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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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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我为您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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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鲜明

祖国啊，您是一条远航的船

喜马拉雅是高高的桅杆

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是蓝色的风帆

四大洋是您通向世界的港湾

七大洲是您连接全球的口岸

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

您满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向前，向前

前方，是比天空还要高远的地平线

看啊，咱们的中国号

跨激流，过险滩

全力驶向光明幸福的彼岸

这是一次新的长征

咱们的船长，发出了

川江号子般动人心魄的呐喊：

“撸起袖子加油干！”

撸起袖子加油干！

撸起袖子加油干！

高山听到了

金色的群峰撸起袖子

大河听到了

化作滚滚滔滔的输油管

中原大地听到了

一亿颗火热的心，狂跳着

如惊涛拍岸：

“祖国啊，我们撸起袖子，

为您拉纤，为您拉纤！”

拉纤，拉纤

祖国啊，大中原是担得起这个责任的

你看，我们的纤绳是会飞的啊——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

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将机翼、数据、网络合成一股

飞翔的，闪回的，通天的

巨型线缆

一头连着大地，一头拴在云端

有这样的纤绳在手

咱能让天空飞旋

你看，我们的纤绳是会跑的啊——

米子形高速铁路网

中欧班列

还有功能性口岸

正在合成一股

飞奔的，穿梭的，腾挪的

巨型线缆

贯穿东与西，连接北与南

有这样的纤绳在手

咱就有了撬动地球的杠杆

还有，还有，还有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金融豫军

中国制造 2025河南行动

“百千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

一根又一根充满魔力的纤绳

代表中原大地发言：

我们能行，我们能干！

中原就这样撸起袖子

冲在前面

城镇跳高，乡村奔跑

每一块泥土都长出了翅膀

每一株草木和庄稼都听到了动员

听啊，中原在呐喊：

祖国啊，我知道自己的责任

我懂得您的期盼

那么，就让我——

怀着太阳一样滚烫的心

睁开月亮一样清澈的眼

以嵩山为颅

以黄河为腿

以太行为臂

以伏牛为肩

看准路，埋下头

撸起袖子，纤绳在肩

加油，加油

向前，向前

祖国啊

我为您拉纤

我为您拉纤 ３

□李敬泽

“沉水”是一种香的名字，据《梁书》载：
“沉木者，土人斫之，积年以岁，朽烂而心节
独在，置水中则沉。”

于是我们知道它为何名为沉水，木头
通常会漂在水上，而它却会沉向水底，所以
鉴定一块沉香的办法就是取一盆清水，看
它在水底幽然沉静。

李贺有一首诗，《贵公子夜阑图》：
袅袅沉水烟，乌啼夜阑景。

曲沼芙蓉波，腰围白玉冷。

这位贵公子想必气度高华，就像武侠
小说里常说的，宛如“玉树临风”。但这幅
图中却有一种轻寒、脆弱，风过荷池，腰间
玉带为之冷，公子兀自伫立，谛听乌啼，所
谓“月落乌啼霜满天”，夜阑黎明之际人是
如此寂寞。

但有“袅袅沉水烟”，这是寂静中的微
动，是心动，心之动微微袅袅，如夜阑清梦。

香烟袅袅，这种香名为“沉水”，似乎就
是为了能在此时入画、入诗，因为“沉水”二
字是哑的、静的，正好可以压住“烟”，不让
它闹，让它悄然化入这个深静的凌晨。

好吧，我们可以不再谈诗，谈诗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汉语之美、汉语微妙的音响和
质地均已销尽，唯余茫茫。现在我们谈谈

“贵公子”，这样的人依然活在大众的想象
中，他身怀绝世武功，腰围玉带，居于深深
庭院，庭院中有湖池曲沼，正荷花盛放——
最后，但最重要的，是居室中彻夜焚烧着沉
水之香，那随风消散的气味在千年以降的
想象中通常会被遗漏。

开元天宝年间，长安有一人，名为王元
宝——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位老兄肯定
很胖。人如其名，王元宝很有钱，他的主要
问题是怎么花掉无穷无尽的钱，为此他艰苦
卓绝地折腾，累得要死。在王元宝想出的诸
多花钱的法子中，有一种就是“焚香”，《开元
天宝遗事》的作者屏住呼吸写道：王元宝“尝
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
暝焚香彻晓，其骄贵如此。”——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也不怕熏着呛着，在床头置一
具香炉，从黄昏开始焚香，一直烧到次日天
亮，其效果就跟烧钱一样。

