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3月 11日 星期五 中原风中原风HENAN DAILY41 责任编辑 冻凤秋

●● ●● ●●●● ●● ●●●● ●● ●●

歌声

身影

□

王
若
华

●● ●● ●●

□冻凤秋

手机扫一扫，关注中原风融媒体，更多精彩文章
和读书会活动预告线上呈现

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

新闻客户端

□

海

盈

前排聆听者从左到右为乔叶、青青、冻凤秋、陈娟、张忠兰。 邓 放 摄

部分嘉宾读者合影。邓放 摄

腾讯微博

投稿信箱：hnrbzyf2016@163.com

●● ●● ●●

午睡

木槿花

在院子里

灿烂绽放

知了

拉长了腔

在树上 自由歌唱

只有我

可怜地躺在床上假睡

静静的 眼睛半闭半张

为什么非要我睡

家长啊家长

为什么

我不能到街巷

与玩伴们疯狂奔跑

为什么

我不能去榆树下

迎风起舞随心歌唱

菜园儿

蝴蝶

在菜花上飞舞

豆角

在垅间随风摇晃

瓜秧

在缠绕着心事

春韮

在风中溢着清香

童梦不老

几十年了

依然沁润缭绕

柔软绵长

玩伴

帮母亲缠完棉线

即火速跑向村中大槐树

却不见了伙伴踪影

就晚了一会儿呀

是去了南地

还是北面的杨柳河

郁郁的望着远方

惆怅 惆怅

清明

清明

一蹦一跳

随父亲上坟

满眼的

麦苗青

菜花黄

上供 点香

磕头 跪拜

添土

默默怀想

最喜欢回家路上

点心甜甜

油条香香

去大姐家

家长让去捎信儿

要走五里地

五里地呀

走啊走啊

过了李子林

过了荞麦地

过了打麦场

九月的风儿

吹白了苇花

吹黄了玉米

吹红了高粱

到了 到了

入院

姐姐只是静静地笑

慈祥的姐家婆婆

拿花生

煮荷包蛋

削甘蔗

心里那个暖洋洋

五十年旧事依稀

沁在心底的

依然是

苇花白

花生香

灶糖

又入年了

从小年开始嚷嚷

兴奋 期盼

灶糖啊 真甜

过年真好

有灶糖有火烧儿

有水饺有烩菜

有鞭炮有对联

更开心的 还有压岁钱

小年祭灶吃灶糖

年年复年年

灶糖

粘着儿时圆圆梦想

粘着游子柔柔乡愁

粘着童真灿灿笑脸

小年 灶糖

灶糖 小年

说有多粘有多粘

说有多甜有多甜

捉鱼

夏天

约了小伙伴

去北河

捉鱼

一路走

一路笑

一路迎风歌唱

难忘

庄稼葱葱

枊条依依

到了河边

脱衣

入水

坐在河底

双腿分开

缓缓前移

前移

缓缓

有轻轻的喋感

是虾是鳅是鱼

静静地 不惊动

瞬间

有滑动的身子

在腿间静静停栖

手轻轻地触了一下

微动

双手抚摸

想挣脱

紧紧捉扣

不敢松动

生怕前功尽弃

出水

令人十分欣喜

居然是大大的红鱼

开合的腮鳍

飞展的翅翼

充满生命活力

可爱的生灵

怀着对生命的敬畏

又轻轻把鱼儿放归

入梦

潾潾河水中

千条万条无忧的鱼儿

自由戏弄白云

千里万里……④6

童年忆趣

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
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
到最深的内殿。

泰戈尔的这句话其实已经熟稔在心，但那
天，在中原风读书会上，听作家乔叶郑重地念
出，再次被击中。

也许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安顿灵魂
的方式。少年时，我们向往外面世界的精彩，
青年时，我们渴望仗剑天涯，策马啸西风；中
年时，我们被困又不安于眼前的生活；及至暮
年，在回忆里反复惦念的仍是那些不曾实现
的梦想。

我们也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希望在书中找
到打开世界和心灵之谜的钥匙；我们感受，观
察，学习，从懵懂无知逐渐明白一些人生的道
理；我们或将心灵寄托于某些兴趣爱好，暂时
摆脱浮躁不安，获得安宁和平静。但行走，流
浪，寻找，仍是最好的方式；诗意和远方，仍是
永恒的诱惑。

