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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凌霞

蓝天下飞过燕子，春水边盛开花
朵。

春色从大自然中扑入眼帘，传播到
人群每一个角落，荡漾在普罗大众的眼
眸里。

这真是最美的季节，春天，像一
个馨香柔软的婴儿在冲我微笑。上
班的路上，看着路边的景致，心软得
一塌糊涂。

我的办公室是大楼最东头的一间，
隔窗能看到枝藤缠绕的院墙，院墙外车
流如水的十字路口，以及一路之隔的一
所学校。

我很喜欢我的位置，每天准时准点
迎接朝阳，然后用一天的时间坐在那里
忙活。当我敲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风清气正”这些字眼时，窗外斑斑驳驳
流溢洒落的是初春的阳光，无数来自春
天的风呼啸而过，心底一片澄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句话已经
成为华夏大地最响亮最流行的话，如今
鼓荡在猎猎春风中，简洁明了、雄浑壮
阔、催人奋发。它像一面飘扬的旗子，
知道为谁高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
哪里去。

有一天工作之余，我好奇翻书，看
看什么叫作“初”。文字学上解释：初，

裁衣之始也。中国字很神奇，我眼前顿
时像展开了一幅画，一块布料平铺在那
里，要从哪里下第一剪，必定是慎重的，
心里要有稳稳定定的构思和主意，不能
有丝毫的犹豫和后悔，一刀下去，一切
都定了。

那布料上剪开的第一个缝隙，就叫
作初！

而这样的初，在这乍暖还寒的春
天，又何其多！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夏日芙蓉春日柳，使人想见风
度，春天在柳树上剪了第一刀，自此绿
色蔓延无边。

一夜东风起，万山春色归。东风吹
罢，伸手不寒冰雪消融，北风带着雾霾
终于消停，封门闭户的停滞日子结束，
自此流水滔滔大地蜿蜒。

由此来看，所有的初，对个体而言，
都是突破，是希望，是生长，是由弱而
强，由小而大，是一抹新绿而满目苍翠，
是星星之火而燎原之势。

那让我们把眼界放大，从一棵树、
一朵花、一阵风看向整个环境，那初是
什么？“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
莺的小嘴轻轻一啄，一溜下来纷纷扬扬
的落红，何其壮观！燕子的尾巴轻轻一
点，把一面湖泊点化得涟漪迭起，像绿

色的唱片，何其动听！这画面如此动
人，仅仅是因为它美丽吗？不，更多的
是因为生动！因为那轻轻的一啄、一点
带给我们的震撼，呆滞的画面顿时灵
动，隐藏的音符突然奏响，一切变得不
一样了！像大幕低垂，不知背后有什
么，突然似水滴般的音乐响起，人们屏
息静听，而后越加雄浑，大幕徐徐开启，
气势如虹的乐队演奏，波澜壮阔的交响
乐响彻舞台！这就是初的力量，对于社
会而言，初亦是突破，亦是希望，更是发
展、是变革，是自然之变、环境之变，也
是国家之变、社会之变，变得越来越好，
变得更有生机与活力。

在这初春的阳光里，我突然对初心
有了更多的理解。

初心，是一颗少年之心。翻阅诗
词，多少人在春光中老去空嗟叹，“旧游
无处不堪寻，无寻处，唯有少年心”；“欲
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白居
易也曾无奈作诗：“雪散因和气，冰开得
暖光。春销不得处，唯有鬓边霜。”春光
一年一年往复循环，少年都是一样的明
朗，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然而终会在
一生际遇风雨颠簸之后照见白头，美女
也终会迟暮。无论如何感伤，这都是不
可抗拒的自然之力。我们唯一可以把
控的，是我们的心态。一颗少年的心，
才与春天最为相配；一颗少年的心，才

配得上阳光乍裂高山凸起的“初”字。
初心，是一颗无畏之心。第一缕

风，第一朵芽，第一声春雷，布料上剪下
的第一刀，所有的初，都承载了更多的
压力。初心萌发之际，弊病沉疴，万物
沉寂，在旧秩序中建立一个新秩序，风
霜刀剑相逼，第一步是何其难，又是何
其决然！初心，必定是一颗大胆无畏、
破釜沉舟之心，是一颗迎难而上、势在
必得之心！