由此我们就知道了贵公子之“贵”，那
一炉烧到夜阑的“袅袅沉水烟”即使在富丽
铺张的盛唐也足以倾动视听。但同样是

“贵”，王元宝是“骄贵”，“贵”得闹，他一定
恨不得满长安的人都来看他睡觉，而画和
诗中的公子是静的，如金般的沉水寸寸燃
尽，香烟如无主自开的花。

同为焚香，有的是烧钱，有的是焚心，
但无论如何，沉香总是异常珍贵。据南宋
张知甫《张氏可书》记载：“燕瑛罢广漕还

朝，载沉水香数十舰以遗宦寺，遂尹应天
府，时人谓之香燕大尹。”——时间已到了
宋朝，这位燕瑛从广东转运使任上内调，带
了十几船的沉香回来送礼，于是得到了另
一个肥缺。但看起来宋人和今人一样眼里
容不得沙子，而且一样的嘴不饶人，这位燕
府尹就得了一个外号：“香燕大尹”。“燕”同

“艳”，这就很刻薄，况且谁都听得出该大尹
是臭是香。

当然，同样古今一理的是街谈巷议难
免夸张，燕瑛虽贪渎，但沉香载了一船队亦
不可尽信，沉水为珍稀之物，所以可以换
官，浩浩荡荡十几船，倒像是倒卖木材了。

但由此我们却可看出沉水的流通路径：
它是从广东来的，宋朝如此，唐朝也是如
此。广东在古代中国是散发着奇香的地方。

在西方，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沉香的产
地，唐宋年间，波斯湾的商人浮海东来，采购
沉香。当然，他们也从远方带来珍异的香
料，比如乳香、没药，那都是《圣经》中的香：

那从旷野上来，状如烟柱，发放没药、

乳香以及各种舶来香料香气的，是什么。

（《旧约·雅歌》）
是什么？在《圣经》中是欢乐的新郎、

耶路撒冷大道上迎亲的仪仗，而在唐朝，那
是南中国海上从天际渐渐浮出帆樯的“波
斯舶”。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东渡日本
的鉴真和尚遭遇风暴，漂流至海南万安州，
受到横行海上的大盗冯若芳的款待，“若芳
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炷，一烧一百余斤”
（《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位满怀圣洁
宗教精神的高僧惊骇地目睹人类的贪婪和
放纵，那是金子般的香啊，在遥远的索马
里，晶莹的树脂一滴一滴落下，“当接住一
滴时，紧接着就会有另一滴滴在它上面，然
后结为一体”（普林尼，《博物志》）。于是，
一棵树用它的精华凝结成一枚乳房，它经
由驼队、海船，跨越印度洋，最后落到抢劫
商船的大盗手里，像火把一样，焚烧。

古代世界和现在一样，物比人走得
远。我天天面对我的电脑，但我永远不会
见到它全部的设计者、制造者和销售者，那
肯定是一份冗长的名单，他们生活在不同
的国度，他们之间大多并不相识。现代工
业的每件产品都经历着、联系着广大的世
界，理论家们以此为证，向我们宣布一个全
球化时代的到来。但其实，这个时代早已
到来：三千年前殷宫中占卜的龟甲有的竟
来自马来半岛，而一千年前，来自索马里的
乳香就在唐朝的香炉中烟云缭绕；当然，在
古代，这种“全球化”体验是令人敬畏的特
权，而现在——现在又何尝不是呢?只不过
特权扩散和贬值的速度比古代更快。

所以，尽管风涛险恶，还可能碰上冯若
芳这等剪径的魔头，“辛巴德”们还是年复

一年乘着西南季风来顺着东北季风走，当
他们在广州的蕃坊出售乳香而收购沉香
时，他们其实是在交换珍贵的“全球化”体
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来自大唐的沉香，这就够了。商
人们并不在意沉香的确切产地，就像你不
在意你的耐克鞋其实是福建制造。

是的，沉水之香主要产于一个名为“林
邑”的国家，其地大概就在现在的越南南部
一带。广州的中国商人通常在安南边境采
购沉水；而在古之安南、今之越南北方，商
人们要远道跋涉，前往林邑办货，在那里，
林邑的商人刚从热带森林中的土著部落买
下一批沉香。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贸易体系，
从林邑的森林深处延伸出去，在每一个环
节上分枝分叉，最终覆盖了古老的东方世
界。站在这张网最初的结点上的是赤身裸
体的“森林人”，热带的阳光灼照着他黝黑
的皮肤，他注视着面前这棵树，他知道这棵
树病了，将把它砍断，粗大的树呼啸着、惊
叫着倒下去，然后，森林寂静，似乎鸟都停

