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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虽然离上飞机回京的时间很紧张了，
我还是去了一趟冰心文学馆。以前到过福
州几次，都以为长乐离福州很远，这一次朋
友说福州的机场就在长乐，离冰心文学馆
只有二十几公里，便决心一定去那里看看。

向往冰心文学馆，已经很久。20年前，
1997年，冰心文学馆建立前夕，原在《福建
文学》工作的王炳根曾经告诉我，他要调到
那里去做馆长，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可以天
天守在冰心的身边，那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读中学的时候，冰心是我的最爱。那
时候，我就读的汇文中学是当年庚子赔款
建立的一所老学校。在学校书架顶天立地
的图书馆里，我发现有一间神秘的储藏室，
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我猜想那里应该
藏着许多解放以前出版的老书和禁书。每
次进图书馆挑书的时候，我的眼睛总禁不

住盯着储藏室大门的那把大锁看，想象着
里面的样子。

当时，负责图书馆的高挥老师看出了
我的心思，她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
去随便挑书。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第
一次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里的情景，
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上
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
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震
撼了。那一年，我刚刚升入高一。就是那
一年，我从这间阔大的尘埋网封的储藏室
里，找全了冰心在解放前出版过的所有文
集，包括她的两本小诗集《春水》和《繁
星》。我迷上了冰心，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
冰心的整本《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
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
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
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是我
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的
珍藏了。

作为读者，我读冰心至今已经 54年。
我不算是她最老的读者，但也是一个老读
者了。曾经到过美国冰心就读的威斯利大
学，也曾经到过冰心的家中，唯独少了到她
的文学馆。在她家乡建立的文学馆，应该
更能清晰地触摸到她一生的足迹和心迹。

冰心文学馆建在长乐市中心。白色的
建筑在池塘前立着，红色的朱槿花开着，赵
朴初题写的“冰心文学馆”的木牌挂着，九
月南中国的阳光灿烂地照着。整幢大楼里
空无一人。和我想象中的冰心文学馆完全
不同。在二楼的展览大厅里，看完了展览，
尽管大多数是照片，真正的实物不多，但满
满一面墙的各种版本的冰心著作，她的已

经褪了颜色的钢笔书写的手稿，1926年第
一次出版的她的文集上，题写着她送给她
美国老师的纤细的英文，她手把手教孩子
制作的小橘灯，还有那无数孩子寄给她的
信件……还是让我心动，忍不住想起曾经
读过的抄过的背诵过的她的很多作品，还
有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温煦如风的
笑容。

空旷的展厅里，似乎有冰心声音的回
声在荡漾，有无数个娇小的冰心的身影，从
各个角落里向我走来。

参观完毕，走出展览大厅，依然是空无
一人，想在春水书屋的小卖部买一张木刻
的冰心像，却也找不到一个人。只有那几
帧单薄的黑白木刻小画，在柜台里静静地
待着。

忽然觉得冰心是寂寞的。一楼大厅
里，在大海背景前端坐的冰心雕像是寂寞
的。咖啡厅里，没有咖啡没有茶香没有人
的桌椅是寂寞的。系着红领巾的冰心头像
前的触摸屏是寂寞的。放映厅只有白白的
一面墙也是寂寞的。展厅外，空旷的庭院
里，绿色的树，红色的花，前面池塘里清静
的水是寂寞的。花岗石座上刻有“永远的
爱心”上面立有冰心和孩子们交谈的汉白
玉雕像已经裂开了一道粗粗的裂纹是寂寞
的。文学馆一进正门就能看到的喷水池后
刻有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花
墙，喷水池没有喷水，更显得寂寞。

想想，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其实都是
寂寞的。尤其是在商业化的时代里，文学
家是无法和明星比肩的。那一年去甪直叶
圣陶先生的墓地，墓地和墓地前的展览大
厅、四方亭、未厌亭和生生农场，也都是寂

寞的，空无一人。尽管如今各种文学纪念
馆方兴未艾还在建。长乐人心里比我们都
清楚，文学馆不是剧院，不是歌厅，不是咖
啡馆，从来不会那么的热闹。文学和文人
是寂寞的，其作用在他们作品的细雨润物，
潜移默化，无声无形，却绵延悠长。所以，
冰心文学馆，如今还在建设中，四围搭起围
挡，里面在大兴花草林木，要建设成一座冰
心公园。这是一个远见之举，它比单纯的
生平展览更能深入人心。

