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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

要去浙江萧山湘湖参加一个有关散文的研讨会，已订好下
午的机票，去许昌是临时加的一个行程。中国摄影家协会要在
许昌举办一个“魅力许昌”摄影展，须得去出席一下开幕式。常
常从许昌城外的高速公路经过，却有好多年没去过城里。当年
我爱人大学毕业分配至这里，细细想来，还是有许多悲欣交集
的回忆，只是有些记得，有些已遗忘。

许昌在三国时是魏都，后来演变为一个工业城市。记忆中，
是一个灰头土脸、干旱缺水的城市。但这次摄影展上展出的照
片，却让人眼前一亮，许昌在摄影家的镜头中华丽绽放，令人难
以置信。

短短几年时间，过去连居民吃水都成问题的脏乱土城，竟
然魔幻似的变成一座水城，的确匪夷所思。我记得原来许昌
市内有一个小湖，也叫西湖。苏轼、司马光、范仲淹、朱熹、欧
阳修等都在此留下了不少诗篇。后来苏轼到杭州做官，给当
时的州官致书，建议改名小西湖，以区别于杭州西湖。所以
《永乐大典》才有“天下西湖三十六，许州西湖在其中”之说。

陪同的朋友说，许昌的华丽转身发生在2014年，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通水，许昌市每年能分得 2亿多立方米水，完全
满足了许昌市民吃水问题。于是市里决策者决定把北汝河
水和城市中水作为生态水源，连通了环城河道，把污水输入
处理厂集中净化处理。同时挖出5个城市湖泊，开辟了沿河
林带，一套完整的城市生态水系建立了起来。因此许昌地下
水位平均回升了2.6米，河水都达到了四类水以上，绿化覆盖
率达到了目前的40%……

飞机大约是下午3点抵达萧山机场的，机场距会议承办
地湘湖度假村只有40分钟车程。车驶入湖畔，渐入佳境。黛
色群山中，荡漾着一汪碧水，犹如天宫遗落人间的一面宝镜，
清澈而明静。比较而言，西湖是娘娘的端庄典雅，湘湖却是美
丽的邻家妹子，亲切、温柔、淡雅之中透着天然的灵气，一派纯
情，却也是另一种惊艳。接站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小姑娘，她怯
生生地问我，老师来过湘湖吗？答曰：没有。老师知道湘湖

吗？答曰：刚刚知道呀。小姑娘就更羞怯了，脸色红润得像车
窗外的晚霞。她扭过头看着窗外说，我们湘湖没有西湖名气
大，是新开发的景区……接着开始背解说词了。我打断她，笑
着安慰她，飞机起飞之前我做了一下功课，萧山的湘湖可不是
新的。远古时，湘湖地域曾是东海海湾的一部分，而城山、西山
则是海中的小岛。当时，海浸海退频繁，沿海平原常常海陆交
替。约8000年前，海退成陆地时，这里又成湖泊……啊？老师
知道得这么多！您知道吗，2002年，考古人员在发掘跨湖桥遗
址时，在地下第九文化层里，发现迄今已经有8000年历史的独
木舟，同时也发现了这个自然“湖泊”的历史。

我知道，8000年的独木舟横空出世，在水面划出一道历
史的涟漪，将浙江的文明史足足提前了1000年。更令人称奇
的是，在1990年第一次抢救性发掘中发现的两座储藏窖，里
面储满了橡子和大量的水稻，从水稻粒型分析结果看，跨湖桥
遗址的古稻明显区别于野生稻，是人类驯化后栽培的。这项
发现，打破了改良水稻从中东引进的传说。这让我兴奋莫名，
十年前，我曾经为河南省漯河市编著过一本城市书，其中说到
舞阳县贾湖遗址，在那里也发现了大量8000年前的炭化稻
米、稻壳及石磨盘，证明贾湖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之一。真的
无法说清楚，我们的中华文明到底有多悠久的历史；也无法想
象，那时我们浙江的先祖与数千里之外河南的先祖，是不是曾
经一起茹毛饮血的同胞？

