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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写寺庙最著名的是北魏杨
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公元 507年，杨炫
之重过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
灰烬、庙塔丘墟”，伤时忧怀，就撰写了《洛
阳伽蓝记》。当下专门寻访寺庙的书已难
见到了。前段时间，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
团、孔学堂书局的负责人赵宇飞先生告诉
我，他们正在策划出版一本《空谷足音·访
寺记——走近红尘中的隐士》的书，并希望
我能为此书作序。看了书稿，不禁一叹，这
仿佛就是一部当代的《洛阳伽蓝记》。

作者在七八年时间里遍访华夏大地，
问道终南，游走闽越，寻访了四十多家寺
院，写到山居的隐士，寺庙里的僧人，客栈
的主人，隐居茶庵里的茶师……从那娓娓
道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笔端中，竟让我
们看到了月下僧推门的清寂，娑罗花清妙
的甘甜，有心生欢喜的开悟，也有愁肠不解
的黯然……作者青青是个职业记者。她寻
访僧人，偶遇隐士，谈禅论道，听经说法。
世上有此奇女，此女有此奇缘。果然应了
古语“心静即是净土，闭门即是深山”。

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
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人们拥
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
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
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
被物化、被抛弃。大家好像得了一种“迷
心逐物”“心为物役”的现代病。“发展的列
车匆匆驶过精神的站台，现实的变化把心
灵的地图抛在身外。”去哪里捡回心灵的
地图？空山寂历，能生道心。

这本寻访寺院的书可谓一剂清凉贴，
触之生凉，读之心静。按照佛法上说，三
界之中，芸芸众生，贪欲横流，都是因为无
明的缘故。天下众生，虽有慧心，但被尘
垢遮蔽，难以觉悟，所以终日奔走计较，被
得失荣辱困扰得焦头烂额，一刻也不能享
受清净的人生。你不能不佩服佛法的智
慧和洞见。现在全球的生态性、社会性的
灾难，很多都是人类自身的失范造就的。
如贫困、饥荒、疾病、腐败、战争、资源匮
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恐怖袭击、邪教
肆虐、黄赌毒、自然灾害等等，都与人类的
无休止欲望密切相关。早就觉悟了的佛
祖，对众生生出慈悲哀悯之心，化度众生，
使之同登化境，共享清福。但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这本《访寺记》，或许也能成为
另一听闻佛法的方便之门。随着作者空
灵安静的文字，我们起行漫步，但见松泉
苔壁，石门篁竹，曲径通幽，清风明月，于
是拄杖登眺，造访高僧，谈空说有，妙机契
合，一番相叙，以消永日。

丰子恺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
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
生活。如果说物质生活就是衣食住行，精
神生活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应该是理
想、是信仰，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的信仰
追求。能有灵魂生活的人虽不多，但向往
灵魂生活的人却不少。人总向往追求彼
岸的幸福。但为追求虚幻的目标而实现
精神的满足比较容易，为追求实在的目标
而注入精神的动力却颇为困难。虚幻的
目标正因为其虚幻反不易幻灭；实在的目

标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兑现而常令人失
望。宗教在做着容易的事——追求虚幻
的目标，却经过了顽强、持续的努力，把容
易的事当作困难的事去做；我们在做着困
难的事——实现现实的目标，却或因重视
不够(一手软、一手硬)，或因认识不清(急于
求成)，或因功夫不深 (时断时续、此长彼
消)，实际上把困难的事当作容易的事去
做。所以，宗教的精神追求并不简单，无
论你是否信仰宗教，都不妨看看宗教如何
进行精神追求，从而为人不可或缺的“灵
魂生活”带来启迪。

古刹名寺往往藏身于青山绿水的幽
僻之地，前有清泉淙淙，后有幽鸟鸣啭，既
有“禅定”境界，也有幽静之美。那些红
尘中的倦客转向清静的寺庙寻求超脱，在
大自然的宁静中参禅悟道，以求得心灵的
安宁与慰藉。就这样，文人与寺庙迎面相
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落花香浮，
月印水底，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如“羚羊挂
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

青青是诗人，作家，前几年寻访过萧
红的足迹，写就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落红
记·萧 红 的 青 春 往 事》，近 年 又 开 始 访
寺。当过记者的她注重现场感，文字自
然有温度，那是她一步步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陶然忘机，那也是她一处处
寻找禅意佛趣，空灵寂静的执意坚定。
我们随她的身影，犹如旅人，行在白云闲
月下，漫步松雪青山中。她写僧房里所
见所闻，跃然生动，富于禅趣。她写僧院
里草木，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内含