对于中原风读书会来说，过去的一年，就
是在行走，在流浪，在尝试，在寻找。最初的想
法，每月一期读书会，要在省会郑州不同的书
店举办，这样走过 12 家书店，就等于绘制了一
幅城市书香图。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比如有
的书店太小，位置偏远等等，没有去到；而另一

些，比如纸的时代书店，因为环境太美，接连去
了数次。最初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仿佛一朵初
春的花，在料峭的风中颤抖，又似一束微光，在
迷茫的夜色中穿行。但因了庞大的“风花粉”
群体，这花越开越美，这光越来越亮，甚至引发
了“书香中原”现象。

这个万物复苏的三月，在被称为“女人节”
“女神节”的日子，仿佛是上天的眷顾，种种因
缘际会，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强有力的臂膀
里，中原风读书会终于敲到了自己的家门，那
就是朝气蓬勃的大河书局经纬店。

如此明净优雅，推开书店大门，迎面而来
的是一楼中央的白色圆形舞台，宛若闪着温润
光泽的珍珠。简洁的穹顶和大气的背景墙极
富设计感，时尚又厚重，满眼都是浓郁的报业
元素，第一眼看到，就满心欢喜，真是回家了。

3 月 8 日上午的“风吹书香”系列读书活动
开启仪式暨青青《访寺记》新书发布会上，从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赵铁
军的致辞中，听到“报业集团从最初的一张河
南日报，形成以 10 报 2 刊为主体，涵盖 40 多种
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户外媒体等新媒体平台
的现代传播体系，正在不断加快从报业集团向
文化集团、文化财团的转型发展步伐”，听到

“大河书局与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正是报业

集团的文化窗口”，听到“中原风读书会为广大
风花粉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从心底生出深
深的感动。

而对于当天的女主角，河南日报记者王小
萍，也是《访寺记》的作者、作家青青来说，写这
本书也是不停地行走，寻访，感悟。47 座寺
院，裙裾和着步履，她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飞舞，
在历史文化的丘壑间穿梭，在与一个个美好的
人相逢或告别，在做梦，在歌唱，在欢笑，在沉
寂，在扑面而来的新鲜事物中安顿一颗因思念
而躁动的心。因为所见所闻所感都是清爽美
好，编制的文字也是这般优雅迷人。

人在远方游走，也在远方结了善缘。
在贵州，书稿被资深出版人赵宇飞慧眼识

珠，并推荐给中国社科院宗教学博士、原国家
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他读后眼前一亮，惊叹这
是一部当代的《洛阳伽蓝记》，并提笔为书作序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身为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叶小文先生又

从繁忙的公务中抽身，来到中原，参加《访寺
记》新书发布会。他说：我是为青青而来。他
是如此的幽默率真，随和不拘，一开口，台上
台下就是一片欢声笑语。他说，我本来只想
拉大提琴，不想发言的。但太喜欢青青的文
字，只读了几篇，就被吸引了。他从一个传
说，一个故事，一个感受讲起，讲到宗教就是
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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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访寺就是访文化。他谈到星云大师在耄耋之
年赠与他的三幅墨宝。87 岁那年赠的是“有
情有义”；88 岁赠的是“有你真好”；89 岁赠的
是“我有欢喜”。看似漫不经心的禅语，充满
着智慧和洞见。

一个发言妙趣横生，一个评论深刻精准。
评论家鲁枢元以《佛境·人境·诗境》为题，指出
寺庙本就是山林自然、人世众生、精神信仰的
一个融汇之处，也是自然界、人类心灵与文学
艺术的交合之处。诗境、人境、佛境，三个不同
的境界，充满了宇宙间的能量与张力，充满了
难以言说的神奇与奥秘。

他说，青青《访寺记》的过人之处，就在于
她凭借才情和慧心，轻盈、畅快、无迹无痕地游
走于三者之间，既能处处结缘，又能自然随
性。正因为有诗学的慧心和佛学的慧根，青青

