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华歌

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儿因诞生了我国

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
而成为道家文化发祥地。

曾经，孔子专程来这里问礼于老子，留下
圣哲对谈的千古佳话。

在这片土地上，还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垓下之战。

……
大口呼吸着蔷薇花香，走进5月的鹿邑，我

深感脚下的每一步都充满历史感、沧桑感，我
被深深地震撼了！这座古城，它就这样本真本
色地呈现着，分明是我心仪已久的那个地方。
我来了，不敢向其索要什么，甚至连一些旧事
也不再重新提起，只在百花盛开、阳光灿烂中，
寂静地与岁月对视……

二
天上有颗鹿邑星，地上有个鹿邑城。

被称为“中国老子文化之乡”的鹿邑，处处
是“道”的呈示和极具文化内涵的美景。夜游
明道宫，是一次真正的探幽访道、跨越时空的
心灵之旅。

明道宫，位于鹿邑县东北隅，与老子诞生
地太清宫东西相望，是老子当年聚徒讲学传道
的地方。

深厚、灵性、奇异、神秘……灯火通明中，
穿越众妙之门、迎禧殿、玄元殿、老君台、文昌
阁、藏经阁等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建筑，但见
明道宫内，亭台楼阁，绿柳翠柏，奇花异草，美
不胜收……那位本名叫李耳的伟大智者，正从
时光深处浮出，悠然向我们诠释天下大道。

不是猜测和想象，不是演义与传说，是真真
切切的眼见为实：院里生长着两棵繁茂的皂角
树，一棵枝叶挺拔向上，另一棵的枝叶则全都是
向下，两棵树所呈现的阴阳二气是如此直接具
体，彰显着博大精深的老子思想。老君台所具
有的神妙就更匪夷所思：当年，侵华日军攻打鹿
邑县城，因老君台地势高，日军认为这儿必布有
重要工事，遂对其进行炮击，共打了13发炮弹，

无一发爆炸。见此情景，日军炮兵个个惊得目
瞪口呆，停止了炮击。后来，曾亲自参加这次炮
击的侵华日军炮兵梅川太郎等人，为向鹿邑人
民表示忏悔，特在此处立了一块“和平碑”，以示
谢罪，祈愿世界永远和平……

这儿的一草一木皆有灵性，一沙一石无不
奇异，每一处都有来历和故事。接受着老子智
慧之光的沐浴和照耀，我看见，希望如团扇，正
在徐徐展开，那些沧桑的过往，正被无边的缤
纷和葱茏一一铺展。

三
“上善若水”“三生万物”“道法自然”“无为

而无不为”“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
持，功成而弗居”……老子的《道德经》，不仅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璀璨
的明珠。《道德经》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涉及
许多方面。他的“生”“为”“功成”，是要人去创
造、去发挥主观能动性，贡献自己的力量，成就
一番事业。而“弗有”“弗持”“弗居”，即是要消
除一己私利，不妄为，不贪，不争夺，不占有，不

违背规律……
81章仅仅5284字的《道德经》，却是人类思

想史上的丰碑！它给写作者的启示是多方面
的，有的人写了那么多，可谓著作等身，然而真
正能被人们记住并留下来的又是什么？他们没
有代表作，没有自己的艺术胎记，有的却是速朽
的文字和铺天盖地的虚名与浮华。面对老子的
《道德经》，那些粗粝的抒情、无病呻吟、虚假空
泛、无力的爱……都将令写作者无地自容！

我们缺少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些，一个思
想苍白干瘪的人，永远创作不出饱含着生命
气韵的丰盈文字，许多时候我们懂得，却依然
做不到。

四
站在高大的老子青铜坐像前，仿佛那飘飘的

衣袂正临风而舞，仿佛有什么声音在夜空中隐约
响起。我闭上双眼，心像打开的一朵水花，在丰
茂的草地上溅出晶莹高洁的水珠。一时间，蔷薇
开了又谢，星星出了又落，月光与尘埃映衬，历史
与现在交织，我叹息，尘世幸福的钥匙于我不是
丢了，是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握住过。