我们入住的驿站，建造在湘湖岸边。那晚去湖上散步，想
象着清朗的夜晚，面湖而立，天上一轮明月，水中两座古桥，交
相辉映，银光闪烁，该有多么浪漫。却见阴云遮月，月牙儿一
会儿从云朵里露一下脸，小孩子一样淘气。因为上面是航线，
飞机已经降得极低，偌大的一架，灯火辉煌，一时躲进云中，一
时又窜出来，引擎声近了又远了。大家都仰着脸，认真地看
着，或者各自附丽着自己的心事。对面偌大的越王城山上灯
火璀璨，似有几百栋别墅。我们踏着湿漉漉的石板从跨湖桥
上走过，要近前去看个究竟。约莫走了半小时，已到了山脚
下，一整座山的灯光突然灭掉了，漆黑的一片。有路人告诉我
们，山上没有别墅，那是灯光，几座山的灯光工程。天已经很

黑，仍有三两游船在湖面上徐徐来去，似远还近，连我们自己
都入了诗画里去。

湘湖几乎是建造在水上的旅游开发区，住在水边，吃在水
边，出门就立在水边上了。我们去捕捞船上看船老大下网，湖水
过于清冽，又加上我们的喧闹，几十米的网，竟然未拉到一条小
鱼虾。散文家周晓枫不甘心，与船民约好，夜里四点再随渔民船
去打鱼。后来果真去了，却是因为天黑未能拍下照片，只是哀叹
那些鱼儿太可怜，躺在舢板上挣扎抽搐，看着都痛。未知鱼之
乐，却识鱼之痛，到底是文人的情怀。

湘湖旅游度假区端的就是一个大公园。已经晚秋，各种叫
得出叫不出名的花儿开得枝繁叶茂。特别是桂花，香得满天满
地。湖边的小镇上种了几百亩向日葵和格桑花，我们称之为花
海。真想拖家带口来这里，丹桂飘香，蟹肥花黄，着三五知己在
酒馆坐了，蒸上一盆湖蟹，几盘湖鲜小炒，再温一壶黄酒——所
谓幸福，估计就是这般模样吧。

这么多年来，湘湖一直寂寂无名，估计与它的多次被毁
有关。所以，决策者们重新开发湘湖的决策是英明的，湘湖
的人民享受到了湘湖旅游景区带来的福音。其实，在 2500
年前，湘湖就是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重要历史舞台。湘湖
和白马湖，是越国的军港——固陵港，是我国汉代以前最大
的军港。越国的 500艘舰船，近 5万水军在此常驻，越王勾
践的多次水上军事活动也都从这里出发。秦、汉、唐时期，
西陵湖因淤泥成为沼泽，或被垦为农田，水面逐渐减少。宋
正和二年，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之一、时年六十岁的杨时赴萧
山任县令，顺应民意，废田 37002亩，蓄水成湖。因此湖西
南宽，东北窄，形似葫芦，“邑人谓境之胜潇湘然”，故名湘
湖。清末至民国时期，湘湖主垦势利占上风，尤其是新中国
成立后，是湘湖历史上垦殖最迅速的时期。至 1966年，湘
湖水域缩减为 3040 亩，还不足原来湖面的十分之一。
2003年，杭州萧山区的决策者们启动了湘湖保护与开发工
程，恢复湖面1.2平方公里……

湘湖有一条堤岸叫杨堤，就是以杨时的姓氏命名的。西湖
的苏堤，也是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筑成。老百姓能记住一个人
的好，所谓政声人去后，此之谓也。

杨时属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他赴萧山任县令时，已经名满
天下了。当时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
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到任
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筑湖，取名“湘湖”。就是在他的
手下，湘湖成湖面积最大，达到3.7万亩，周围80余里，即使大旱
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

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介绍杨时，并不仅仅是为了感
慨他的这番千秋功业。从许昌，到眼前的湘湖，以及历史上的
杨时和苏东坡，我感受到了某种共同共通的东西，这些东西一
直在感动着我。在历史宽大得无边无际的褶皱里，我们仅仅
是一尘之末。但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后人留下点什
么，不管是官员还是我们这些凡人，我觉得几乎也可以算作饱
满的人生了。3