止鸣叫，阳光更猛烈地倾泻下来。
过了两年、三年，也许是四年、五年，森

林人来到老树身边，枝叶已经销尽，老树只
余朽烂的树干，他抽出雪亮的刀，把表皮一
层层剥去，直到颜色深暗的树心袒露出来，
这时他笑了，他闻到了浓烈的芳香。

没有人知道森林人以怎样的价格出售
沉香，我估计他们会换取一些小饰品，还有
铁器，比如用来砍树的刀。无论如何，在这
个“全球化”体系中他们占取的是最微小的
份额，他们肯定不知道那些饱含树脂的木
块的最终用途，也不知道它在离开森林之
后有了“沉水”这样的名字，体现着为巨大
的财富。

现在，再看看那棵树，据《太平御览》引
竺法真《登罗山疏》：“沉香，叶似冬青，树形
崇竦。”

——一棵高大的、长着墨绿色叶子的
树，此时它仅仅是一棵树，是纯净的“物”，
还要很多年，它才会化为“袅袅沉水烟”，化
为精神、梦想和美，同时也化为冷酷、贪婪
和放纵。3

□张惠芳

800年剑桥小镇因剑桥大学而闻名世界，剑桥
大学因牛顿、达尔文、霍金等诸多科学家和87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而享誉全球。剑桥也因之成为世界
学者和学子心中的圣地。剑桥大学31所学院，诸
如国王学院、三一学院等知名学府的门前院后，常
常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成群结队的游
人络绎不绝。

剑河，静静的，在后园流过，串起这些学院，把
大学城抱在怀中。它因之就成了世界闻名的河。
它虽然比起地球上那些气势磅礴的大江大河小得
不能再小，最宽处也只有 20多米，但它的魅力却
是独一无二的。它因剑桥大学而闻名，也赋予大
学天地灵性、日月柔情，创造了一个独立自由的特
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世纪 20年代留学剑
桥的中国诗人徐志摩称剑桥为康桥，他说：“康桥
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世界上最秀
丽的一条水。”

赶在英国最好的春夏季节，去年我在剑桥住
了两个多月。徜徉于这古老又年轻的小镇，伴我
最多的是剑河。有时能连续走上六七个小时，一
直走到上游或下游不能走的地方，一步一景收获
着印入脑际的画廊和多彩多姿的情趣。

这是一条绿得醉人的河，又是一条五彩的河。
两岸垂柳，万条拂下绿丝绦。各种绿树，染绿了河
水。还有万紫千红的花树盛开，花团锦簇映在河
面，碧波漂着花瓣儿，加上蓝天白云的倩影，足可
以让你迷离忘返。河底，荇草披拂，飘飘洒洒，真

如徐志摩的诗所描绘的：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

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愿做一条水

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揉

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般的梦。

剑河自然离不开桥。那一座座各式各样的
桥，石桥、铁桥、木桥，红的、蓝的、黑的，有着精美的
艺术造型。小桥卧波，不仅为剑河平添了无限的
美，而且有讲不完说不尽的故事。比如王后学院的
木桥，是由木条搭成的几何图形，叫“数学桥”，无一
螺钉。传说是牛顿设计。其实牛顿在建桥时早已
去世。后来学生为了研究这桥的奥妙，把桥拆了重
装，却怎么也装不上，只好借助了螺钉。

而我所知道的故事最多的，是李约瑟研究所后
院那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桥。剑河的一条小溪沟延
伸进来，茂密的树木花丛掩映着它。这是一座约5
米宽的小石桥，与李约瑟研究所的小楼连成一体。
从桥上，可以看到四壁装满中国四库全书的演示
厅。二楼，就是享誉世界的李约瑟研究所的图书
馆，藏有数万册中国科技的经典史料。而满园的花
木也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沿着茂林修竹掩映的中国式的曲径回廊来到
前院，可以欣赏到这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正面。它坐
落在苏州园林式的花园中。门右边，是自称“中英
文化桥梁”的李约瑟的半身铜像。左边墙壁上，镶
嵌着中文篆刻“供中国科技史用”印章图形。楼前
院子里，一株枝繁叶茂的菩提大树正开着洁白好看
的花朵。婆娑的花瓣，金黄的花蕊，散发着淡淡的
清香。树的根部，数丛鲜花伴着黄土埋葬着李约瑟
和他前后两位夫人的骨灰。蓝色的标牌写着他们