我静心合掌，向老子坐像虔诚揖拜，我向
一种闪烁着永恒光芒的伟大思想再拜三拜！
同行的人都静立着，对智慧发自内心地仰慕。
日月此消彼长，万物生生不息，唯有伟大的思
想，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我很虔诚地向老子坐像望去，长髯端坐的
他，紧绷嘴唇，宁静缄默，没有任何回应。我知
道在他千年的眸子里，流动着“道法自然”的思
想，流动着“上善若水”的哲思，而这正是让一
代代人由衷敬畏的理由！

静默中，那滔滔滚滚的思想正汹涌奔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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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旅

□殷江林

致敬，八一军旗

我心中的寄托

我永远的回忆

作为曾经的老兵

从脱下军装的那一刻

我就把您的色彩

深深地珍藏在心里

天天把您仰望

时时把您想起

您从 1927年 8月 1日走来

从南昌城头升起

从三大起义的队伍

走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您在共产党人的鲜血中

在枪林弹雨的冲锋里

开辟着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实践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致敬，八一军旗

从黄洋界的炮声

到告别瑞金的战略转移

从惨烈的湘江之战

到挽救革命的遵义会议

从娄山关、腊子口、直罗镇

到延水河畔的猎猎赤旗

从全民抗战的烽火硝烟

到势如破竹的三大战役

从不畏强悍的抗美援朝

到和平正义的自卫还击

从”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

到中国南海的立体演习

经历了生与死的刀光剑影

沐浴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

您的色彩愈加鲜红

您的经纬愈加壮丽

致敬，八一军旗

伴着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步伐

伴着伟大祖国前行的足迹

您忠实地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您英勇地保卫着新中国每一寸土地

新的时期，新的使命

军民深度融合的战略格局

正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新的功绩

抗洪水，战地震

您冲锋在前

守边关，护海空

您忠诚竭力

向世界讲述

中国军队新故事

致敬，八一军旗

在这建军九十周年的日子

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兵

我真想走进绿色军营

列队在战友的行列

再听一听

那魂牵梦绕的声声军号

和《军歌》那勇往无前的壮美旋律

再唱一唱

那发自肺腑的《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和那催人奋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啊，八一军旗

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 3

致敬，
八一军旗

□孙勇

生产队队长把墙根儿的乱树枝扒拉到路边
儿，摆手招呼我父亲蹲在他旁边。

父亲是生产队里喂牲口的好把式，队长找我
父亲，是想在麦收开镰之前，给牲口加点儿夜草添
点儿玉米。父亲一边呲儿呲儿吸着旱烟一边眯着
眼睛点头，烟杆儿上吊着的烟布袋子，伴随着父亲
吸烟时脖子深情地使劲儿而摇荡。

乡下人不讲究办公环境，蹲墙根儿谋事那是惯
常的形式，如同家常便饭。除了村人爱蹲墙根儿
说话外，鸡子也爱在墙根儿刨食儿，尤其是携着鸡
仔儿的老母鸡，东墙根儿西墙根儿都被它们扒拉
出过鲜湿的红土。父亲就在老母鸡刚刚刨过食的
东墙根儿蹲下，咳嗽声声震耳。我就想不明白，那
麻质的黄表纸，为什么会包着父亲宁可食无肉也
要得空吸的大烟丝。父亲说别再跟着西家那娃乱
窜了，黑里帮衬着喂牲口。我站立着领受了父亲
的工作安排，我没有蹲墙根儿，不是我怕老母鸡没
有把墙根儿的虫藻啄食干净，我实在是享受不起
蹲墙根儿后背上那块泥不是泥土不是土的脏东
西。如果谁的背上背着这块脏东西，不用盘问，那
他一定是刚刚蹲在墙根儿跟谁说过话儿。

别小看了蹲墙根儿这个不起眼的村中家常行
为，蹲不好根本说不成事儿。如果在说事儿的时
候你老是左一脚右一脚替换，跟你说事儿的人会
说你心思不在事儿上。蹲墙根儿的要领说来也很
简单，蹲下后，首先背靠墙壁，向后用力，说是背靠
在了墙壁上，实际上是墙壁支撑住了你的背部，背
与墙扎扎实实重合在一起。如果雨后的阳光沿着
树叶爬到脸上，那蹲墙根儿的人肯定会忍不住舒
服地轻声喊叫一声——得劲！当然，为了寻找平
衡，有时会觅来半块砖头垫在脚下，直到脚与背达
成共识。蹲墙根儿首先得学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
下迅速寻到一堵干面儿的墙体，最好是朝阳的那
一面。经常蹲墙根儿的人你看不出他蹲了墙根
儿，这样的人蹲过墙根儿后会顺手把背上那块脏
东西拍打得干干净净，就是那个人刚刚说过你的

