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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占生

匆匆来到陕北延川的梁家河，又匆匆离开。也就
是在这短促的匆匆之间，梁家河的几帧并不起眼的
影像，还是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幕上，挥之不去，拂之
又来。

耸立在田间的雕塑

踏上梁家河这块土地，映入我眼帘的第一幅画
面，就是梁家河的乡亲们在田间劳作的场景。他们
弓着脊背，专注于田里的庄稼，专注于手头的活计，
一点也不理会马路上车辆的轰鸣与游人的喧嚣。按
说，这场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村的村民也
该是这般的劳作，但这场景还是触动了我。他们头
顶着烈日，弓着脊背在田里劳作的样子，让我想起我
的爷爷、我故乡的邻里，想到一个真正的农民专注于
劳作时的美。

在四川博物院里，我曾看到一块汉人农作画像
砖。画面里的田地阡陌纵横，田里有六人在劳作，前
排的四人动作一致地高举着刈刀，似在收割又似在
舞蹈；后排的二人似在播种。画面呈现的劳作场面
似乎让我感受到历史的脉动，是土地，只有土地，才
会使他们的生命如此富有激情。沉默的土地，沉静
的土地，会用它的静穆告诉你，劳作使人与土地结成
了不可间离的生死之缘。也许，我们无法真正理解
切实感受汉代人劳作时的快乐，但我们完全可以感
受梁家河的村民在田地里劳作着的专注与本分。劳
作在田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源。他们劳作在田，
其实也是守望着他们的日子，守望着他们的生活，守
望着他们的祖业，守护他们的今天与未来。

每望见他们在田里劳作的身影，我的心里都会漾
起一漪温暖。感谢梁家河田里这些不理会游人的眼
光，不理会外界的喧嚣，安静、专注、本分地劳作的乡
亲。他们给了我一种信念，一种认知：我们不仅要守
望着我们的土地，同时也要守望我们的良知，守望游
子返乡的里程。而指引游子返乡的标志，就是乡亲
们在田间劳作的背影，如耸立在田间的雕塑。

粮食是最亲切的问候

梁家河的美是一种自然的专注，同时又是一种本
分的守望。自打踏上梁家河土地望见山梁一样朝着
蓝天弓起的脊背那一刻起，我就感受到这一点。进
得梁家河村之后，我更坚信了我的认知。

如果说梁家河的乡亲在田间劳作的景象只是一
幅遥望中的剪影的话，那么，梁家河村头场地上的这
一幕幕场景就是一帧帧放大的特写，每一个细节都
袒露着它的肌理，袒露着它最切实的质地，直言不讳
地言说着它的心里话。场地的一边，有几个售卖商
品的木板货架，货架上的商品，是各种色香俱佳的

“粮食”。特别是那摊在大箔箩里的小米，带着谷糠
的糯茸浓香。售卖人员会告诉每一位游人，这是他
们这里最好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这是他们自家
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是自己种的、自己碾的小米。在
场地的另一面，是梁家河人给外乡客人呈现的梁家
河人眼中最好的风景：圆圆的、饱满的粮食囤，如巨
大的绣球似的晾晒玉米的粮食柱子。在这些具有传
统农家生存意义的“风景”的另一端，是一处高高的
麦秸垛，很似乡村大妈蒸出的巨大的馒头；在麦秸垛
的旁边，是一个类似于农家大妈蒸出的大窝窝头似
的豆秆堆。再往里，就是装地瓜南瓜的木笼子、摆菜
蔬的石台子、一架巨大的碾盘和舂米的石臼。这些
粮食以及与粮食相关的物象，就是梁家河人呈现给
游人的最好的风景。

这让我想到一个熟语：民以食为天。也让我想到
了新石器早期距今一万年间居住中原的裴李岗人的
石碾盘，想到我国史前最早的陶制食器，想到许多考
古居民村落先民的粮仓遗迹。尤其让我心动的是我
想到我的家乡邻里在街头相遇时的一句问候：吃了
吗？吃了吗？想到在夕阳余晖中邻里相遇门口街头
那句“喝汤了吗”的问候语，带着馍馍的温度，带着小
米粥和菜糊糊的清香。我想这该是我们人类最本真
的关切了吧?在我看来，这就是梁家河人最美的风
景，粮食就是梁家河人向远道而来的客人最亲切的
问候：吃了吗？