初心，是一颗平等之心。不是每一
个愿望的萌发、誓言的确立都能称之为
初心，那些沾染了寒冬黑夜的恶风、伤
害社会和他人肌体的想法无法靠近这
个美好的字眼。只有顺应时代、顺应人
心，让国家社会家人自己变得更好的善
意愿望，我们才称之为初心。每个人的
心愿都如一朵盛开在春天的花，不分大
小浓淡，都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装点春
色。希望花开万朵春光烂漫时，花朵不
仅盛放在达官贵人的宴会上，更能装饰
山村小女孩的书桌。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初春，我在窗
边看耀眼的光线，啜一口春茶，轻轻
地提醒自己，要在每个清晨恢复成最
初的模样，要在每一刻维护着自己的
初心，对得起这个春天，对得起灿烂
阳光里敲下的每一行字。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3

□何正权

浉河是一条在大别山腹地里长大的一
条河。它的源头，不过是一条长蛇一样的小
溪，哗哗从山间石缝中窜出来，沿路拥抱无
数条小溪，身子就壮实起来，最终汇入淮河。

20年前，浉河还是邻家粉嫩清纯、毫无
矫饰的女孩，身子依偎在山脚，不扭捏作态；
眼眸里映着星辰明月，没有世俗风尘。那
美，美在自然和谐。

夏季防洪，浉河上游南湾湖开闸泄洪，
水闸比湖面高了几十米，野马一样奔泻而出
的，是南湾湖底层的凉水。水无拘无束，撒
着欢，涤荡着河床里的暑气和闷热，带来一
个清凉世界。人们拖家带口去河边，女人穿
着裙子，试探着，小心翼翼地下河。男人和
小子们都是大裤头小背心，大咧咧地跳进水
里，在冰凉的河水里泡个痛快。

那时，信阳城满城不过20万人；最高的
楼，不过七层。普通人家不管几口，都挤在
六七十平方米以下的蜗居里。最可怜的普
通人家，女儿二十岁了，如果还没出嫁，夜晚
也不得不摊开一张小床，和父母挤在统共不
过十几平方米的同一间房屋里。

在哪里谈恋爱呢？在背街小巷的阴暗
角落，在浉河的河滩地。

河滩还没治理，夏天常常淤泥和河沙搅
和，不好下脚。柳树林里，身子扭曲的河柳、
槐树粗壮坚实，可依可靠，可以合抱。如果
能独占一棵树，不受打扰，两个人卿卿我我，
自然幸运。如果不能，偶尔和别的伴侣共用
一棵树，那就要讲究不成文的规则：男人和
男人隔着树，背对背，不能偷窥对方，各自窃
窃私语。

每一个人的爱，都带着时代的烙印。
再回到浉河，浉河已经变了模样。
经过多年治理，浉河河道拓宽，河堤硬

化，两岸亮化美化。原来的伤痕被新增的设
施覆盖了，原来的垂柳，依旧婀娜多姿，荡漾
着旧年的风情。贤山美如花屏，倒影在浉河
的碧波中。夜幕下，沿河花灯闪烁，这人间
仿佛每一刻都是春天。

变幻的还有河里的爱情。
一位诗人朋友的家就在浉河北岸，从楼

下到河边，直线距离不过数百米。站在家
里，即可远眺贤山，俯瞰浉河。我不敢妄自
揣摩他那个时代的恋爱，但在我初来乍到的
时候，他和他的太太亲自陪着我和我当初的

爱人，数次穿过浉河公园，脱了鞋，下到河
里。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双脚扎在河底的泥
沙里，感受着河水的流速，各自拉着自己爱
人的手，在人间的这条河里，感受神仙眷属
的惬意。

他的老伴去世多年。如今，他在浉河
边，又迎来自己迟暮的爱……

著名作家白桦和同样齐名的作家叶楠，
是孪生兄弟，当年就出生在浉河岸边。当繁
华落尽，叶落归根，白桦踟蹰浉河河边，欲语
还休。陪伴他度过最艰苦岁月的爱妻、著名
电影演员王蓓，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再不能
陪他故乡重游，一起打捞童年的回忆。

当年，那批文化巨匠“下放”时，钱钟书
和杨绛在这条河下游的息县，相濡以沫，艰
难度日。现在，这对夫妻巨匠，先后凋零。
江淮大地，只能以量子的形态，记录他们当
年的音容笑貌。