空寂。既反映出她的浪漫气质，也时时
流露出她飘然世外的念头。

林外天下喧，寺里壶中寂。寺庙不
仅是佛的道场，也盛载着中国的传统文
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使中国式
的生活成为一种缓慢的理想生活方式。
一杯茶、一炷香、一次会心的交谈、夜幕
降 临 前 的 一 抹 余 晖 ，都 可 从 中 获 得 禅
理。在清净禅者的心目中，青青翠竹，皆
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空山无
人，水流花开，都是在演说本来寂静清明、
无生无灭的妙理。普通人到寺庙是旅游，
有所求的人到寺庙拜佛是为求解脱，文人
在寺庙中得到安慰与超脱，又从寺庙文化
与禅宗文化中汲取灵感，以诗悟禅，以禅
入诗，与寺庙结下不解之缘。

我在国家宗教局任局长十多年，有缘
与许多高僧大德结为挚友，也看过一些佛
理方面的著述。但看青青的《访寺记》，仍
觉眼前一亮。她不像一般佛理散文那样
拘束，她的笔和着步履，妙曼多姿，涉笔成
趣，灵动丰富，说“下笔如有神”是夸张，但
她的笔尖也确有神来之时。深山古寺经
她点化，就如晨光初绽，万物熠熠生辉起
来。时而又停在明月深山，停在昆虫花朵
上。我们被带着穿越时光，回到宋代或者
更久远的古代，满纸烟霞，氤氲着青苔的
气息。僧人、隐士漫不经心说出的一两句
禅语，也让你惊心动魄，回味再三，好像月
光照亮了我们的心房。

请君不妨一读这部现代版的《洛阳伽蓝
记》，或许它能引着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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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唱过理想的浩歌，
我歌吟过美好的人生。
我咏叹过生活的多彩，
我赞美过圣洁的爱情。
然而，今天啊，
我要用满腔激情，
去歌颂纪律的庄严与神圣。

一

纪律，
你有什么样的面孔？
你有着怎样的姿容？
对于我，你曾经是那样的陌生，
如今，我对你又是这样的熟稔。

那是在小学的课堂，
我与同桌的伙伴戏闹，
老师罚我站起，
说我违犯了课堂纪律。
还用天上大雁的整齐，
启示我要遵守纪律。

告别校门，走向社会
在繁忙的车间，
在热闹的街区，
在恬静的公园，
在欢快的舞池，
在飞驰的列车上，
在沸腾的军营里，
我随时随地都与你相遇。

纪律啊，在你的面前，
我曾有过利己的偏见，
也曾有过矛盾的心理。
当一己欲望受到你的限制，
我曾在心里忌恨过你。
然而，当我在混乱的人群，
为一张回乡的车票而不能如愿时，
在信号灯出现故障的路口，
混乱的车辆不讲规矩时，
我又希望着、希望着有人，
把你请进我们的人群，
将这讨厌的混乱，
变成行列的有序。

二

血与火的实践，
漫长的人类历史
揭示着一条闪耀着光辉的真理，
通往理想的道路上，
不能没有威严神圣的纪律。

从原始部落的群居生活
到现代社会化的生产协作，
都能看到纪律的身影，
都能寻到纪律的足迹。
从历代的农民起义，
我看出了纪律对于兴衰成败的意义。

纪律啊纪律，
自从你和共产党人联系在一起，
你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你就有了更加深刻的含义。
曾记否，列宁同志
自觉地接受卫兵的检查。
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
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革命的政党取得胜利的奥秘。
今天，我们党廉洁自律的八项规定，
使执政党赢得了更多的民意！

三

纪律啊纪律，
你以慈爱和宽厚，
给每个人以自由的天地；
你以威严和神圣，
给超越者以无情和严厉。
限制一个人自由，
不是你的目的；
维护一个整体的统一，
才是你的本质。
我们都知道，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我们更应该明白，
鸟的自由不在大海，
鱼的自由不在天宇，
火车的自由离不开钢轨的束缚，
飞机的自由离不开航线的标示。
人的自由啊，
不能离开有效的监督和严明的纪律！

一个人脱离了纪律，
就不会完善和发展自己。
一个家庭，没有规矩，
就不会平安、和睦、富裕。
一个企业没有纪律，
就难以发展提高做大做强；
一个军队没有纪律，
就不能克敌制胜、所向披靡。

