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低着头，把长长的五色线
拧成股，小心翼翼地绕在我的手腕
上，打上结，剪去多余的线。然后，
声音温和但神情庄重地说，可不敢
去掉，也不能弄湿，不然五色线会变
成小花蛇。

我又是兴奋又是忐忑，点点头，
然后一蹦一跳地走了。我找到小
桶，跟在大人身后去河边。晨曦初
绽，沿着蜿蜒的小路，穿过湿湿凉凉
的芦苇丛，脚一踩在松松软软的沙
子上，人就飞奔起来，欢笑着扑到河
流的怀里，掬一捧水，把小脸埋进
去，痛痛快快洗把脸。接着，在桶里
盛满水，心满意足地提着回家了。
这一天，洗手做饭都要用这清晨的
河水，不怕毒虫也没有邪气了。

这是我记忆中的端午，还有很
多情节，比如挂艾叶、佩香囊、包粽
子、点雄黄等等，久远的文化传统。

那是属于农耕文明的传统。
这传统如今还在继续，只是或

多或少走了样。那些保留下来的习
俗，需要准备的东西往往有商家帮我
们准备好，比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更
精致。于是，心中的那份期待更多的
是因为假期，可以外出游玩。暂时摆
脱繁忙的工作，在山山水水间徜徉，
成为大部分节日的主题。

很难有彻底的放松和休闲，因
为时间短暂，因为游人众多，因为
心底有这样那样的挂碍，在微信朋
友圈里晒一晒，还要心念着点赞和
评价。

我们和草木的关系到底有多
远？到底怎样对待自然的态度才能
让我们不再焦虑？那在心底不断荡

漾的乡愁如何安放？
6月 13日，仲夏，骄阳。郑州大

摩纸的时代书店，绿意葱茏，一派园
林情致，人们安静地捧着书。

作家舒飞廉从位于武昌桂子山
的华中师范大学来，一身的山水草
木气息。

多年前就听闻他的大名，那时
他是《今古传奇·武侠版》的主编，携
众位当红武侠作家，开创大陆新武
侠格局；后来，他转到天涯论坛，连
载《飞廉的村庄》，记述家乡湖北孝
感的风土人情，乡下的树，村中的
花，有留恋，有怅惘，有怀念，有反
思，触动都市中人的心绪，最终以

《草木一村》为书名结集出版，畅销
一时。在苏州大学读博士毕业后，
他回到母校教书，研究大众文化，仍
然写小说，还在国内知名报纸副刊
开设“风土记”专栏，继续以都市人
的目光回望故乡。

在他心里，很想进一步了解故
乡一草一木的前世今生。他追问：
那些田野与村巷中的五谷、野草、树
木，是否也如同我们的先辈一样，或
土著，或流离，先后扎根在村庄之
中？于是，他接受了中州古籍出版
社的邀请，到时光深处化缘，在浩如
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编选歌咏植物的
小品文，在《芳菲已满襟——草木小
品赏读》中，草木本身的美浸润到文
字里，传统文化的底蕴、古人的情致
和生活态度流淌在篇章中。

那一天，在河南日报中原风读
书会上，他从我们的祖先与自然的
关系探究起，带读者一起去了解曾
经的田园生活是什么样。山林、田

野、菜圃，那里面曾藏着古人关于神
灵的想象，更多的则是“衣则麻桑，
食则麦菽，茹则蔬果，林则竹木”的
亲密无间的实用态度。随着经济发
展，到唐宋时期，园林兴盛，园林景
观和文学艺术结合，人们对自然的
态 度 是 审 美 的 ，草 木 是 供 人 观 赏
的。在文学中，从《诗经》《楚辞》起，
人们在文字里借草木抒怀，若不识
草木之名，便无法兴观群怨。这种

“草木思维”延续千载。如今，在现
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巨变，一代代人
离开土地，迁居城市。人们在文学
作品中表达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他设想，未来，我们应该拥有一
种“林园生活”。在林园里，人们和
草木是一种对话的关系。草木在林
园获得一种主体性，它们自然生长，
并不是为了人类的实用或观赏而存
在。它们有自己的来历，有独特的
在世间的际遇。人们应当静下心
来，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如此，才
能了解自身的来历，精神获得成长。