开在农院里的书店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梁家河一户庄稼院，还开了
一家书店。

这是习近平同志当知青时曾住过的院子。村头
坡上，三间坐北朝南的窑洞，两间坐东朝西的斜坡顶
厢房，那间书店就开在东厢房里。一块印着“新华书
店”的镜框端挂在房门一侧的砖墙上。房间不大，满
满的几架书围立在四周墙边，簇拥着屋中间的一架
书，这格局也算是充分利用空间的一绝了。因行程
匆忙，书架上的书没能认真翻阅，一眼望下来，大体
上也就是些文学名著、时事政治、学习资料以及介绍
陕北革命圣地历史人文、介绍梁家河风土人情之类
的图书。买了一本记录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七年知
青岁月的《梁家河》，就赶快走出书店，要赶我们的返
程了。也许是出于一种习惯，或许是出于一种特殊
的留恋，在我就要迈步走出这家庄户人家的院门时，
不由得又回头望了一眼。这一眼，我望到的似乎不
仅仅是一面砖墙，似乎也不仅仅是一个镜框，而是中
国传统乡村的一面镜像，而是观照中国农耕社会的
一条路径，而是中国传统院落门头的一块泥金牌匾：
耕读传家。

我想，如果说在梁家河的田间我看到的是梁家河
人的勤劳与本分，在梁家河村头我看到的是梁家河
人的厚道与真诚，那么，在这个农家院里，我看到的
就是梁家河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就是中
国乡村最美丽的风景、最阔远的前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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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

月下沉思

生活总有最美好的时候

就像十五的月亮

有最圆满的时候

我来这尘世已五十春秋

日出日落的履历中

见惯了月降月升、星隐星显

借今夜月色，梳理流年

阴晴雨雪度过，酸甜苦辣吃过

喜怒哀乐经过

长长的记忆中，一度对

阴和雨、酸和苦、怒和哀

刻骨铭心

而现在，感觉每一个日子

都是晴天。睡梦中

有时会笑出声来

习惯了甜的食物

美的景致，习惯了喜讯萦绕

耳边，习惯了安静祥和

其乐融融

冰雪与霜寒

早已烟消云散

幸福久了，需要提醒幸福

这是朋友说的 昨天

若不是他从远方打来电话

我差一点就忽略了今夜月光

此刻，月真大

月真亮、月真圆

月的光辉已经照彻了——

北方 南方

大地 山川

这是新时代的月光

亲切温馨中还有浪漫

我相信，它会一直照耀着我

人生的路还很长

剩下的五十年

我将见证更多奇迹

我是一个感恩的人

谁创造了这美好的生活

我用一生铭记

又见秋天

我喜欢秋天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

从夜晚的一缕凉风中

从清晨草叶上的一滴露珠中

从一枚飘飘摇摇的落叶中

感知到秋天的来临

我喜欢秋天，并不仅仅是

拒绝夏天，拒绝那种闷热和浮躁

拒绝冬天，拒绝那种冰冷和严寒

而是真的喜欢秋

喜欢她的凉爽、沉静、恬美

喜欢她的成熟、端庄、优雅

每个人都有一种气质

也许，我的气质

与秋天隐隐契合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潜伏在内心深处

只是连自己也不一定察觉

譬如喜欢花生、玉米、稻穗

譬如喜欢山楂、红枣、苹果

总之喜欢饱满金黄的粮食

喜欢瓷实滚圆的果实

这种幼年的记忆

无法泯灭

我喜欢秋天

其实是喜欢丰收的日子

喜欢大自然狂欢的景象

喜欢普通人家殷实的生活

就像今天的样子

不再是幻象

秋天到了

我又笑了

回南阳

一个在淅川长了十八年的游子
从第十九年开始，便萌生了牵挂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那根红薯秧和那条南瓜藤