四

纪律呀纪律，
一个民族要振兴，
不能没有你；
一个政党要兴旺，
不能没有你；
一个国家要富强，
不能没有你。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啊，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纪律啊，纪律，
万紫千红的世界，
需要井井有条的秩序。
哪里有团结战斗的集体，
哪里就该有完备严明的纪律。
哪里有美好理想和愿景
哪里就该有公正无私的纪律。
历史上，
我们党模范地遵守纪律，
才得以不断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到如今，
我们党自觉地用纪律约束自己，
就变得更加强大，永葆青春与活力。

看吧，中华民族
正是凭借着铁一般的纪律，
在实现着新的崛起，
在世界民族之林巍然屹立！④6

过了多久了？那种清寂的“寻文索义”的
生活？可时不时地，内心会涌起难以按捺下去
的焦躁、空虚，和渐渐浓烈的饥渴感。还有，可
怕亦可贵的怀疑。怀疑很可怕，它会消解行为
的意义、进而消解行为的积极性，甚至信念；但
怀疑又弥足珍贵，它能促生否定之否定后的坚
信，引领人悟至另辟蹊径的新境。评论就是写
出对作品的认识，而作品的母体是作家，作家
作为“生命体”的形成过程，将决定作品的样貌
和气质，如果，能够深入了解作家生命的来源
和历史，应该会对认识作品大有助益吧？作家
的人和文，无法剥离，是“二合一”的关系，他们
相互映照、彼此说明着对方。而我呢？一个评
论者的文字，不是藤，该是一棵树。不做他人
作品的寄生或衍生，深扎在自我生成的可靠根
基中，那根基，就是我的生命“来路”——在大
地上，在生活中，在命运里。

到生活中去，沿途追索所研究作家的生
命来路，是理解作品的可靠途径；到生活中
去，沿途追索自我生命形成的来路，是寻找自
我文字灵魂的唯一方法。

但需要——契机。不是每个作家都能
促成评论者走向自我的深处，在越来越清彻
地理解作品的过程中，越来越清彻地认识自
己。契机便是缘。不同生命阶段，有不同的
缘来助行，在这个生命点上，我的缘是李佩
甫。同样来自豫中平原的颍河岸边，他的文
学世界是我成长的环境，他沉郁而热烈的大
地情感是我灵魂中萦绕的牵念，他痛切而急
迫的社会剖示是我体味到的生存经验。盯
住他，盯住他笔下的芸芸众生，就像盯住我，
盯住我身边的许许多多人。顺着他从现象
到历史的追索而追索，还能走进河南这块大
地厚重而驳杂的文化积层，在古今考量中，
把握那些灾难与变迁都断不了的生生不息
的传统承续，遥想那些在时代更迭与人心变
异中渐渐消逝了的古代风韵。

时机不经意间，突然来了。那是在 2015
年 5 月，省委宣传部组织“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的文艺实践主题活动，我也参与到其中，

所报选题是《李佩甫传》。于是，经常下去走
走就成了生活常态。在行走与访问的过程
中，在越来越踏实的欣悦中，我更接近了佩
甫，更接近了自己，也更接近了这块土地。

我先是来到了家乡的颍河河畔。细长的
河道里，一线浅水悄无声息地流动，一群山羊
在俯头吃草，偶尔，两声清亮的鸟叫划过碧蓝
的天空。不知不觉间，眼前的一切越来越大，
越来越生动，而“我”越来越小，越来越无，消
散在“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迴无
限”的世界中。这情景，似真似幻，恍惚如梦，
却是旧时相识。于是，记忆缓缓而来……就
是这里，我的胡庄默默伫立在河北岸的庄稼
地边上，那里生活过我的爷爷，奶奶，生活着
我的父亲母亲……那里生活过我，在水塘里
游泳、与人比赛爬树、在田野中割草、麦场边
数星星、走村串户看电影……那里，还生活着
我吧？也就是这里吧？李佩甫的扁担杨、画
匠王、无梁村……一座座模样类似的中原村
庄，在庄稼和树的包围中，生活着一个个杨书
印、虫嫂、老姑父……现在，农村的交通方便
多了，一条条宽阔平展的水泥路能带你到任
何地方，而过去，是一条条两边长野草的黄土
路。我依稀看到，那黄土路上走出去了一个
又一个不甘现状、憋一肚子狠劲儿、渴望在奋
斗中实现尊严与价值的年轻人：杨如意、李二
狗、吴志鹏……脚踏着颍河边松软厚实的黄
土地，看着自由摇曳、将要成熟的麦子，生命
感受在瞬间打通。