河边风月依旧，河岸人去路空。
还有多少爱情，遗落在这河里？
没有不凋零的花朵，没有不死的身躯，

没有不走到尽头的爱情。但我们为何还痴
迷执着，在河边流连忘返，对夜空仰望不息？

浉河之水，一路向前，奔流入海。3

□张正宪

我在《半月谈》干了几十年
的编辑工作，每读李钧德的来
稿，常常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李钧德的
《追问与守望——一个新华社记
者的社会调查》一书中，就有许
多我很熟悉的篇章。从他朴素
的文字表达、绵密的新闻思维和
厚重的个人风格中，总能触摸到
一种温度，一种力量。

我理解，其深层，有钧德心
底涌动不息的良知。

钧德的新闻报道在与社会
民生的融入中升腾起炽热的人
文情怀。

血，总是热的。钧德的目光
始终聚焦普通大众，他们生活中
的每一步变革，他们发展中的每
一个创造，他们观念中的每一点
突破，都能在钧德的笔底溅开点
点火花，烙下深深印记。

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使命
感的新闻记者，总是会在自己的
日常报道中，去深情地凝望着、
真切地牵挂着身边的父老乡亲、
普通大众。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欢欣和忧虑，他们的梦想和命
运，体面和尊严，就是新闻永恒
的主题，就是生活永远的召唤。
真诚地为之去关注、去奋争，热
烈地为之去投入、去融入，是新
闻导向的核心，是新闻价值的根
基。百姓呼声声声在耳，民生大
事事事上心。新华社老社长穆
青同志那一声嘹亮的“毋忘人
民”，依然在钧德每一天的新闻
实践中激越回荡。

正是良知的坚守，钧德的新
闻报道在种种社会问题的介入
中体现了坚韧的求解意识。问
题求解，是对生活真相永不停息
的叩问，是对新闻真谛心向往之
的追寻。我们在钧德的新闻中
读懂，他的唯一选择，就是求索
真相，求解问题。

触摸钧德新闻中的那种力
量，来自钧德坚定的新闻立场和
过硬的采访作风。作为新闻记
者，钧德自有其风骨。钧德有一
句“口头禅”讲得很透彻：事实是
会说话的。有了铁一般的事实，
有了透明化的真相，新闻报道尤
其是批评性报道，就能经得起社
会大众的检验，顶得住批评对象

的非难，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

扰，如何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
公民权利统一起来？钧德找准
自己的新闻定位，努力疏通民众
的话语表达，切实维护民众的合
法权益，促进社会的良性互动，
助推社会的稳定和谐。

他把自己满腔的激情，奉献
给那些履职为民敢于监督仗义
执言为伸张百姓沉冤全力鼓呼
的“平民包公”，冲破阻挠不惧威
胁志愿投入民间环保事业守护
绿色生态家园的“淮河卫士”，顶
着各方压力排除各种干扰热心
公益官司勇敢举报腐败身遭厄
运依然要为群众讨回公道的“真
心英雄”，用手中的笔去鼓呼，去
推动法治建设。

张扬文明进步是公平正义
的取向。在这个急剧转型的社
会，多样化的生活，多层次的群
体，多元化的价值，催生出更广
阔的新闻话语空间和更丰富的
新闻阐释的形态。钧德的新闻，
自觉地从朴素的生活中感悟，从
纷繁的矛盾中提炼，从思想的碰
撞中辨析，努力以现代理念去观
察思考，去开掘引领，去感应时
代的潮流，谛听民众的心声，在
信心、信念和信仰的层面去把握
方向感、使命感、意义感。“仰不
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沛然莫之
能御。由此，钧德新闻的朴素
中，生成出了有着鲜明时代特质
的个性风格，呈现出来实现自我
超越的新闻境界。

心有良知，奋斗不息。
这良知，是道德意识，是本

真性灵。在新闻的实践中，它衍
生出的是社会责任，它张扬着的
是人文精神。于钧德，就是在他
血液中的一脉流淌，就是在他生
命中的一束燃烧，就是在他新闻
中的一曲壮歌。

我们正经历着新闻媒体业
的一场深刻变革，互联网带来的
不仅是技术的颠覆，而且是理念
的拓新。我们在热衷于创新、重
构、再造的过程中，也难免陷入
娱乐化、浅薄化、碎片化的沉湎
之中，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
我们的初心和新闻的本真。

钧德以他的新闻作品给予
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良知先于
新闻。3

□紫贝

在美国东南部海边，有一个叫萨凡
纳的城市，秋天时节我来到这个地方，
不经意间走进一个神秘而惊艳的世
界。这个不大的海滨城，像很多年前的
美人，每一声叹息都是瑰丽的故事。