应邀和他对话的是长者何频。
有意思的是，何频 1982年毕业于华
中师范大学，正是舒飞廉的学兄，如
今两人同时在报纸副刊开设草木专
栏。这位居住在郑州的散文作家和
文化学者，低调谦和。他在热闹的
都市中追求和而不同的生活态度和
境界。他的生活不是梭罗式的隐
居，也非旧时文人的隐逸，不是远离
尘嚣寻找一个形式上的清静之地独
处。他每天和上班族一样忙于日常
事务，却利用一切机会亲近并仔细
观察身边的草木，每日和草木对话，
记录心得体会，兴之所至，随手画上
几笔，逸趣横生。

他继承古人的笔记传统，为草
木立传。他行走，走在时间里，观察
花草四季晨夕的变化；他行走，走在
中原大地，走向海角天边，追寻草木
的足迹。草木是他的家人、朋友，他
也由此参悟了世道人心，生命真谛。

他的《看草》和《杂花生树：寻访
古代的草木圣贤》先后被评为年度

“中国最美的书”。今年，他又推出
了随笔集《见花》。

他说起自己的写作缘起，说起
对草木的珍爱，说起每日的生活，说
起读过的西方自然文学作品和中国
的草木典籍，浩繁的阅读量让读者
惊叹。他拿出厚厚的笔记本，那上
面是与草木有关的剪报资料和密密
麻麻的笔记，更让人叹服。

他说，读书很重要，读过这些中

外经典，才知道每棵树、每朵花的谱
系，在自然中的位置，在文学中的意
味，以此为基础，行走，观察，才能真正
读懂自然，才谈得上与草木“对话”。
这种对话是深层次的，读懂了草木的
历史，也就读懂了人类的变迁；明了草
木的情状，也就读懂了自己的内心。

一个回忆和设想，充满浪漫情
怀；一个观察和行走，拥有实证精
神，对自然和传统文化的热爱却是
一致的。

在古雅的文字里看花见草，让
他们拥有了一份从容闲雅的心境。

那一天，来读书会的爱书人中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青春朝气
的在校大学生，大家一起听着，然后
讲述各自的感受。

诗人王文平说自己钟爱花木，
断断续续写了 100多首关于各种花
的诗，聆听了主讲嘉宾的对话，更坚
定了细细观察每一种花，为它们写
诗寄情的信心。作家、大学客座教
授颜华写下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
情：“午后骄阳似火熏，纸的时代迎
客宾。文人雅士欢颜聚，把酒品茗
抒怀亲。‘看草’言芳明月意，思林慕
野故园心。书香案涌人归晚，喜看

‘芳菲已满襟’。”从安阳赶来的读者

刘娜说起自己种植花木的经验和不
惑之年的人生感悟；从焦作来的读者
陈战东谈起最初给河南日报中原风
副刊投稿的心情和文章发表后的喜
悦，并与两位作家探讨如何在写作之
路上走得更远……

他们的真诚让我感动。我想，生
活再烦乱，至少这样的相聚，至少这
样的时刻，我们的内心喜悦且宁静。

那一天，我谈到自己童年时，在
自家院子里遮天蔽日的大槐树下看
书。下雨时，雨滴落在树叶上，我安
然 地 坐 着 ，一 点 儿 也 不 担 心 被 淋
湿。想起在《芳菲已满襟——草木
小品赏读》中，看到《南柯太守传》的
节选，主人公在大槐树下做了一个
神游蚁国的繁华梦。舒飞廉在注解
中讲到从古至今一些作品中关于槐
树的记述，讲到槐树的神奇功用。
我忽然意识到，童年的我大概也在
槐树下做了很多的美梦。那梦清明
凉爽，是怎样滋养了我的心！

“五月仲 夏 ：清 夏 堂 观 鱼 、听
莺 亭 摘 瓜 、安 闲 堂 解 粽 、重 午 节
泛 蒲 家 宴 、烟 波 观 碧 芦 ……”，若
能带着闲雅的心境走过四季，虔诚
地度过每一个传统节日，诗意的生
活还会远吗？④6

□田中禾

感悟

端午时节，在古雅的文字里看草见花 □冻凤秋

临江仙·端阳忆

上小学的时候，每每溜入父亲的书房，就像
进了“阿里巴巴”的宝库，每本书都在书柜里闪
烁着诱人的光芒。我总会趁父亲不注意，悄悄
藏一本在衣襟下，夹回房间细细品读。父亲是
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勤奋刻苦，对子女管教
很严，并不赞成我过早涉猎大量的课外闲书，担
心影响学业。待父亲发觉我已着了魔似的无法
抑制读书的冲动，便单独给我开放一个书柜，里
面摆满了他精心挑选的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各类
书籍。