后来，我去了许昌市古槐街春秋剧院旁
的大杂院，李佩甫曾在这里出生，而现在，尽
管房屋翻新，院落还如他小时候一样。在这
里，我采访了他的弟弟、妹妹和一些上学时、当
工人时的老朋友。伴随着他们的讲述，一个沉
默、爱读书的形象逐渐清晰地浮现眼前……我
还去了许昌东北二十里外的蒋马村，那是李佩
甫的姥姥家，在蒋马小学，我采访了他当教师
的远房表弟。一个端着小木碗混饭、跟小伙
伴下地割草、黑夜中瞪着眼睛听姥姥讲“瞎话
儿”、跟表姐下地挖红薯的小男孩儿生动起

来，我好像看到了他怯生的窘态、走在路上的
孤独身影，好像感到了黑暗中一地玉米叶子
刷啦啦响时，他紧张而恐惧的心跳。我还看
到人到中年的他，在老农的带领下，走在蒋马
的田间地头，认真地一棵棵分辨那些从不被
关注、形态各异的草……再后来，我去了侯
王，绕着村庄走一圈，去寻找这曾经是“编席
窝子”的大片苇子，还采访了过去的村长、给
知青们盖过房的农民和同队劳动的老知青。
一个不惜力苦干、积极表现、严于律己、“时刻
准备着”的青年人，从侯王村的知青砖瓦房里
走了出来，来到了面前……

于是，李佩甫的生命“来路”越来越清晰
可辨，是这“来路”上的“源我”和历史造就了
他后来的状态，是他如此文字可追溯到的“前
因”，它不变地埋伏在那里，并规定着生命和
文字的延续。当作家作为主体人活在我心中
的时候，种种文字间的隐含，自然而然地就得
到了来自“本身”的呼应和解释。

我感到了自己在行走、采访、思考过程
中，不断获得一些营养启示，并更加健实。我
感到自己正向着冥冥中的“我”，逐渐切近，近
得将要贴合。

我这次深扎的许昌市，有许多人文遗迹
值得探寻。这段时间，我去了灞陵桥、春秋
楼、射鹿台、受禅台、华佗墓……还去了位于
襄城境内紫云山风景区中的紫云书院。紫云
书院是明清八大书院之一，建于明成化四年，
由当时担任浙江按察使的襄城人李敏，回乡
守母丧时所建，是中原大地程朱理学的弘扬
地。我还去了鄢陵县的三处古迹：许由墓、乾
明寺、兴国寺。许由墓位于鄢陵县陈化店镇
许由村，在禾苗与树枝的掩映间，“高士许由
之墓”安静地隐在这里。乾明寺塔位于鄢陵
县城西北一处土岗之上，西临缓缓流淌的汶
河，建于隋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里面有一
座十三层砖结构的宝塔，高约 38 米。兴国寺
位于鄢陵县城南五公里的马栏镇，距今已有
一千多年历史。是的，从尧舜时期到三国遗
址，再到宋明建筑，年代已经很久远了，站在

这些古迹旁边，举目遥想，感
到“浑茫涵盖、浩无几涯”，但是，在文物中，在
文字中，古人的精神气息却好像仍存留其中，
不绝于缕地脉脉发散。顿时，有种被醺染的
感受，真真切切，就像黑塞在诗歌《倾听》中所
写的那样：“仿佛昨日如此之远，而久远的却
尽在眼前。太古的童话时代迎我而立，似一
座打开门的花园。”