不止湘湖

在历史宽大得无边无际的褶皱里，我们仅仅是一尘
之末。但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后人留下点什
么，不管是官员还是我们这些凡人，我觉得几乎也可以
算作饱满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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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禾

“知了”是蝉的俗名。在数以百计的咏蝉诗
词里，这鸣声嘹亮的小小的生灵，既是“一闻愁
意结，再听乡心起”的怀旧媒介，又是“与物心无
竞，离尘翼最轻”的清洁象征。长忠先生是饱读
之人，对古诗词意境中的蝉趣，大约深得个中三
昧。因此，才将这本散文集命名为《知了》。

“知了”，也可理解为一句常说的话，知道
了。知道了——仿佛简淡至极。这一番看过世
象的“知了”，却是一声贯彻，余音绕梁，颇有些
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意思。静听蝉鸣者说，处身
于沸沸扬扬的名利场中，谁也“不能逃避时光的
销蚀”；意识到人的疲倦与停滞不是由于缺乏，
是由于“不停地捡拾”。对于来路与自性的检视
直如俯瞰风景，抑扬顿挫皆清晰可辨。所以他
说：“我不需要这许多。丢开这鼓鼓的行囊，或
许我还可以在黄昏的旅途上继续走下去。我所
需要的仅仅是三件两件，如此而已。”

懂得清减的人，必然曾经修炼。
通观《知了》，若干的咏物短章皆如花朵，而

葳蕤枝叶之下，是质朴结实的故乡叙事，是情感
的根脉。在人的一生之中，总是有某些特殊的
时间片段，某些特殊的生存场景，与一个人格外
亲和。《知了》中最酣畅的部分，是叙述性的怀
旧，是独自拉煤爬上大坡，用意外捕获的桃子和
河鱼为爷爷祝寿，在田野里千方百计搜寻吃食，
是母亲的眼泪，山中大嫂的厚待，邻家大哥代交
的五毛钱学费。那些人生碎片俱是轻小的，微
如滴水，并不隆重，却水滴石穿，成为思考与情
感的生发基础。那是一个人的灵魂源头，丰沃
而沉默，与每一步成长经脉相接。因此，这部分
文字，与其称为回顾或书写，不如称为对于来路
的郑重致意。作者不事斧凿，篇篇皆是涓滴成
曲，汇曲成溪，聚溪成河，奔河入海。头不戴帽，
足不穿靴那一种原汁原味、活色生香，非有深情
不能成就。最可琢磨的篇什，是《穷家之乐》。
那是个食物匮乏的年代，但是那一群在田野上
四处搜寻食物的孩子，却是欢喜雀跃的。“枪子
换美食”的得意，“葱叶灌芝麻”“焦土焖花生”的
美味，掏鸟蛋、逮爬蚱、采蘑菇、偷瓜果的野趣，
在作者叙述里显得调皮而强韧，不是寒苦难耐，
而是好奇和欢乐。“由物质短缺而激发的寻求感
官满足的意志与技巧”，久而久之，恰恰“转化为
独有的精神财富”。

我确信，有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少
年意气，有过“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与折磨，
才会有这样的“蓦然回首”，究竟欢喜。

作者说，或许由于个性使然，“一直以来，我
较多考量人生的目的与意义之命题，且以为人
生的幸福与物质的匮乏与富裕并不存在正相应
关系。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书本无涉，盖出于自
身之生活体验。”作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考
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先在高校供职，
然后进入政府机关，辗转忙碌数年。如果说阳
光充足的乡村成长与象牙之塔的培育涵养，构
成了作者双重的精神底色，并赋予他的文字兼
容浪漫与沉思的特殊格调；那么，多年从政的人
生经历，则使他的表达获得了从容练达的独特
品质。

