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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经典

张克鹏 书

□冻凤秋

一片辽阔平坦的山间沼泽，往远方铺展而
去；无数细小交织的溪流，向眼前汇聚而来。
草甸水泊之间，阳光与白云闪耀着动人的银
光。气象磅礴，透出创世之初的秘密。没有人
迹，没有天籁，只有一只孤独的苍鹰在高空无
声地盘旋。远处山岭逶迤，峡谷含雪。

他看到这一切，失声喊道：你就是黄河源
头！然后不由自主地双膝跪地，深深伏下身
体，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回到母亲身边的孩子那
样，放声大哭起来。

那是 10多年前，他觉得自己的血液里流
淌着黄河之水，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到源头
去，寻找灵魂的归宿，精神的源头。在经历了
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历程之后，他终于走到了
大河之源，走到一个博大的能容纳一切寄托和
归宿的胸怀中，走到一个深邃的能孕育一切生
命和思想的摇篮里，他似乎获得重生。后来，
他沿着黄河走完了全程。在内蒙古黄河第一
湾处，他曾独自安静地坐了五六个小时，与“裂
壁吞沙惊大地”的河流对话；他也曾两次到黄
河入海口去，在大风中感受那种“蛟龙入海卷
潮回”的气势。

2012年初，他终于坐下来，开始动笔，5年
时间，完成了《黄河传》。

2018年 11月 22日晚，诗人、作家耿占坤
从青海归来，和兄长、诗学理论家耿占春，弟
弟、翻译家耿晓谕一起，做客中原风读书会，在
省会松社书店，分享关于黄河与诗歌，与生命，

与民族精神的书写和思考。
书写黄河，需要莫大的勇气。“君不见黄河

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条从天而降
的河流，照亮文明之始，开启生命之源。千百
年来，文人骚客们已经诉说了太多，书写了太
多，歌唱了太多，但这些话语、文字、诗行似乎
无论如何也不能穷尽我们对黄河母亲的深沉
感情。这奔腾的黄河水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容
颜、骨骼、血肉里，它九曲回环、百折不回的奔
流路径就是我们精神的脉络，它澎湃、不驯、纵
横万里的姿态就是我们灵魂的模样。

那天，占春先生一开场就说，如果事先知
道占坤在写这样一部关于黄河的著作，无论如
何也会劝阻他。因为在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
写作非常个人化，日常生活化，大多是在日常
有限经验中的表达和书写，而写黄河就是写中
国，写上下数千年的历史，需要宏大的叙事，需
要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很难驾驭。但读
了《黄河传》后，感到喜悦、肯定和赞赏。

作者在叙述结构上别具匠心，以拟人化的
手法讲述黄河的身世命运，从谜样的童年，到
阳光少女，到悲喜交集的新妇，到拥有坚强双
肩的母亲，直至成为在血与火中抗争，在苦难
中平静的祖母。之后，是超越死亡和毁灭，获
得自由与永恒；不仅写出了自然之河、文明之
河、生命之河这三种状态的存在方式和不同
意义，而且将传统文化元素如木、金、风、土、
火、水根据不同章节的地理历史特征，巧妙融
入其中；同时叙述在黄河流域生存的不同族
群，包括藏、羌、回、蒙古、汉等民族，力求讲述

黄河文化的多元一体，体现人民生活生存的共
同命运，写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和精
神脉络。

占春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从事诗
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著有
《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失
去象征的世界》等，在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上具
有相当的建树。他分析说，更为重要的是，作
者在《黄河传》中将个体的经验扩大为共同的
经验，上升到象征层面。

比如以姥姥为书中黄河这个东方女性的
原型。因为母亲早逝，他们兄弟几个都是被姥
姥抚养长大的。他说，姥姥在苦难中引导我
们，因为有了她的存在，我们仍能生活在幸福
中。他说自己写的是单纯的回忆性文字，非常
个人化；而占坤在《黄河传》中书写的祖母，则
写出了人们的共同经验和记忆，由此，姥姥的
形象在书中成了象征性的符号。他说，文化创
造最重要的就是把经验转化为象征性的文化
符号系统，这些文化符号是可以再生的资源，
能够代代相传，不断被阐释，成为文化心理的
一部分。由此，这本书确立了自己的价值。

在占坤的讲述中，我们知道诗人 1960年
出生在青海西部柴达木盆地，3年后才随父母
回到商丘柘城黄泛区。大学毕业后，他又赴青
海，此后 30多年一直生活在西部高原。在那
里，他朝向天空，同时又面对万物，完成了一次
犹如天赐的生命抒写和灵魂言说。他笔下的
黄河之水不但来自天上，也来自心底；它横越
时空，涵育万有，穿峡裂谷，抚恤沧桑，让我们

分不清究竟是他在书写黄河，还是黄河在通过
他讲述自身。他真正要书写的，是生命的狂喜
和痛楚，是生死之间的永恒变幻。他的史诗性
书写融合了巨大的激情和深思，痛苦和欢欣。