想起前几年在美国的普林斯顿的镇中
心，看到将美国著名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
罗伯逊的故居，改造为儿童乐园和附近成
年人免费学习艺术的场地。和冰心公园相
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想起前两年，路过
广东萧殷的故乡佗城，那里的人们没有建
他的故居，而是在城中心特意开辟了一处
街心公园，在公园里立起一块石碑，只在石
碑上刻写“萧殷公园”四个大字，萧殷便和
来来往往的家乡人天天朝夕相处。因此，
冰心公园，更让我期待。

吃过午饭，又路过冰心文学馆，看见一
对四五十岁左右的夫妇，从穿着看,像我一
样的外乡人,正站在大门外一面院墙前自
拍，墙上有“冰心文学馆”五个醒目的大
字。这一对夫妇，多少给我些安慰。或许，
我不该这样悲观，冰心不会寂寞。

坐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长途寂寂，闲来
无事，写下一首打油，记录此次造访冰心文
学馆之行，聊以遣怀：

清秋长乐访冰心，偌大展厅无一人。

常忆夜灯抄白夜，每看春水读青春。

浪来笔落风前老，梦去诗成雪后新。

深院空闻鸟声响，幽花寂寞与谁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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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村油画
□苏湲

到北极村寻“北”

立秋时节，我和一群文化学者，千里迢迢来到中
国北部之漠河北极村去寻“北”。

我们乘车沿大兴安岭国道一路向北，向北，再向
北。我们的车子如一叶扁舟疾驰在苍莽浩瀚的林海
中。这里的原始森林、丰沛的河流和瞬息万变的天
空，以不可抗拒的原始之美向我逼近，摄入我的灵
魂。辽阔的空中鹰在盘旋，道路两边是漫无边际的白
桦林。踏上林间的木质栈道，耳畔响起朴树的《白桦
林》，心中涌起一阵麻醉的波涛。

30年前的大兴安岭火灾，将这里的百万公顷森
林焚烧殆尽。但土地的恢复速度快得惊人，现在的白
桦林是浴火重生后的新生代，它们虽然还不够粗壮却
已茂密成林，显然旧日的创伤已经愈合。因为白桦树
不成栋梁材，所以并不被重视。但是你越不重视它
们，其生命力往往越顽强。唯有坚忍不拔，不屈不挠，
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北极村的初秋，阳光明媚、色彩鲜明，带有一种驳
杂缤纷的超现实的意境。步入画境，陷入温柔的梦
乡，眼前浮现出白雪公主的小木屋，她正和七个小矮
人在用晚餐。童话的北极村，北极村的童话。可惜来
晚一步，没能感受到这里的极昼天象。每年夏至时，
漠河便会产生极昼现象，一直到子夜时分，天色才暗
淡下来，但不久便会重现黎明的曙光。

北极村的草原上，肥美繁茂，花团锦簇。绿色的
草地逶迤而去，成群的骏马在低头吃草，发出低低的
窸窣声。太阳出来了，草地上升腾起水汽，缭绕在山
峦和林木之中。那水汽雪白浓郁、蒸腾喷涌，像是被
大风吹起的冰霰，又像是仙女抖落的晨雾。

画面恬淡、静穆，散发出花草馥郁的杂香。据说
北极村草原的地层下是永久性冻土带，因此不适宜植
物根系的生长发育，只能生长浅草和野花。

天空时而云雾飘逸，细雨霏霏；时而云卷云舒，气
象万千。一切皆美好，甚至连瓢泼大雨也是美好的。
雨丝打在皮肤上，像阳光一样充满温柔的爱抚。

世界如此静默，静默得如此深沉，如此让人感动。

隔江相望炊烟起

缓缓流淌的黑龙江，是中俄的大界江。西沉的落
日将江水染成一片血红，沿江的鹅卵石沙带也被镶上
一层迷蒙的金边。江水源远流长，渺渺茫茫，浩瀚博
大。坐在江边，长久地凝望，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
佛对面迷蒙的山体在移动，向我游弋而来。