当时的我拿到书柜的钥匙后，兴奋极了，仿
佛捡着了“芝麻开门”的密匙！但父亲严肃地对
我讲了一番话，至今犹在耳畔：“读书一定要有
所挑选，书的品质非常重要，读适合自己的好书
如得良友，读不好的书也像交不好的朋友一样，
可能会伤害到你。”

从那以后，我所有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
那个书柜旁度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阅读
的范围又延展至整个书房，父亲珍藏的那些古
今中外各类书籍，真的变成了金光闪闪的知识
宝库。那一本本厚薄不等的书，统统变成了通
往创作之路的奠基石，直至我终于成长为一位
职业作家，那些宝贵的书籍仍然相伴我的左
右。并且，一直在更新和丰富。

时光荏苒。慢慢地，我也开始有了自己的
书房。慢慢的，我的书房里也有了一位爱看书
的小姑娘——我的女儿惠子。这位爱看书的小
姑娘五岁起便有了自己的小书架，后来又增至
三个小书柜，里面都是惠子喜爱的、适合她阅读
的各类图书。如今，八岁多的惠子已经自由创
作了近百篇作品，有诗歌、散文和童话；并且，也
已经嗜书如命，甚至连吃饭和睡觉都离不开书
的陪伴。惠子在她的诗歌《书》中这样写道：

“一本好书会是你的良师益友，
也是不会说话的老师，
还 可 以 是 能 随 时 随 地 为 你 解 答 问 题 的

教授，
一本好书，有时成为诗人写诗的灵感，
又能感受书中的美，和给你启发。
所以好书就像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灵

感之泉。
我们要跟书做好朋友，
不能损坏它，也不能砸它，摔它，
让我们跟书做好朋友吧！
让我们与书共度一生吧！”
看到女儿已经对书籍产生了这样的情感，

我深感欣慰。一位酷爱读书的人，无论今后从

事什么样的职业，无论处于生活的顺境还是逆
境，都不会孤独，都能在阅读中静下心来，从书
中看到远方，寻找到希望！

我感激我的父亲，不光是父亲留给我众多
的好书，关键是父亲培养了我优良的读书习惯，
使我很早便感受到了阅读的魔力。大师们的作
品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根，诗人们的佳句在我
青春的血管内流动，并在我后来的创作中逐渐
焕发出耀眼的神采。如今，这阅读的魔力已通
过我继承到了女儿的身上，在一代代的传承中
延续着“勤奋苦读”的家风。

我始终记着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一个人读多少书是写在脸上的”。正所谓“腹
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的益处无穷无尽。古人
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不吃饭则饥，
不读书则愚”。读书可以使人作出理智的判断，
不为蝇头小利而动，不为艰难险阻所困，踏踏实
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做一个勤奋、诚信、品
质高洁的人。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把“读书”定为家风，是不少家族的优秀传统和
行为准则。“处世无如为善乐，传家唯有读书
高。”晚清重臣曾国藩，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
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学习计划，把读书与
劳动作为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的郑板桥曾
以竹入联写道：“咬完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
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以此教育儿孙要
勤读好书，做人要像竹子一样虚心有节、刚直
不阿。

“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十分重
视家教，他曾写道：“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
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
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林则徐因病辞官
回乡后生活俭朴，但要求子孙勤学苦读，处处
言传身教，时时督促教导，乡亲们无不称赞他
是做人的楷模。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这
句名言，形象地说明了书籍对推进人类文明的
作用。一个爱读书的人，必定是一个素质较高
的人；一个爱读书的民族，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素
质较高的民族。缺少书香浸润的家风一定会底
气不足，难以对民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产生正面
和积极影响。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让我们每个
人都从爱书和读书做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阅读的魔力终将使你对自己刮目相看。

父亲的书房

手机扫一扫，关注中原风融媒体，
更多精彩内容和活动线上呈现

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新闻客户端 腾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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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花天露洗残春，新艾野芳盈门，香囊
米粽屈子魂。白蛇佳话，雄黄见情真。

书斋不觉端阳临，顽童欢声阵阵，何处
得沽儿时饮？蓦然思忆，杏熟麦浪金。④6

看了两遍电影《一代宗师》，只记住一句话：念念
不忘，必有回响。

对于一个学了七年新闻的河南籍青年来说，到河
南日报工作，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向往。

只是之于我，这个过程有些长，有些波折。
6年前的那个 5月，酷热异常。当一场大雨惊醒沉

睡的我，“最难就业季”来了。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完全没有

准备好的我迷失在乌央乌央的求职大军里，像个没头
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虽然鼻青脸肿，只落得一地鸡
毛。最郁闷的时候，一天看了三遍美国励志电影《当
幸福来敲门》。