因为已“知”，所以能“了”。在听蝉鸣者看
来，那令人想起化石和混沌时期的“单纯的音
响”，不仅提醒着“人生之大道”，而且昭示着“造
化之至理”。这领悟，以万物轮转为印证。《知
了》开篇，便是读荷；文至收束，再写残荷。听
蝉人也曾在春日午后掬水洒向新生的荷叶，在
夏日雨中与伴侣驻足池边，也曾“多次守候荷
塘，却从未见一片荷花落下”。在世人的赞誉
之外，他看见的是荷花始终如一的“静穆”，看
见贯穿生死的沉默中，有着“处于宗教核心的
圣”和“处于艺术核心的美”。还有另一种花盘
硕大的花——向日葵。作者信笔由心地写道，
这种植物“抽长长的茎”，开“灿烂的花”，似乎是
骄傲的，但这始终朝向太阳开放，只不过在以尊
严演绎对于孕育者的谦恭。正在旷野上飘落的
雪，仿佛有声，却又寂静。踏雪者在雪原上踽踽
独行，耽溺于似有若无的天籁之音，蓦然间仿佛
从中听到“一位哲人在讲解关于人生的疑问”。
生命的追问与解答，正在这些被作者一眼捕获
的物象之中——在布谷鸟那恍若高天游丝的鸣
声尾音里，在静如安眠的王冠湖里，在雪原上的
清冷月光里，在坚韧自守的樱花里。在“明道若
昧、幽玄不可揣度的造物主”的一切安排里，正
是不懈求解的心意引领着人们踏上路途，于不
知不觉中步出“无顶之塔”。

有位解释《论语》的学者说过一段话，大意
是，真正做事的人，反要有一点出世的精神，才
能在繁琐事务上调停得当；辛苦为政的人，反要
有一点诗人的情怀，才能身处劳烦而敦厚愉
快。我不知道这是否确切，但是我相信，对于存
在与时间的追究，至少可使人生不至于堕入轻
妄。在听蝉鸣者看来，追问与索答是属于人的
孤独，足可与庞大而喧嚣的世界对峙：“只有在
这孤独之中，我才能感受到我的存在，我的自
由，我的幸福。”3

□王文平

春天的花朵全部涌上了

这匹古老的丝绸

沿着夏天热烈的话语

蝴蝶翻飞

一带一路之上

不同国度的人们盛开的希冀

经纬交织

拉起手挽起臂膀

串起地球村

东方喷薄而出的太阳

沿着古老的路线

普照山川河流

温暖你我的心房

从这里再一次出发

丝路精神在春天复活

美好的生活是这斑斓的丝绣

成为全人类的锦袍玉被

彼此拥抱关怀

亲如兄弟

飞驰的髙铁带着千年骆驼的梦想

让速度说出时间的惊叹

让质量喊出东方的诚意

让科技输出一流的智慧

让炎黄子孙沸腾的热血

向着美好的未来一路高歌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在同一片蓝天下

共沐盛世清风

同享经济繁荣

五月火红的花朵

绣红了整个地球

中国的丝绸啊

掀起了海上的浪

旋起了陆上的风

在一带一路的上空

绚丽飘荡

全世界共同瞩目

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辉煌篇章3

□李成

偶翻书，翻到林东海先生的《文林廿八宿
师友风谊》，读了第一篇写朱东润先生的《乔松
本性》，文中说到朱先生曾托人给北京的几位门
生带去他的书法作品，其中有给黄保真所书的
绝句：“持家作健近如何，辛苦米盐较计多。惭
愧瘦单穷博士，一瓯清水剪层波。”我的目光久
久停留在这几行字上。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
与黄保真老师的一些交往，心里涌起诸多感慨。

我认识黄老师是在到中国人民大学正式
读研的前一年。那一年我第一次考研，总分和
各科成绩均过线，但并没有接到正式录取通
知，而是由古代文论教授蔡钟翔先生给我来了
一封信，说是我报考的文艺学专业录取考生已
满，正考虑让我转到古代文论专业学习，但是
否能行，须由研究生院决定。我立即回复蔡老
师说愿意，却久久没有等到下文。我有些着
急，便请假北上京城。经打听，才知转专业一
事极为困难。但系主任陈老师见我已经去了，
便说不妨安排一次面试，专考“古代文论”，看
结果再定。人大中文系指定的是黄保真教授
来给我面试。