《访寺记》也就成了中国优秀文学传统之树上
开出的一朵自然而优雅的小花。

对于这朵小花，他在给予深情关怀的同时
也指出由于“内修”还欠火候，青青的文学语言
还不够透彻，不够沉稳。且文字功夫不在字句
的锤炼，而在内心的修炼。

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或者需要某种机缘吧。

正如这次的相聚，若没有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副总编肖建中的支持、鼓励和悉心统筹，
不会这么精彩纷呈。比如“风吹书香”系列读
书活动的开启，比如读书会第一次分上下半
场，两个主题“大气蓝调”和“深情粉红”，两个
主持人，上半场五位男士，下半场五位女士，
比如会场的精心布置，精细到上下半场采用
不同风格的海报背景，手工书写的台签，绿植
花盆的颜色等。而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包
括大河书局总经理李建峰、大河书局经纬店
店长刘洋，包括青青、我，还有贵州孔学堂书
局的陈娟，还有报业集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等，经过将近 20 天的忙碌，终于让读书会顺
利举行。

正如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副总编李筑
和《访寺记》责编张忠兰的远道而来。那天，听
张忠兰讲对《访寺记》的理解和感受，才恍悟为
何这本书能跨越千山万水在他乡找到知音。
那些从作者心里流淌出来的、带着体温的文
字，带着灵光，进入了另一个人的内在。所谓
因缘和合，即是如此。

也正如一个作家的写作如何从“我”走向
“我们”，如何从一己的内心走向更广阔的世
界，如何在建立自我标识，形成自己风格的同
时，又勇于从熟悉的路径“走失”，向陌生和不
可知探险，在新的文字中将自我重塑，这都需
要一个修炼的过程。

作家乔叶也是在一次次这样的打碎重
塑中逐渐把文字磨得锐利，没有矫饰自怜，
日渐呈现大家气象。她说，书是心灵的路，
路 是 无 字 的 书 ，青 青 两 条 路 都 走 得 仪 态 万
方，摇曳生姿。

评论家刘海燕则是在一次次对评论对
象的关照中寻找和自己内心对应的东西，她
甚至说，好的评论者应该穷其一生来追随、
观察研究对象。所以她的评论文字总是带
着温度和质感。发布会上，她说，《访寺记》
是一本能让人活得美好的书，青青文字里的
美质，是当代文学缺失的品质之一，自然、清
爽，又很节制。

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作家冯杰的文字
和书画。《访寺记》中的钢笔画、禅诗书法和手
绘地图都出自冯杰的妙手。他坐在读书会现
场热闹的人群中，像置身于北中原的田野，没
有什么能打搅他的安然，自在。

而对于文学博士祝欣来说，那一天洋溢着
诗情画意。她现场赋诗一首：在明媚的春日
里/我要穿上最美的衣裳/就是那朵梨花开的
样子……

春暖花开的日子，就这样结庐在人境，行
走在诗境，悠然入禅境。④6

终于，敲到自己的家门

唐元和十四年（819 年）。出长安，一
路向南。

五十一岁的你，骑一匹瘦弱老马，颤
巍巍挪向南方时，该是一种怎么的心情？

你，大唐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州）人，
七岁诵书，十三岁能文，三士不第，却文
韬武略，做国子博士、中书舍人，并以军
功授刑部侍郎，续任兵部、吏部侍郎；你，
以“愈”自勉，愈钻愈研，焚膏继晷，兀兀
穷年。

“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
刀。”面对那些“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
的所谓缙绅，面对那些对师道“群聚而
笑之”的所谓君子，面对那些让千里马
骈死槽枥的所谓伯乐，面对那些涂脂抹
粉、醉心功名利禄者，你，“观诸豪门权
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忧虑纷繁，知
音何在？

绣满华章的大唐，经安史之乱，苟延
残喘。昏庸的宪宗笃信佛教，元和十四
年，为迎佛指骨一节，“王公士庶，唯恐在
后”，“百姓废业破产”。为逃避赋税，泗
州甚至有三分之一成年男子出家为僧。

“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
书满家”，你曾从卷帙浩繁的儒学经典中
寻到了心灵的依托，从仁义道德中寻到
了修身治国的圭臬。然而，统治者以倡
佛为名，大行奢靡，百姓叫苦不迭。你站
在风口浪尖上，忧天将坠亡、文化失衡、