原来，放自我到广阔的生活中去，把心打
开来，人与天地万物、人与历史遗迹之间，在

“一丝芥蒂无”时，是可以“息息相通”的。
寻路大地，问津生活，我心中活起来了许

多个“象”。有关于传主李佩甫的：瘦弱的小脏
孩儿、油灯下彻夜读书、用手掌砍树、一个人在
乡间边走边思……有关于我的：月光里的疯
丫头、逃课到河边溜达、在阅览室安静地读书
……有关于古代名士文人的：许由、曹植、欧
阳修、杜甫、苏轼……有关于大地的：禾苗、绿
树、青草……有关于现在城乡变迁的：高楼大
厦、水泥路面、大养殖场、绿色食品基地……
生活是文学的“源”啊！寻路大地，问津生活，
我发现了李佩甫文字的“来路”，再回想他的
作品，好像一幅幅卷轴画“唰”地在脑海铺展
开来，一个个人物、一句句带着方言的语句、
一篇篇不同的结构，都清晰地呈现出彼此交
错互构的纹路；寻路大地，问津生活，我发现
了我自己文字的“来路”，在一张张“我”的形
象的交叠序列中，那个“我”从小到大、经历过
种种喜怒哀乐，浸泡社会许多年，竟然都没变
过，她还完整地在我生命里；寻路大地，问津
生活，在古今时空的穿行中，我发现了汉语文
字的精神“来路”，在《诗经·郑风》“风雨凄
凄, 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的浪漫
里，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
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精神
中，还在苏轼“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雨也无晴”的襟怀里。

这次“深扎”，让我发现了“来路”，找到了
自己文字的根基。幸甚至哉！④6

大河客户端上线仪式活动之“‘众筹’卷首
语 邀您做主编”系列之二

知音大河
□邵 丽

我想说，《大河报》是一份文化之报。我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就是在《大河
报》转载的，因为是省内作家的作品，这次转载
刷新的阅读量不说，它也带动了全国各地媒体
竞相转载，竟然达140多家。所以，很感谢这么
多年来《大河报》对我的关注，同时也感谢他们
对于河南文学事业的关注和帮助，每每有河南
作家的新作品发布或者获奖，它总是率先发布
消息，并及时把相关内容推荐给读者延伸阅
读。近几年，河南走出了很多在全国有名的作
家，这与《大河报》包括《河南日报》的推动是分
不开的。

《大河报》也是一份文明之报。中华五千年
文明肇端于中原，《大河报》对河南厚重文化的倾
力传播，让更多的炎黄子孙对来自中原的古文明
肃然起敬。所以，它也是一年热似一年到河南寻
根的文化推动力。数十年来，对文化传布默默耕
耘，滋润天下，功不可没；只有留住我们的根，中
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大河报》更是一份文采之报。它生动幽默
的文笔，意趣悠扬的内容，充盈着来自大中原地
区人民的幽默、智慧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人们
之所以对它爱不释手，恰恰证明了“内容为王”
这一传播规律永远在起作用。

相信这次大河客户端整合了如此多的河
南优质宣传资源，一定会给河南的文化建设带
来更大的福音！④6

我又看到一个新天地
□何 弘

能够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是一种幸福。
可网络的出现迅速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我

们的习惯，我们将因此失去自己的幸福吗？
大河客户端就要上线了，这个河南最大的

全媒体融合平台今后也许会改变我们阅读《大河
报》等河南媒体的习惯，使我们去习惯一种新的
习惯。而习惯其实早就开始改变——从博客、微
博到微信，以及手机上的各种推送信息。

对很多人来说，习惯的改变就意味着幸福
的失去。于是我们时常听到种种对网络的抱
怨。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类似的抱怨就已出
现。柏拉图的对话集《斐多篇》记述了埃及神王
泰姆斯指责发表了文字的透特神的一段话：“你
的这个发明将在学习者的灵魂中制造健忘，因
为，他们不再使用他们的记忆；他们将依赖于身
外书写的符号而不是自己去记住它们……他们
将显得无所不知，结果却一无所知。”

看看，这和今天很多人对网络的指责是否
惊人地相似。

然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毕竟对人类社
会的进步有着革命性影响。这不由让我们想
起中世纪的欧洲，教廷是文化、知识和精神生活
的绝对垄断者，《圣经》这个最重要的生命源代
码是用拉丁文写的，只有神父和少数精英才能
阅读。因此教廷很方便地垄断了人类通向上帝
之路，人们要聆听上帝的“教诲”，必须向教廷交
钱，于是教廷成功地使垄断不断“增值”，转化为
巨大的经济权力，成为巨大的利润中心。随着
垄断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民怨四起。1517
年，马丁·路德点燃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火，抨
击教廷发售赎罪券，否定教皇特权，宣称没有任
何世俗的力量可以强加在个人与上帝之间，他
把《圣经》译成德文，让任何普通人都能阅读，直
接与上帝“对话”。于是垄断被打破了，一个新
的世界诞生了。

大河客户端的出现，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即
时获得各种信息的新方式，我们在改变一种习
惯的同时，看到的是新的希望。

《圣经·启示录》中有句话：“我又看到一个新
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发明
了文字，这大河客户端给我的希望，也是我对它
的期待。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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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只要到过
苏杭二州，我相信，不论是谁都会把魂
留在那里。

