收据，

金额210000元，票据号0001
490声明作废。

●河南鹏宇科技有限公司原公

章，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德亿大酒店有限公司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遗失，

号4101012277222声明作废。

●沈丘县佳沃自行车专卖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4607141357声明作废。

●兰考县南彰镇爱丁堡幼儿园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25000675501声明作废。

●河南豫贵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8
MA14EQMPX4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小碎花棉布店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2MA42
J4801B声明作废。

●张伟东遗失河南绿地御湖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购房款收据，

票号0949488，金额119582
元，声明作废。

●李城炜0011798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信基冻品水产

大世界席宴丰冻品商行营业

执照正副本410108600290751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金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4101030013330)，
声明作废。

●付东胜道路旅客、货物运输

从业资格证遗失，证号4105
26197005030532声明作废。

●河南立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何超与郑州润

圣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百度饮

品加盟合同原件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建业房地产开发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
0300011010209，副本41
0300011010209（1-2），
（2-2），公章，声明作废。

●新郑市中心城区瘦客美容美

体馆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84
MA441Y057L,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