一直扯着前脚后脚

像邓州、唐河、新野的人一样

谁问起来家在哪里，不说

出生地，爱往大处说：南阳

年年中秋、春节

南阳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

眼前伏牛，背后伏牛

脚下丹江，身边丹江

记忆中的天空

时常飘游着白云彩云

上演着湛蓝绯红、雨雪雷电

比土还土的村庄村路、学堂池塘

见证过童年星光、少年月光

平生的第一声啼哭应该是孱弱的

母亲的奶水里缺少麦香

养不出声音的嘹亮

曾经贫穷的家乡

在我的精神里并不贫瘠

那是富裕的铀矿，有热、有光

我爱它，背起行囊

每一次抽身都那么急迫

每一次都从方城切入

过白河、湍河、灌河

越宛城、镇平、内乡

连空气都格外亲切

就想用最大的力气呼喊、歌唱

像诗人田禾 喊山，喊水，喊亲人

把情和爱都喊出来

把故事中的情节都喊出来

把生命中的骨头都喊出来

生在南阳，根就在南阳

长在南阳，魂就在南阳

血液中流淌着母亲的南阳

深夜想起来就难以入眠的南阳

这一次回去，是画境里的南阳

诗歌里的南阳3

□刘军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出了对待历史
的四条准则，其中“对待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
敬意”这一条传播深远，颇为世人嘉许。所谓
保持温情与敬意，通俗点说就是要确立一种文
化认同感。重人文精神而轻玄想，重人伦教化
而轻宗教精神的感召，这是华夏文化与西方文
化的简明区别所在。在文明确立的早期，《周
易》中对此业已有明确的阐发——“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
文与人文相对，天文指天道自然，人文则指社
会人伦，其中含有精神教化、文明文雅、文治等
多重内容。

文化的传承需要符号系统的支持，在我们
这里，私以为典籍和人文构成了这套符号系统
中最具稳定性的对象。典籍和人文尽管也遭受
兵火和时间的双重胁迫，有所增删，但大体的模
样不变，正所谓斯人远去，尚存余香矣！时光杳
渺，经典书籍会重新得以阐释，进入每个时代的

“当下的”生活；至于人物辉光，则映照于各个侧
面，他们成了文化性格的多重倒影，与天光云
影，共徘徊之。

若论典籍和人物的发生地，关中地区与在

河之南的中原地区可堪表率。政治、军事、医
学、卜筮、农林、历法、数算、文学、艺术等领域，
应有尽有之。翻阅河南诸县的县志，再不济也
会出一些政治家，文化中原的口号可不是自我
贴金，而是历史累积的必然结果。知名散文家
王剑冰先生于今年年初出版了《大象中原》一
书，作为一部散文集，作者以文学的笔触耕作于
文化与中原人物的对应关系，透过文字的记载
或口耳相传的故事，于历史碎片和人物风采开
启重温的历程。这本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为历
史文化随笔的体式，致力于钩沉历史人物的内
在精神，比如子产和弦高，知名度较之伊尹、比
干、范蠡会差一些，若不是个人事迹选入教材，
很难为人们所铭记。但他们身上，镌刻了古文
化的显著标记，在民族意识尚未形成，家国意
识处于雏形之际，诸如弦高，临大事而有决断，
不计成本地报效所属的诸侯国，即为气节。还
有传说中能够御气而飞行的列子，尽管与其相
关的成语故事路人皆知，但其思想学说未得以
充分开掘，他的智慧光芒也需要我们更深地去
感知。

第二辑内容贴近地方志的阐发，有大河的
翻卷，也有城市的繁华，同时还有独特民居背后
的文化意识。第三辑为游记体式，文采熠熠，然

事例稍弱，较短的篇幅，写尽一处名胜的魅力，
难度不小。

“大象中原”为题名，大象为核心词汇，在此
有两个含义，其一，取老子大象无形之意，无为
而无不为，无形而无不有形，这是老子式的辩证
法。意思为人物故事的有形毕竟短暂，历史的
演进过程中，形状形体皆容易被磨损，而无形照
应的则是文化精神，它寄居于古人身上，灵光一
现，也会在今人的精神上得以传承，等待合适的
时机发扬光大；其二，河南为古豫州所在之所，
四千多年前，在河之南的土地上，凭借亚热带气
候和植被水文条件，一批大象就在森林和草地
间出没，构成了图腾文化的对象。

掩卷之后，我注意到作家的笔墨并非泛泛
地抛洒，而是集中于郑汴洛地区，第一辑和第二
辑的内容，基本上皆和这一地区相关。此外，在
人物所属上，文学家又相对集中，曾经活动于中
原地区的重要文学人物，皆有那么一份素描的
存在，虽然没有年谱和系年细致，但大体的轮廓
却勾勒而出。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指出，文化不是一种教
条，一种学说和理论，文化是一种态度，一种气
质，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斯言甚是。我们期待
中原文化更出彩！3

□刘林曦

初秋的傍晚，我坐在书房里，欣赏着一幅题
为“星空”的画。画面天海相连，浩瀚无际。昊
天之上，星月交辉，鱼伴鸟飞；沧海之下，波涛相
涌，鸟随鱼游。这神奇的画面和无边的想象力，
勾起了我的回忆。