那是个傍晚，我第一次见到黄老师。走过
一个旮旯里的小胡同，看到他家的两间平房。
已近盛夏，天气较热，黄老师让我们搬来几把椅
子、小马扎坐在门前说话，除了室内有一点灯
光，周围一片朦胧。那一天，我也见到了师母和
他们的女儿。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面试。

第二天面试时，黄老师问了我几个古代文论
方面的问题，我几乎都答不上来。面试当然也就
早早结束，我的心情不仅是失落，更是惭愧不

已。我有些后悔自己在大学阶段因为搞文学创
作而忽略了古代文论的学习。所以在来年，第二
次考研时，我提笔给黄老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
侥幸保存了下来，这里摘录几句，可以看出我当
时的心情：

在我心里，自从那天复试，我就把您当做最
为崇敬的老师了，把您的今天当作我一生奋斗
的方向！曹丕所谓“高山景行，私所仰慕”说的
正是我对您的崇敬之心！不要说手捧您与蔡老
师合著的皇皇五大册巨著《中国文学理论史》，
于我有汪洋浩瀚、不能穷尽之感，就是您发表的
一些论文，就我所见的《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
文学》《荟萃·整合·过渡》《植根子史 博取西学》
等等，也令我诵读再三，爱不释手……

第二年，我如愿到人大读研。但黄老师那
时想调到海南师大去任教，已不经常授课。我
和几个同学曾结伴去黄老师家拜访他。我们随
意漫谈，师母有时也加入进来，大家聊得很开
心。他们的小女儿正上中学，十分清纯可爱，在
我们眼里，这是多么和谐的一家人。但当时师
母没有工作，仅仅靠黄老师一人工资维持生计，
确实有点吃力。据说他之所以想调到海南师
大，就是因为那边答应解决师母的工作问题。
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聊得时间较长，就在黄老
师家吃饭，吃的是饺子，自己动手包。那是我第
一次学包饺子。吃的时候，黄老师让女儿拿出
橱柜里的一碟酱牛肉，但略有点尴尬的是，酱牛
肉端到桌上，揭开盖子，从碟子里爬出许多蚂
蚁，我们为了不让老师难堪，赶忙蘸着醋，把这
碟牛肉一扫而光。这可能只是一件偶然的事，
但也略能窥知他家的清寒。

黄老师是山东巨野人。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不过五十岁左右，正当盛年，言谈举止都很
敏捷，风度潇洒，人也长得精神，跟他交谈，我
感到十分愉快。当时他一直在等调令，让我们
觉得随时都有分别的可能，内心有着不舍。有
一次从他那里回来，我写了一首诗给他，以表
惜别之心：

犹记第一次来京

一个乡下少年

满面迷茫惊恐

你平易温和的目光

是一道闪亮的缆绳

让他登上金色海岸

……

琅琅读书声里

草木更加葱郁

你偶一回眸 会看见

那头乡下来的牛犊

在啃你洒过清露的草叶

……

他还是去了海南。多少年后，有一次与蔡
钟翔老师谈起他，蔡老师说：黄老师调海南，并
非上策。他要在北京，学术环境条件更好些，会
做出更大成绩。确实，自从他去海南后，未见他
有新的著述问世。我心里有点为老师惋惜。后
来，还是从网络上搜索得知，黄老师已于 2015
年 9月辞世，看照片晚年的他似乎变了样，不见
当年的风采。毕竟过去了二十来年，时间就这
样改变了一个人！

再次读朱东润先生给他题的四句诗，感觉
到生活对一个人的压力，更看到朱先生对黄老
师人生如“一瓯清水”的期冀。这种理解，也许
是我的私心所愿。3

10│中原风 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冻凤秋 邮箱 hnrbzyf2016@163.com

“知了”，也可理解为一句常
说的话，知道了。知道了——仿
佛简淡至极。这一番看过世
象的“知了”，却是一声贯彻，
余音绕梁，颇有些过尽千帆皆
不是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