我忙调整视线，举目望向那不断分解的云层，里
面竟呈现出许多深湖和峡湾。太阳退隐在湖水中，继
而被来自背后的光辉照亮，形成无数张形状各异、色
彩奇幻的天网。它们向四面八方铺开，太阳在其中穿
梭，时而透出云层，把遮挡它的云朵一个接一个地照
亮。这是天空最绚丽的时刻，呈现出盛装谢幕时的美
轮美奂。

太阳直射的光线终于消逝了，空中只剩下蓝、黄、
灰三色。蓝色像无边的海洋，黄色像梦幻极光，灰色
像飘逸的绸缎。起初各种颜色还层次分明，但它们最
终和江水混合在了一起，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一池子蓝色液体。那是一种极其神秘的色彩，具有惊
心动魄的力量。

我俯身在江面，掬起一捧水来，伸出一看像是捧
着一手月光。我感到心情的宁静，灵魂的恬适——一
种对于父亲母亲淡泊安详的回忆。

隔江遥望对岸，在灯光闪动的远处，有一个隐蔽
在林木中的小村庄——俄罗斯伊格娜恩伊诺村。据
说临江的红房子就是村主任家，二楼的小窗户是村主
任女儿的房间。我们守候在江边，等待对岸炊烟的升
起。果不然，江对岸冉冉升起一缕青烟，在村庄周围
的树林间蔓延，漫过江面，向隔江眺望的人们送来邻
国友邦的问候。

当地有句俗话说：“棒打狍子，瓢舀鱼。”以此来形
容当年人烟稀少，而生物资源丰富的北大荒。但是目
前，黑龙江的水域资源正在经历一场浩劫，一些珍稀
鱼类在部分流域、江段已经绝迹。因此有人说，黑龙
江里的鱼有灵性，都躲到俄罗斯水域了，因为俄罗斯
人不吃鱼。

这话绝非玩笑，使我在惊愕之余陡生悲哀。中俄
虽然划江为界，但鱼群不受国界的限制，可以任意穿
梭往来。当它们感觉到俄罗斯那边的水域更为安全，
或者自然风光更为秀丽时，便不由自主地靠拢过去。
它们远离我们，是因为我们不爱它们。

在北极村的日子，充满了种种新奇的见闻，也有
深沉的感悟。到了返程的日子，坐在车上，心里充满
离别的愁绪。天空尚无变化，仍把一束束强烈的、金
灿灿的阳光投向地面。但是沿途的白桦树已经变黄
了，像一排排高挂的黄色经幡。秋自高山之巅，向我
们招手道别。“别了，北极村，我还会再来。”每年的七
八月份，是北极村最怡人的季节，霜降以后天就开始
凉了，这里将是满山燃烧的红叶。

大概候鸟也快该集合，准备飞往他乡了。3

□周笃文

年前吾友璞生以杨泽远先生之《诗
意核心价值观》诗作一部见示。洋洋洒
洒，八百余首。去岁冬至刚过，挑灯披
读，览而喜之。似有一股暖暖的和风从
心头涌起，吹散了山居的冷寂。其嘉言
美句，令我为之神往。这是一部兼具新
意与厚重，值得认真一读的佳作。

首先是体裁新颖。这是一部大型组
歌。它有六句体的序歌与篇歌和两句体
的哲理性短歌组成。用一种近乎几何图
形的智性结构，通过三个层次，来抒发对
诗意的核心价值观的艺术化的感受。

其次是鲜明的主体性格。作者以

“核心价值观”这一严谨的哲学命题，作为
其诗性表现对象，是“举精神之旗，立精神
之柱”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鲁迅先生作

“时代马前卒”的体现，这在当前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
人灵秀。”诗教思想，是我国诗歌的优良传
统。早在《尧典》中，就提出了“诗言志，歌
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
伦，神人以和”的重要观念。《周易》中又
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以为这正
是本书作者的活水源头。