在这里步行实在是明智的选择，不
仅能打量萨凡纳的细部，更能感触她的
气息。

一种神秘的气息，首先从浓荫蔽天
的树木中散发出来。橡树树皮灰褐，树
冠蓬硕，在条蔓错落的枝叶上，生出一
缕缕细长的灰绿茎叶。那就是西班牙
苔藓，卷曲茸细，一圈圈悬挂下去，最长
可达 6 米，静时如同橡树垂下的重帘
帷幕，密布紧锁；动时如同橡树的万千
只手臂，在风中舞蹈，使古老的橡树看
起来怪异迷人。

那一栋栋精美而幽秘的建筑是否
与这些植物有关？

一定有不少人听说过默瑟-威廉
姆斯楼，萨凡纳最怪谲的建筑之一，也
听说过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就像我，只
是不留意这座房子的所在地。这是一
栋红砖二层楼，尽管浓荫密遮，还是掩
不住白玉一样的刻花房檐门柱，以及雕
琢讲究的黑色窗饰阑干。我拍过照片
后去看旁边的说明，吃惊地看到“午夜
善恶花园”几个字，原来这就是纪实小
说和电影《午夜善恶花园》中事件的发
生地。

在上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曾是
萨凡纳城上流社会的沙龙。1982年 5
月2日凌晨，豪宅发生枪击案件，吉姆·
威廉姆斯以杀人罪被起诉。之后这宗
案件经历了漫长的四次审判，定罪，上
诉，再定罪，再上诉，直到 8年以后，吉
姆·威廉姆斯被判为自卫还击无罪脱
身，但8个月后吉姆·威廉姆斯猝死，时
年59岁。有人说，他死后魂无定所，在
房子的大厅游走。

一只大鸟从树丛中骤然跃出，树枝
在窗子上摇晃，使人愀然。这座房子如
今对外开放，日间是可以参观的，我大
概不会进去。萨凡纳是美国鬼魅文化
最活跃的城市，有些游人来此地专门参
加各种狩鬼活动，比如到名闻遐迩的索
雷尔-韦德楼。有些人大概就是为了
精神慰藉，有些人也许是因为心里恐
惧，至于狩鬼，抑或出于一种探索的好
奇和娱乐。

还是来欣赏萨凡纳这栋最漂亮的
希腊复古式建筑，索雷尔-韦德楼呈明
艳的橘黄色，墨绿色的窗饰，古希腊柱
式的大门，作为私家住宅，不仅瑰丽，完
全就是恢宏。萨凡纳是一个让人惊讶
的地方，这座房子又是一个绝好的例
证，不仅因为它的建筑美，因为鬼魅传
闻，无人不知的电影《阿甘正传》就是从
它的屋顶开机取景。那片飘游若仙的
羽毛，在萨凡纳天空掠过圣约翰教堂的
塔楼，俯视奇珀瓦广场的青绿，飘向坐
在广场边长椅上的阿甘，一部伟大的电
影就这么开始了。

麦迪逊广场西侧是一座具有历史
意义的私人宅邸绿色—茂致木楼，此房
被称为美国南方最漂亮的哥特复兴建
筑，和 19 世纪萨凡纳最昂贵的房子。
三面回廊曲折覆盖，上下铸铁编栏镂
柱，房前涌泉喷珠，园中丽藻争奇。
1864年 12月美国南北战争时，房主及
棉花富商格林先生骑马至萨凡纳城边，
把这栋房子提供给兵临城下的联军指
挥官谢尔曼将军作为指挥部，理由是为
了自己的棉花不被摧毁。谢尔曼将军
来到绿色—茂致木楼，坐下起草那封发
给林肯总统的著名电报：“我将萨凡纳
城敬呈给您，作为圣诞礼物……”萨凡
纳因此留住了美丽和财富。

萨凡纳还住着一个奇女子朱丽叶·
戈登络夫人，她不能说不够美丽，不能说
缺少才气，也不能说出身没有来头，可是
依然没有挡住丈夫的背叛。朱丽叶·戈

登络毅然离婚，要知道那是在100年前，
不幸的女人只能吞咽委屈，寄望祈祷。
朱丽叶·戈登络不接受这种安排，她要
改变女人的命运，1912年3月12日，她
在萨凡纳创建美国女童子军，培养女人
的自强精神和自立技能。这个女孩组
织像一道明丽春风，很快吹遍美利坚的
山山水水。如今女童子军在美国家喻
户晓，无数女杰曾经活跃其中，很多名字
如雷贯耳，像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奥尔布·赖斯，前总统夫人劳拉·布什，
电视人芭芭拉·沃尔特斯，企业家玛莎·
斯图尔特……我只是没有想到，拥有