闲话，你也无从知晓。
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任何人都不知

道。村人都说过我不像咱农村的娃，地不会种，烟
不会吸，连牲口车都不会赶，每次寻我说闲话儿，
我连墙根儿都不会蹲。是呢，我不会蹲墙根儿，也
不会说别人的闲话儿。可是，那天我却蹲了墙根
儿。虽然蹲了墙根儿，在蹲墙根儿的时候，我根本
没有意识到我蹲了墙根儿。

那是当兵走的前一天，我很兴奋，一天都没有
回家，朋友家转转，同学家走走，亲戚家看看，很晚
了才推开我家用荆条夹着几根劈柴做成的院门。
走进院子，抬头看见堂屋亮着灯火，我揉搓了一下
眼睛，没有看错，是我家堂屋。平日夜里都黑灯瞎
火的，邻居来我家喷空也很少点灯，今天这是咋
咧！我突然意识到家里人在等我说话，一整天的
兴奋情绪被堂屋里微弱的灯火扇了一个紫色的耳
光，我甚至懊悔自己咋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当我
看清楚窗户上的影子是母亲在缝补着什么的时
候，泪水一下子冲出了眼睑。母亲说我怕冷，赶在
我去部队之前，要为我缝补几双棉手套……那是
我第一次蹲墙根儿，也是我最后一次蹲墙根儿，我
压抑着哭声蹲着，最后还是惊动了母亲。

还记得第一次从部队回乡探亲，绿色军装把
家院儿照耀得青翠透亮。父亲温柔地抚摸着我
蹲过的墙根儿，说娃呀咱厨房的墙基底座就是金
人城池瞭望塔顶部的跺口，当年的黄河水从这里
经过灌进开封，黄河的泥沙把金人的城池埋到了
地下，老祖宗就着城池瞭望塔顶部的跺口盖了几
间草房子……父亲烟杆儿上吊着的旱烟布袋拍打
着有明显断层痕迹的墙壁。

后来，我落户到了省城，成了村人蹲墙根儿时
最准最狠的闲话。

这些年过去了，村人的草房子早就换成了钢
筋水泥结构出来的大瓦屋，黑面窝窝和玉米锅饼
再也没有进过村子。我知道，那是村长跟村人蹲
墙根儿蹲出来的好日子。

前几日，听说村子很快就要搬迁了。新农村，新楼
房，新家园，蹲墙根儿的习惯，也会跟着更新吧。3

□陈战东

村干部陈主任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父亲。父亲当了
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老了居然竞聘成功，当了村主
任。每当在路上有人喊他陈主任，我都能看见他一脸的
满足与得意。

陈主任不得了，在竞聘演讲中说要给村里修水泥
路。在崇山峻岭间修水泥路，而且是给五个自然村都修
水泥路，敢说这话的，陈主任是头一个。修水泥路需要
真金白银，一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的贫困村的村
干部，哪来的底气呢？我当时就提醒陈主任：“你到时候
修不成那么多路咋弄？”陈主任说：“修一条是一条，山里
人没个路是真不中。”这倒是实情。我不知道他最终能
够胜出是不是跟这个承诺有关系，但我却知道山里人对
于修水泥路的渴盼有多强烈。如今家家户户都有农用
三轮车、摩托车，甚至有面包车和小轿车，但很多村子连
接外部的道路还是泥土路，坑坑洼洼，开车走在上面像
坐过山车一样，既难受又危险。

说干就干。陈主任和村支书一商量，就没日没夜地
忙碌了起来。首先是争取资金。怎么争取？陈主任先
是一级一级找政府，一个一个问单位，像个无头苍蝇一
样到处乱撞，结果收效甚微，这才想到让我这个在外地
机关工作的儿子出主意。我研究了一番政策，弄明白了
省里的村村通只是通到行政村，自然村要修路得看当地
的财政状况，就失望地告诉陈主任：“咱县是贫困县，你