第三是哲思睿永，文采斐然。这本
诗集一大特点是，多用二句体的对仗形
式展现诗意，抒发情感。语言既简练又
有强烈的对比性，并彰显出一种整齐性

的美感，强化了其感染力。
如《文明篇》：把日月装在心里，啥

时候都不会缺光明。公心，是定海针、
压舱石；私欲，是龙卷风、无舵船。山
叫你看雾，才显其宽容；水叫你观帆，
才显其秀阔。

如《平等篇》：平等是和谐的助手，
更是文明的春风。再矮的人，也不能低
看；因为人的内心，都有一座高山。

这些类似箴言的诗句，如冬雪春
花，伏雨秋月，给人哲理的覃思，美感的
薰习，灵光的照耀与情感的陶醉。这就
是泽远先生苦心孤诣创作的这部诗集
为我们带来的享受，相信会赢得众多读
者的心灵共振。3

核心价值观的诗意表述

□赵克红

一行人相约来到洛邑古城,恰逢高爽的清秋。远远
地，便望见晴空之下，一座古塔高耸入云，巍峨壮观，那便
是文峰塔。此刻，洒落大地的阳光，正为文峰塔披上炫目
的光彩，广场上，游客的脸上洋溢着花朵般的微笑，或低
语交谈，或合照留影。新修葺的以文峰塔为中心的洛邑
古城，恢复了明清时期的景观，如今已成为老城一道亮丽
的风景。漫步湖边，垂柳依依，湖水清澈，小桥流水，宛若
中国山水画的浓墨淡烟。一排排仿古建筑古色古香，尽
收眼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交汇，让人骤感时
空轮回。

建造文峰塔是为了兴文运、昌科举。中国人兴文重
教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一个地方，期冀文运昌盛；一个
人，一个家庭，盼望科考顺利。因此在中国，人们既崇孔

子，也拜文昌。文昌，是中国古人智慧天空中的星宿。
于是文峰塔作为风水塔，遍地开花，现身各地，成为中国
文化和建筑史上一道独特景观。

一千年前的大宋是一个崇尚文化的王朝。眼前这
座文峰塔，便始建于宋代，明末毁于战火，清初重建。明
清时，塔的附近还有一潭美丽的湖水和一座庙宇。该湖
泊，据传是掌管士人功名禄位的文昌帝君常在此研墨所
致，因此当地的文人们称该水池为水墨池。塔、湖、庙在
此交相辉映，形成了当时河南府城内一处著名的人文景
观。

旧时，此地的房屋多为比较低矮的平房和砖瓦房，而
文峰塔在当时称得上地标性建筑。人们登临文峰塔，遥
望河洛大地的壮丽景色，多有“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
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感慨。

中国历来崇尚兴文重教、耕读传家，也为读书求知

定下了不同的目标，既有“明心见性”，也有“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倡导，这与科举制度高度吻合。人们理
想的实现先要按照自下而上的考试，方能出人头地，取
得功名。如今科举制度已废除一百多年，但普通人改变
命运仍要靠教育。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多学子
有关前程的拓展，对一个人来说考试的重要性更显而易
见。因此，主管文运的文昌帝君自然就得到更多的尊
崇。文峰塔，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在当时，得到了执政者
和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可。毋庸置疑，文峰塔是一座承载
了洛阳文化传承和历史沧桑的丰碑。

文峰塔，是一座密檐式砖石塔，四方形，高约 30
米。整体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和塔身
之间嵌有铸铁，以保持整座塔的牢固性。基座用方形青
石所砌，从第一层至第九层，逐层递缩。一至八层向北
各开一弧形拱门，可向外张望。门上皆有题额；第九层

则四面各开一弧形拱门。如今，塔刹已被毁，一层拱门
两侧原嵌有对联一副，字迹漫漶不清，难以辨认。

文峰塔承继了唐宋以来各种砖塔结构形式的优
点。塔身外壁用砖砌筑，塔的中央又砌筑一个砖塔心，
每层之间建有木质楼板和木质楼梯，可盘旋而上。塔内
第一层供有文昌，第二层供有魁星。文昌，又称文昌帝
君、文曲星，是中国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之神，旧时多
为读书人所崇祀。魁星，即“奎星”，原是中国古代天文
学中“二十八宿”之一，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之神，有