约 500 万名会员的世界第一大女孩组
织，也是诞生在这个边缘的南方小城，眼
前这座简单的马车房，就是女童子军的
原始总部。

游览巴士在马车房前停下，有人从
车窗伸出相机拍照，几个年轻人从旁边
经过，谈论着晚上的狩鬼，西班牙苔藓
的长须被风拖得恍恍惚惚，银灰色的海
浪在远处隐约可见。继续往前走，月色
里的美人，此刻坐在秋千上，飘上，飘
下。3

（此文选自紫贝文集《哈佛墙外的
女巫》，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冯杰

丙申暮秋暮晚，来到中牟静
泊园，几天来习惯看遍了林立高
楼，高新产区，此刻且静且泊，如
观诗别裁，大有时光穿越之感。

我是首次来园，一时如置身
江南。惊奇中原中牟竟有这样一
方园子，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画
意诗情，一如养在深闺人未识，恍
惚又熟悉。一问，是建造者按照
苏州拙政园一比一的比例所制。
虽属“拿来主义建筑”，但此景在
一楼高过一楼的中原已属颇有一
番匠心了。它是中原一方浓缩的
盆景。

似乎这“静泊园”才和“雁鸣
湖”三字相配。鸣声滴落，绿意回
响。“拙政园”名字来源于西晋潘
岳《闲居赋》，有“此亦拙者之为政
也”之句，如今在中牟的土地上移
植来拙政园似乎最是恰当。潘岳
祖籍是河南中牟县大潘庄，西晋
著名文学家。“貌比潘安”说的就
是此人。潘安在文学上成就与陆
机并称“潘江陆海”，古语“陆才如
海，潘才如江”。他如今可作中牟
的一张文化名片。

中牟还有官渡，有御风的列
子，有史可法，人文厚重。潘岳深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试图远离政
坛纷纭，全性保真而萌生出淡泊
名利，向往隐逸，亲近自然，享受
闲居之乐的情怀。他在《闲居赋》
里有许多处说“拙”，譬如“巧诚为
之，拙亦宜然”。古人多以拙为
朴，陶渊明也曾“守拙归田园”。
大朴若拙，似乎成了历代文人的
理想之境。

到明代弘治年间，御史王献
臣官场失意还乡，以苏州大弘寺
址拓建为园，用 16年耐心时光，
他依潘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
意，将其缩写成拙政园。

拙政园占地七十多亩，为一
大观园式的古典园林，以其布局

的山岛、竹坞、松岗、曲水之趣，被
胜誉为“天下园林之典范”。它与
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北京颐
和园齐名，为中国四大名园之首。

园林忽然有了翅膀，学列子
御风，如今它空降中原。

这是一方中原栖息的园林。
在静泊园里一时流连忘返，暮色
沉落回廊之间，不知不觉迷路
了。丛林里归鸟在暮返，鸟语一
地散落。大家迷惑之间，恰好旁
边有一小门，推开，豁然一片灯
火。外面正在渐入现代闹市。

在中牟，静泊园是一方写诗
绘画的绝好之处，当是文人唱和
造景之地，历史的习惯是名园当
得文人助。譬如陆游至于沈园，
苏舜钦至于沧浪亭，袁枚至于随
园。

回来后细细品味，园子虽好，
觉得只是少了一点文气，有小小
的不足。譬如亭台楼阁的楹联本
是亮眼之处，如美人之眉，可惜楹
联上都是从电脑里下来的字，字
不生波，小煞风景，若有书法家或
文人来撰来写，岂不相得益彰。

一景一文一出处，一叶一花
一世界。世上美景都不可辜负，
来日文景交融，其当会成为中原
一方文苑。“拙政园”至今有五百
年历史，风采依旧，因为它的园林
文化魅力在弥漫。一座移植而来
的“静泊园”要想保留千年，秀润
苍茫，同样得靠文化丰富滋养，是
锦上添花也是“园中添化”。

好在中牟正在往文化之路
上行走，且还要一路馨香，掷果
盈车。

追问与守望

且把拙景细入文

初春,初心

月色里的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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