我首次游过苏州，写有一首《忆江
南》：“忆江南，牵魂是苏州。园林处处
皆画境，茗香幽幽小茶楼。神醉品个
够！”并豁然开悟：难怪那么多人宁肯弃
去高官，也要归隐苏州！只可惜，此生
我没这个福分！然而我也痴情地期盼：
何时能栖居柳岸上，隔窗听桨声呢？

我特别羡慕我的老友和同事焦书
晖先生，他在风华正茂之时，竟然在苏
州住了整整四年！而且是上大学，而且
是大学本科，而且读的是美术系。用画
家的眼睛去看苏州，你可以设想那该是
多么赏心悦目！正如吴冠中在《江南
居》一文中所说：“一河两岸皆人家，家
家白墙黑瓦，这是江南。白墙、黑瓦、门
窗、河埠，都是几何形，大大小小的各式
几何形构成丰富多样的画面，孕育着无
穷美感。”当时，书晖虽然还不是“大画
家”，但已是“准画家”。事实证明，姑苏
的水乡之美，作为艺术的营养，已经融
入他的血液，凝为他的情愫，变成他的
情结，化作他的情怀了！

我清楚地记得，1996年 6月的一天

夜里，我和他一同乘火车到济南去开
会。我担心途中寂寞，事先备了一瓶白
酒、一包花生。车开之后，我们借酒神
聊，话题无意中触及了苏州，书晖蓦然
激动起来！拱桥的青苔，柳岸的石板，
茶楼的烛光，园林的曲径……啊啊，姑
苏古城的琳琅风物，竟都深深刻在他的
记忆里，竟都紧紧系在他的心灵上。也
许“夜行车”的车轮声有点类似“夜航
船”的欸乃声，此“境”此“场”，已令书晖
梦回姑苏，他不待我劝，自斟自酌，一瓶
酒不知不觉中便被我们喝光了。那是
我第一次见他醉酒。我知道，那是一种
沉入梦境的陶醉！以后，我们又有幸一
同到新疆出差，一同到欧洲考察。在天
山之麓赛里木湖畔的草地上，在阿姆斯
特丹运河纵横的街道旁，在意大利著名
水城威尼斯的小船上，我们的话题只要
触及苏州乃至水乡，他便立即眯起眼
睛，陷入了沉思，沉入了梦境……是
的，他的“姑苏情怀”实在太浓了！

书晖有十分难得的美术家传，且
在大学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自己又
有天赋的感悟灵性，艺术创作发展的
潜力很大！但是，1995 年我们共同携
手创办《大河报》，他具体负责广告经

营，超负荷的繁忙和压力，使他不得不
暂时离开了画案。近些年稍有喘隙，
他重操画笔，其作品不但量如井喷，而
且质生飞跃，一次次展览，一本本画
集，令画坛同仁由衷惊讶！大家公认，
书晖的作品不仅在继承传统上有深厚
的功力，尤其能将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
用光、色彩和构图等，有机地融于中国
的传统绘画，产生别具一格的自我特
色，实属难得！用他自己的话说，叫：

“使用传统的纸墨媒介，表达现代的艺
术审美。”他绘画的题材也随着他的阅
历而日显宽广，但就我个人的审美情趣
而言，我至为喜欢的，还是那鳞次栉比
错落楼的水巷，那虹影倒映伴桨声的古
桥 ，那物是人非墙斑驳的庭院，那人去
室空留沧桑的旧宅，那攀爬窗棂写篆字
的老藤，那善将风声作雨声的葭蒲，那
留待夜雨抚古琴的秋荷……姑苏情韵
和水乡之美，还一直是他绘画创作的主
流题材，这应该是由他多年形成的“姑
苏情怀”决定的！所谓“姑苏情怀”也
者，说到底，是中国情怀，文人情怀，雅
致情怀，诗意情怀。

最近我搬了新家，客厅最宽阔的
一面墙壁一直空着。后来应我相求，
书晖经认真构思，慨然为我画一横卷
巨幅《水乡图》，裱好上墙，细细品赏，
我恍觉自己终于栖息到了多年魂牵梦
绕的姑苏水巷，正是：

粉墙颇朦胧，
黛瓦更氤氲。
枕水人家楼参差，
惠风畅柳荫。

天天品诗情，
时时赏画韵。
夜夜恍闻欸乃声，
我成姑苏人。④6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水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