“魁星点状元”之说。古人建造此塔“祈福赐恩，益国安
民”，祈盼洛阳文运昌盛，人才辈出。

千百年来，文峰塔阅尽了人间沧桑，点亮了莘莘学
子的希望和梦想，如今它依然守望在这里，虽然它早已
失去了人们的些许依赖，但作为文明的象征，它仍然有
着让人仰望的高度。3

□杨东明

记得那是个牡丹花乍谢的时节，有
朋自远方来看望母亲。母亲久病，刚刚从
医院归家。来者亦风烛残年，步履蹒跚。

四十多年不见，两位老妪欣然彻夜
长谈。来者取出半个世纪前的旧照，只
见两位妙龄少女皆剪发短裙，布鞋长袜，
全然一副“五四”时期新女性的打扮。

我捧着这张旧照，爱不能释。
形骸已忘，时空倒转。先唱“长亭

外，古道边”；再吟“江南好，风景旧曾
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

于是，我知道了当年母亲是怎样走
向延安的；而她，又怎样嫁给了一位报人。

于是，我知道了，在我下乡插队劳动
时，担着风险送我当兵的那个叔叔原来
是爱过母亲的。他是一个有着钢铁容颜
的军人，然而他却颇儒雅，给我写信提到
我母亲时，每每用毛笔将“她”写为

“伊”……
他对我那样的关切，他曾问我，看

没看过《基督山恩仇记》……
母亲与学生时代的闺友，这两位老

妪的回忆分明就是一部小说。于是，我
写了一篇小说《秋水伊人》。

应该感谢造物主给了人以回忆往
事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便是

人生的回忆，是对人生的眷恋。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匆匆地走一遭，倏忽之
间，便要离去。正所谓“方留恋处，兰舟
催发”。那千般思绪，万种情愫，是剪不
断，理还乱的了。

文学激情，是基于对人生的热爱、
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生发的。爱而不
得，就有了感伤，有了怨和恨。爱而既
得，便升腾起带着笑意的自豪，甚或是
了却天下事的英雄气概。

由此可见，文学应该是有了一定人
生阅历后的事。初涉世事，刚刚迈开人
生的脚步，无可回首，无可忆念，也就无
从谈起创作出有分量的作品。人生是
无止境的追求，因而便永不餍足。那缺
憾，人们总爱用热烈的想象来将它编织
完满。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缺憾越多
的人，那想象便越是斑斓瑰丽。

终生未能嫁娶或者未能获得如意
爱情的人，据说最能编写动人的爱情故
事。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只有在想
象中来满足了。

沉湎在往事中的那一刻，往往是创
作灵感到来的时候。静夜独坐，我会看
到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小姑娘嫣然笑着绕
过我幼儿园的小床，把带着体温的糖果
悄悄塞进我的手心。我还会看到医院的
急救室里躺着一位十八岁的少年，他和
我谈着普希金，谈着《上尉的女儿》，吟着

刚刚写完准备印在报上的诗句，“中原自
古多烽烟，金戈铁马出英豪”。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我下乡插队的
情景，我又和相邻生产队插队的女知青
结伴儿扒上货运列车，从知青点一起回
郑州。在“宣传队”，她和我一起演唱过

“老两口学毛选”。货车皮又黑又闷，我
和她倚在微开的车门缝边，整整一夜说
着什么而又仿佛什么也没说。只看到
沿途明明灭灭的灯光和对方那忽明忽
暗的眼睛……

有了如此多的回忆，所以我才有了
那些被称作小说的东西。

文学家的创作是个人的事情，那表
达的情绪也是属于他个人的。如若一
味钻在自己织成的丝茧里，即便将那小
小的喜乐，小小的哀伤浅吟低唱得如何
婉转，也终究是茧中的艺术罢了。如果
将个人的命运放在了大时代的背景里，
显影出了那特定的时代，这艺术便超越
了自囿的茧壳，让千万人共鸣。

小说《家》无疑携着巴金从自己家
中带出的青春梦，《莎菲女士的日记》显
然唱着属于丁玲自己的心曲，然而他们
却表现出了整整一代人的追求和希冀。

我每每遐想，能作为一个有理智有
感情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幸运。
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如此值得留恋，怎么
能不引人放声歌唱呢？3

文学与回忆 心灵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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