文明的分离崩析；虑社会动荡、百姓受
苦、家国不再的危险现实。于是，你毅然
挺身而出。

灰发弓背的你，手持笏板，字字铿
锵：“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
加臣身！”

龙颜怒。你，朝奏夕贬。
屈原、贾谊、柳宗元、苏轼、欧阳修……

自古忠良被贬，多因小人进谗。然而，却
从未有像你这般，即使已身居高位，即使
知道会触动龙颜，即使知道必将失败、一
生功名或将化为灰烬，只要与心之所向
相悖，也要决然慷慨上奏。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
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
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无可奈何的喟然长叹，不屈不挠的
铮铮傲骨,迸发出一首慷慨悲歌，一腔荡
气回肠！

家破。梦碎。“吾年未四十，而视茫
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十六年前的
祭文，浮现眼前。茕茕孑立，形单影只，

“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十二岁的女儿死在路上，给年过半

百的你又添一分悲凉。故乡何在？视野
茫茫。雪拥蓝关，你奔赴远方。

柳宗元被贬永州，面对“山之高，云
之游，溪之流，鸟兽之遨游”，挥毫泼墨，

写下淡雅精致的“永州八记”；欧阳修被
贬滁州，“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
荫乔木”，自号醉翁，与民同乐，留下一段
佳话；苏轼被贬黄州，“竹杖芒鞋轻胜马”

“何妨吟啸且徐行”，文思如万斛清泉，汩
汩而出……

仿佛被贬谪居之地，往往能够锻造
出一代文豪。然而，曾经大笔如椽、激扬
文字的你，顾不得舞文弄墨、寄情山水，
而是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潮州。

人口买卖、教育落后、鳄鱼肆虐，是
《旧唐书》所载潮州时存的三大“弊病”。
而你在潮州只用八个月时光，颁布法令
禁止“相缚为奴”，修建学堂“以正音为潮
人语”，“操强弓毒矢”准备猎杀鳄鱼。

潮州八月，你没有留下迁客骚人的
满腹牢骚，也没有留下怀古探幽的山水
游记，留下的，是八篇驱除鳄鱼、兴办教
育、为民祈福之作。

“八月治潮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
韩。”如今，因你而立的韩祠背靠韩山，面
临韩江，香火不绝。亘古至今，有几任父
母官能让百姓纷纷为子孙改姓？又有几
人能在一隅之地坐得一祠、一山、一水，
赢得一片秀美江山？上下五千年，多少
封建王朝更迭演替，多少人妄图用金戈
铁马来为天下强加一个“姓”，为年代冠
上一个“名”，而你，用了八个月便做到
了，只凭一颗心。

如果说潮州的穷山恶水是一堵厚障
壁，你便是这厚障壁的倔强的面壁者、破
壁人。你击破的，不仅是潮州的陋俗，更
是那个时代的苛症。

“ 古 之 立 大 事 者 ，不 惟 有 超 世 之
才 ，亦 必 有 坚 韧 不 拔 之 志 。”无 数 人 的
成 长 之 路 ，也 许 皆 是 面 壁 、破 壁 的 过
程 ，是 一 次 次 心 灵 破 碎 又 涅 槃 重 生 的
过 程 。 面 对 人 生 的 障 壁 ，有 的 人 选 择
屈 服 、跪 下 ，有 的 人 选 择 转 身 离 开 ，唯
有坚忍不拔者，思考、搏击、破壁，迎来
一片柳暗花明。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
法。”文豪苏轼毫不夸张，你一生坚守儒
学、力挽狂澜，不啻为“百世师”；你力推
古文运动，倡导“不平则鸣”“辞必己出”

“文以载道”，不愧为“天下法”。你，一个
倔强的老头，“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
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
帅”，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让面临危机的儒学重获
新生。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
章。”潮州人的祀歌仿佛掠过千年历史，
余音绕梁。

你牵一匹瘦马，从未回头；你苍劲的
身影深深嵌入历史的天空，穿透时间的
云雾，至今依然光明，照射世人的心灵。

你，韩愈，中原人的骄傲。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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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读书会迎来重量级嘉宾
从左至右依次是肖建中、赵铁军、叶小文、李筑、鲁枢元。 沧海一粟 摄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