儿时的星空，如童话般美丽。石盘样大的
月 光 挂 在 村 头 的 枇 杷 树 上 ，压 得 树 枝 都 弯
了。星星也都早早地出来，满天都是。我和
小伙伴们唱着“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挂
明灯，明灯明灯多少对，一对一对数不清”的
儿歌，站在高大的枇杷树下数星星。正数得
起 劲 时 ，教 我 们 一 年 级 的 李 老 师 也 来 到 树
下。怕挨吵，我慌忙说我们想摘星星！没料
到他居然相信了，而且高兴得很，说，你们摘
不到，看我的！说着噌噌几下就上了树。他
在树上使劲地摇，哗哗啦啦有东西从树上掉
下来，落在树下的苜蓿地里。苜蓿花在月光
下开得正旺，花心盛满晚露，闪烁着，如同漫
天的星星。我们在花间找寻，还真以为掉下
的 是 星 星 呢 ，不 成 想 拾 到 的 都 是 早 熟 的 枇
杷。李老师说，星星太高，摇不下来，只能寄
希望于同学们呢！他还指着星空告诉我们，
这是祖冲之星，那是张衡星，那是郭守敬星等
等。它们是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你们要
好好学习，长大后争取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星！老师的话让我们似懂非懂，但在我们的心

田种下了希望和愿景。
老家有个草湖，湖心有块凸起的高地，杂

花生树，水草肥美。多年前的春天，一群天鹅
途经于此，留了下来。乡亲们喜欢天鹅，便将
其视为宝贝。天鹅在人们的期待中，繁育了一
群小天鹅。湖心高地有个陡崖，崖壁荆棘丛
生，锐石嶙峋。为学会飞翔，小天鹅要从高地
一侧的缓坡爬上去，在陡崖上排成行，一只接
一只从上面滑翔到湖中。因体力不支，羽翼未
丰的小天鹅大多跌落在崖壁上，被荆棘刺得羽
毛飘落，血迹斑斑，但它们毫不气馁，每天都重
复练习着，在陡峭的崖壁磨砺出一条由鲜血和
羽毛铺成的滑道。

秋天来临的时候，小天鹅学会了飞翔，它们
在湖上排成“人”字形，一只接一只起飞，巨大的
翅膀掀起水雾弥漫。它们在浪尖上起舞，在空
中盘旋，挟风而下，场面壮观。冬季到来时，天
鹅飞走了，它们飞向遥远的南方，更广阔的天
际。我知道它们到了哪里，在群星璀璨的星空，
有属于它们的星座，那就是天鹅星座。

有一年，我到黄河岸边写生。黄河汛期刚
过，浅滩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潭，清澈见底，有
鱼嬉戏。走在潭边的小路上，远远看见有人在
浅滩上摔跤，难解难分，谁也制服不了谁。渐渐
走近后，才发现一个是人，另一个是和人差不多
一样高的鱼。那人是个壮实大汉，但似乎笨拙，
不是鱼的对手，几个回合，大鱼挣脱大汉，一个
飞跃，便如同炮弹般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射入

波涛汹涌的黄河。见有人看热闹，大汉不好意
思地说，这是黄河鲤鱼，它在黄河的泥沙里长
大，皮糙肉硬，韧劲十足，一个人整不住它。出
于好奇，我和大汉闲聊起来，知道他是河边的村
民。他说，汛期过后，黄河边的水洼下落下许多
鲤鱼。水洼有泥沙暗流，人不能轻易下去。鱼
躲在下面看不见。我们正聊着，远远听见有隆
隆雷声传来。我们赶紧朝堤上的渔家小屋跑
去，没等进屋，便是电闪雷鸣，暴风骤雨铺天盖
地而来。我们站在屋檐下眺望河畔，但见暴风
雨卷起泥沙，挟起数条鲤鱼，在雷电照耀下，闪
着金色的粼光，在急雨中飞游，奔向黄河母亲的
怀抱。

那时的情境，我简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
我想起鲤鱼跳龙门的故事，鲤鱼跳过龙门，就能
奔入大海，化为蛟龙。又想起《庄子·逍遥游》中
的描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
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
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些
神奇的传说都让人陶醉。

如果说谚语“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说
的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那么“星空”这幅
画 所 展 示 的 是 更 高 的 境 界 。“ 纳 百 川 ，揽 星
空”，既有万物和谐美好相处的意境，更有在
伟大的时代，聚下英才而用之的情怀！让我
们在知识的天空自在飞翔，在智慧的海洋尽
情遨游，在浩瀚的星空下，终能找到属于我们
的星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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