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20世纪 40年代，40岁的李约瑟决心学习汉

语，从已崭露头角的生物化学领域转向研究写作中
国科技史。爱妻也取了个中文名字李大雯，与他
共同投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从 1943年到 1984
年，他先后11次来中国考察，走过千山万水，历尽
千辛万苦。就说 1943年 8月那次考察敦煌吧，他
在吴作人和几个中国科学家的陪同下，乘坐一辆
大卡车从重庆出发，路遇桥梁塌裂，道路中断，一
个多月才到兰州。沿丝绸之路前行，他在日记中
写道：“途中道路崎岖难寻。见到许多野鹿，蒙古
包，骆驼和羊群。黄昏，车陷在沙漠里，费了一个
小时想把车开出来，无济于事。只好夜宿车厢
里。次晨发现周围很多狼迹。”后来还是在几个农
民帮助下把车开了出来。吴作人作诗以记之：“忽
传群雁语，一句一酸辛。”

李约瑟搜集到的图书从《齐民要术》《天工开
物》到《本草纲目》，天文地理，生物医药，农业水
利，应有尽有，不少都是珍贵的线装书。中国政
府赠送的《四库全书》影印本 1500 册，在全英国
仅此一套。在 20多位中国学者参与写作和他的
第二位夫人中国留学剑桥的博士鲁桂珍的帮助
下，到他 1995 年去世，已出版了《中国科技史》6
卷 24部。成就了世界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
工程。李约瑟和他开创的事业成了沟通世界的
文化桥梁。

剑河悠悠，流向未来，不舍昼夜。假如没有几
个世纪以来这些伟大精英搭起文明之桥，这条小河
何以受到全人类的关注、倾慕和青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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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

文学有什么用？这是闷在心里没交的答卷。
像对横竹入城者一边忠告的那位智者所言：以

我多年经验，文学没有用。从中间砍断才能入城。
从事文学者多是社会失败才去从事的一种异职业，
败了就败呗还自以为是，开始“离骚”了，便走向文
字生涯。我45岁前一直在北中原偏僻一隅经营，
这个“北中原”是我当年模仿沈从文的“湘西”，自己
高仿铸造的一个文学符号，现实地理根本不存在。
我是个一直走小路的边缘者，属于人生落魄后退身
文字，无非找个文学外壳瘦身缩进去。横行生活。

后来看到一千多年前曹丕说大话，曹说“盖文
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话换我绝不敢说，起码我媳妇这一关就过不
了。事实证明“曹语录”不成立，40多年里，我周围
没有人去囤积文学，要么炒房要么挣钱要么仕途，
他们花言巧语的余数一直大于我的整体。有友所
谓文学情怀也是剔牙后的矫情。让我扛文学之竹

不知如何入文学之城。
我媳妇说得又好：得先有一间房子。她不从事

文学但和搞文学的女作家伍尔夫有异曲同工之
思。明白人一般都古今暗合。

现在社会的精彩复杂远远不是我所能面壁虚
构出来的,现实超越了文学本身，当下自然环保的
缺失,人类心灵环保的缺失，生态和社会的失衡，文
化道德人心的失衡，欲望的无尽，飘浮的无解，那些
美好的细节在沙漏里无声漏掉。

当下文学作品皆在风花雪月，皆在注水批发，
皆在把握不住捉襟见腚不是肘，文坛上已经没有柳
青路遥之士把命赌到文学上的赤心，没有土蜂筑巢
的执著和坚持。我亦看不住孤寂和冷静了,于是急
急加入了,吹皱一池热闹。

那么在一间房子里要干什么？有一天，需要这
样思考了。

世界上优秀艺术是全人类共同财富，这里断无东
西之分。中原作家一向有着紧贴大地聆听草木呼吸
的现实主义情怀，有着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继承，有

着自觉的文字担当。一直说是在比肌肉不比衣服。
作为本土作家一员，我没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的魔力，奢望梦想晴耕雨读，退回一方稿纸播云种
月，去感受每一个汉字的魅力，擦拭每一个汉字的
光芒。每个时代总要有一些文学的缓行者，坚守自
信某一种清洁的精神。学习土蜂造巢，鼹鼠拱土。

及格作家没有统一标准，一定像是一方吸水性
很强的毛巾，它粘满汗水，粘满草木气息，丰富贯
通，最后饱和自身。才会紧贴中原大地，不至于文
脉干涸。这是所谓“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
气”的注释，从而写出有丰沛中原气息的、打上自己
烙印的文字。它占有了精气神。

有一段放火理论说得端的是好：“人的心灵好
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他本身
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
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火势才能引起
遍地大火。”

这是丹纳远在法国放的火。关键是谁来放。
我借来一把干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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