拿到硕士学位后一周，我回到家乡南阳，成了一
名地市党报要闻版编辑。当时陪我踏上火车的，只有
残存的新闻理想和一个空空的行囊。现在想来，似乎
应该配一首《故乡的云》。

既来之，则安之。带着“建设家乡”的自嘲和“上山下
乡”的自励，我在南阳日报工作和生活起来。画版面、编
稿子、写言论，渐渐从一身书卷气的学生，成长为一个新
闻菜鸟。

再往后，我越来越适应自己的社会角色，去风景
如画的白河边发呆的次数越来越少，新闻理想好像也
在搬家过程中弄丢了，结了婚，成了家，日子在按部就
班中走向平淡、安逸，快要发霉了。

2012年，南阳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盛会——第七
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河南日报的
交集变得多了起来，跟时任南阳记者站站长阙爱民老
师成了好朋友，也与现在的同事孟向东、胡心洁谋了第
一面。

接触多了，我眼中的河南日报也“立体”起来：不
只有大笔如椽的“九论十八谈”创作组，还有永远在路
上的摄影大师“王全省”；不只有接地气儿的“走转
改”，还有文艺范儿的“中原风”……当年求学时深藏
在心中的那个愿望像一头出了闸的猛虎，抑制不住
了：要是我能去河南日报工作，该有多好！

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没想到机会就
这样来了。

2012 年底的一天，我正在值班，阙爱民老师打来
电话，问我看没看今天的河南日报？我说还没看。他
叮嘱我赶紧看，有一个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招聘信
息，“你很符合条件”。我拿来报纸，豆腐块大的一个
公告，看了半个小时。

考，还是不考，这是个问题。在那一瞬间，我好
像变成了哈姆雷特。考吧，好几年没碰过书了，还真
不一定考得上；不考吧，这样的机会，真真是错过就
不再来。一晚上没睡踏实，第二天，我做了 20多年来
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上网报了名，迎来了人生第二次
高考。

没想到居然考上了。几年后，我徜徉在郁郁葱葱
的报业集团后院，仍能记起面试时的情景。我答完题
准备鞠躬离开，被坐在前排的主考官——前任社长朱
夏炎先生叫住：最后一道题目要求回答五个方面，你
只说了四个，再想想。我忙不迭地又重新做了回答。
直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出
这样一个提醒？大概这就是河南日报的魅力与胸怀：
堂堂正正，海纳百川。

2013年 4月，我正式入职河南日报。因为曾经失
去，所以更觉珍贵。我很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也
很快适应了河南日报的节奏，在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
报业人的路上坚实前进，在每天的忙碌中充实着，成
长着。只是和很多青年人一样，在当初的理想实现
后，慢慢有了一些困惑，一为家庭，一为工作。

家庭的困惑，是“双城生活”。这个词看上去很
美，过起来不容易。“深明大义”支持我到郑州工作的
妻子，在送我上火车那天泪眼婆娑，其实我读懂了那
背后的“世纪之问”：你走了，我怎么办？虽然诗词说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现实完全不
是那么回事。一头是忙起来只能“六亲不认”的夜班
工作，一头是结婚没两年“望穿秋水”的“留守妻子”，
怎么能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

工作的困惑，是“报业困局”。我们都在苦苦思索
报纸如何转型，自己如何成为全媒体记者。

2015 年元旦前夕，受部门领导委派，我参加了编
委会“元旦特别报道”的策划，来到河南西陲——三省
交界的灵宝市豫灵镇，一个处在艰难转型中的“黄金
小镇”。在采访的最后一天清晨，我登上高高的“塬”，
看着远处的滔滔黄河，暖暖的阳光透过小秦岭洒下
来，脑子里居然想起路遥《平凡世界》中的孙少平和诗
人汪国真。

想起孙少平，是因为他就是从“塬”上走出去，不
断奋斗，成为几代人心目中的一位“传奇”，一个精神
灯塔；想到汪国真，是因为他那句“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这也许就是我寻找已久的答案。
家庭的困惑，是困难，也是考验，只要两个人心心

相印，齐心协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工作的困惑，是
危机，也是机遇，河南日报有睿智的决策者，有优秀的人
才群，我们在积极应对，主动求变，难道不能迎来更好的
明天？