要修的路恐怕要泡汤了。”陈主任一听却充满希望地说：
“不是也没说死就不能修嘛，我再跑跑。”一跑就是一年
多，陈主任一直在争取资金的路上。

这时，国家脱贫攻坚工作大幕开启，村里派来了第
一书记，陈主任脸上又泛起了红光，天天缠着第一书记
要修路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上级终于拨付了一条路
的修路资金，紧接着拨付了两条路的修路资金，最后拨
付了五条路的修路资金。陈主任的梦想还真的变成了
现实。

清明节回老家，我坐着陈主任开的三轮摩托车，头
一次没有了上蹿下跳的感觉，像坐在城市里的小轿车上
一样舒服。

陈主任正干得风生水起，后院却起了火，母亲和弟
弟都跟他闹起了罢工。陈主任天天不着家，地里的一摊
活就撂给了娘儿俩，天长日久，娘儿俩就放出话来，你不
干我们也不干，看你咋弄。

不知道是不是赌气，弟弟一家人决定去南方打工，
母亲也跟着去看孩子，陈主任从此变成了孤家寡人。一
辈子没做过饭洗过衣裳的他，白天忙活完了村里的事
儿，晚上还要忙活家里的事儿，心中的凄凉可想而知。

我抽空回了趟家。坐了一夜火车，到家的时候是早
上八点多，敲了敲门无人应答，就给陈主任打电话，陈主
任说我一直在路边等你，你咋都到家了。不一会儿院子
里就传来了打火机点烟的声音和两声熟悉的咳嗽声，紧
接着就出现了陈主任的身影，两鬓斑白，腰身佝偻，见到

我跟见到个陌生人一样面无表情。开了门，墙上相框里
弟弟和弟媳妇儿笑容灿烂，桌上小侄女的玩具四处散
落。厨房很乱，油渍污渍糊满了电磁炉和煤气灶台。陈
主任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去厨房叮叮咣咣
忙活了起来。

第二天，陈主任带我去了趟村委会。村委会我并不
陌生，那是我上小学的地方，后来生源渐少才改成了村
委会驻地。但村委会的建筑除了矗立在崖上的一座三
官庙外，我却都不认识了。原来的土坯房已经成了崭
新的砖瓦平房，原来篮球场的土地面已经成了平整的
水泥地面。进到院子里，墙上到处贴着脱贫政策标语
和贫困户的相关信息。陈主任娓娓道来，谁家的低保
没有办，谁家的房子没有修，谁家的老人没人赡养，谁
家的孩子没找到工作……滚瓜烂熟，如数家珍。末了，
他还指着院子外面两条河夹着的一片空地说：“那儿要
建成文化广场，有健身器材，有戏台，村里人耍的时候
也有个去处。”我问：“哪儿来的资金呢？”陈主任说：“放
心，有国家的扶贫好政策呢！”看着陈主任熠熠生辉的
脸庞，我突然想起一句很流行的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
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眼前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
父老乡亲或许就是陈主任那个“诗和远方”。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为了生活，为了儿女，陈主任勤
勤恳恳埋头黄土地忙活了一辈子，而今，儿孙满堂，吃穿不
愁，他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带着笑看看远方，可着心做做事
情。作为儿子，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反对他呢？3

蹲墙根儿 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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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年

战旗飘飘，铁流滚滚，势不可挡。看

沙场阅兵，国家富强，将帅威武，士气高

昂。装备一流，听党指挥，作风优良打胜

仗。朱日和，耀华夏神州，豪情万丈。

建军寻求武装，有无数英雄志如

钢。忆南昌城头，八一起义，秋收暴动，

割据井冈。革命火种，星火燎原，长征

抗日求解放。新中国，更保国卫和，世

界称强！1

沙场阅兵

我闭上双眼，心像打开的一朵水花，在丰茂的草地上溅出晶莹高

洁的水珠。一时间，蔷薇开了又谢，星星出了又落，月光与尘埃映衬，

历史与现在交织，我叹息，尘世幸福的钥匙于我不是丢了，是也许从

来就没有真正握住过。

郏县农家小院 化建国/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