走下去的时候，我已不再困惑。
转眼六月，河南日报迎来 66岁华诞。
我想对她说些什么呢？衷心祝她健康、美丽，我

愿陪她走过七十岁、八十岁乃至一百岁。
又要对自己说些什么呢？如果有一天我老了，可

以自豪地说，我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献给了河南日报，
献给了新闻事业。

这就是我，一名河南日报的青年记者对她的情
意。

也是绿叶对根的情意。④6

绿叶对根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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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鲜勿落饭”是浙东的一句俗语。
意思是说，要是没有海鲜当下饭的菜，饭
就难以下咽。听起来，这一方民众对于生
活的要求真是过于奢侈，但其实是反映了
千百年来上苍对他们的厚待。江南一带，
靠山傍海，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海产丰
富，百果奇特，这里的人当然是有口福的。

东海之滨女作家王寒在《无鲜勿落
饭》这本江南美食札记里，写尽了浙东沿
海的水产海鲜、山野趣味、风味小吃。王
寒能一口气报出十三种海螺（《桃花红，泥
螺肥》)，九种贝壳(《悲情佛手》)，各种各样
的蟹——“一年到头，菜场上都有各种蟹
卖，有什么梭子蟹、青蟹、大闸蟹、田蟹、岩
头蟹（三眼蟹）、沙蟹等等，甚至还有棺材
蟹——我们这里的人，把沙蟹中的红钳头
称为棺材蟹。”(《蟹话连篇》)，杂七杂八的
虾(《酒不醉人虾自醉》)；还有黄鱼九兄弟，
乌贼五叔伯，杨梅枇杷，文旦高橙，栗子乌
饭，桃浆春笋，还有端午五黄，元宵糟羹，
腊八五味，三糕三饼……产地何处，什么
时令，如何吃法，怎样烹饪，她写得绘声绘
色，我们看得津津有味。

她笔下的海鲜之鲜，让人食指大动：
“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能烧汤的
海鲜很多，但是要烧得像沙蒜汤那般的鲜
香绵稠，不容易。鲜脆沙蒜汤的鲜味缠绕
在唇齿之间，把味蕾的快感勾了个痛快淋
漓。对于第一次吃这种汤的人来说，绝对
是一种震撼，因为这汤实在太鲜、太有味
道了！”她写故里食物，笔带深情：“故乡的
食物留给我们的，远远不只味蕾上留下的
酸甜苦辣咸，它是记忆，是亲情，是乡愁，
它牵动的，都是难忘的人和事。一个游子
回到故乡，他吃到熟悉的小吃，听到熟悉
的乡音，闻到熟悉的香味，记忆里的旧日

时光就会扑面而来……居庙堂之高，处江
湖之远，落箸思故乡，而故乡就在这些小
吃中。”

她的文章，当然不是饭馆老板的菜
谱，不是烹饪厨师的教科书，不是食客的
意见簿，不是方言学家的论文，不是风俗
文化的专著。她的文章是什么？是生活
中的美食，美食中的回忆，回忆中的温情，
温情中的鲜美，让我们引书中的一小段来
看吧：“小时候我挑食，别的东西不爱吃，
只爱吃外婆烧的霉干菜扣肉和酱爆螺
蛳。外婆把螺蛳放在铁锅里劈里啪啦炒
得震天响，是我小时候最爱听的声音。吃
完螺蛳，还拿螺蛳厣粘在眉间，扮普度众
生的观音菩萨，邻居家的淘小子则喜欢将
它粘在颌下，混充伟人。”(《清明螺，赛肥
鹅》)

真实，生动，传神。外婆的能干和慈
爱，女娃的聪慧和善良，男孩的调皮和张
扬，着墨无多，三个角色都跃然纸上，那清
明时节肥螺的美味，成了弦外之音，却也
更鲜明生动了。王寒的书，饭店老板可以
读出菜谱，厨房大厨可以读出技法，饕餮
者看到了对美食的赞歌，方言家看到了古
词汇的钩沉，民俗学家看到了这一方的乡
风，文论家看到她行文特有的细腻和活
泼。一个文本，如果能够做多角度的解
读，具有多维度的张力，应该说，这个文本
的叙述是成功的。

王寒是一个活得热气腾腾的人，她爱
行走，爱生活，她记行旅，访民俗，细心搜集
民谚俗语，方言童谣；读经史，查方志，从诗
书小说中撷取相关资料，不但写下了这本
美食书，还写下解读当地城市人文的一百
多万文字，从她的文章中，我们读到了一座
鲜美鲜活的江南之城。④6

读书 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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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的文字

作家舒飞廉、何频在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上。 张大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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