他在写黄河，黄河也在塑造他。写完《黄
河传》，占坤说自己的白头发多了三分之二，也
更加敬畏自然，文化，生命。从早年书写个人
的喜怒哀乐，到后来写《青海湖传》《爱与歌唱
之谜》等文化随笔，直到写完《黄河传》，才觉得
了却了一个心愿，一切付出都值得。

读书会上，我省知名朗诵家于同云和秦莉
分别朗诵了《黄河传》的引子和“油灯与花朵”
篇章。曾翻译《新十日谈》《吉姆》等经典文学
作品的晓谕说，在聆听朗诵时，情不自禁地落
泪。他想起墨西哥诗人帕斯的长诗《太阳石》，
那些动人的句子让他忍不住背诵出来：“我沿
着你的额头行走，如同沿着月亮；我沿着你的
腰肢行走，像沿着一条河流；你的腹部是阳光
明媚的广场……”他说，这里面写出了精神和
信仰，《黄河传》也一样，让人赞叹。

现场，嘉宾们从不同角度梳理和表达了古
往今来诗歌中对黄河的赞颂和思考。也许正
如他们说的，读这样关于黄河的厚重文字，会
让你陷入沉思，顿感天地间一片沉静；书中丰
富的想象力和意象缤纷的诗句，让人不禁思
考，怎样更好地用诗性思维去表达宏大事物，
去书写民族、生命、文化等具有普遍恒久价值
的内容。

这一刻，我们静下心来，去聆听，去阅读，
感受那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3

□王绶青

赞家乡卫辉

两圣故里在卫辉﹡，人杰地灵青史垂。

同心同德同圆梦，百姓口碑胜金杯。

﹡两圣，即谏圣比干、谋圣姜太公。

赞卫辉人

天南地北卫辉人，千枝万叶一条根。

近水远山心相印，喜看家乡满园春。

贺母校卫辉一中生日

百年名校沐春风，桃李芬芳硕果盈。

尊师重教传薪火，感恩永远做学生。

谒比干庙

孔子勒石留剑锋﹡，高山仰止比干公。

翠柏捧心共举笔，天大忠字贯长虹。

﹡指比干墓前的孔子剑刻碑

访姜太公故里

环山绕林涌甘泉﹡，心清气闲垂钓竿。

谁人不识封神者﹡，大智大谋大圣贤。

﹡1.指太公泉；
2.故事出自《封神演义》一书。

登望京楼﹡

平生几番登斯楼，牧野大地放眼收。

遥望京畿咫尺近，家国情怀抒乡愁。

﹡明代建筑，现为卫辉市地标。

瞻镇国塔﹡

七级浮图高入云，护国安民系一身。

斗转星移今胜昔，你是沧桑见证人。

﹡明代建筑，现为卫辉市地标。

读竹书纪年

稀世珍宝蝌蚪文，出土就在汲城村。

披阅辉煌中华史，文化是旗字是魂。

仰桥北古槐﹡

伫立长街仰古槐，古槐在我心中栽。

历尽风霜永不败，繁花如期向阳开。

﹡桥北古槐，在卫辉市卫河桥北。

咏太行

民族脊梁英雄山，故事如歌代代传。

千篇悲壮抗战史，太行独占八百篇。

赠老伴

老年夫妻乐自如，我写诗词你来读。

名利荣辱皆忘尽，天天温习人之初。3

□张敬文

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始终放着一本《追风筝的人》，讲的
是出生在阿富汗喀布尔的两个少年长达一生的故事。他们的
故事充满友谊、背叛、死亡和再次的承诺，维系这一切的，是他
们曾经一起放风筝的幸福时光。已经故去的金庸先生，与之
前驾鹤西去的单田芳先生一样，他们的作品都是我年少时光
最美好的记忆，在那个物质贫瘠的时代，全部以声音的方式抵
达我的内心。

所以，我称他们是讲故事的人。作为一个早已步入中年的
“80后”，在我的成长轨迹中，像他们这样讲故事的人，有很多。

我的童年在西北的一个小城度过，那时获取信息和娱乐
的途径十分单一，家里很晚才有了电视机，更多时间就是与书
籍、广播和录音机相伴。记得那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晚
都会播出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滋滋啦啦
的电波里，传来的那声底气十足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便是一天光阴的结束。后来父亲出差带回一盒冯巩、牛群
的相声磁带，我放学后经常放着听，笑得前仰后合，牛群讽刺官
僚主义的那句“领导，冒号”至今记忆犹新。

讲故事的人，更多是亲人。家里经常停电，昏黄的烛光
中，父亲有时来了兴致，一改往日不苟言笑的严父面孔，给我
讲他童年的往事：比如脾气古怪但对他很好的、曾经是晚清秀
才的太爷爷，成功预测过来年必是饥馑荒年的神奇之举；比如
他替公社深夜看场时，与偷苞谷的小偷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
再比如他带着年幼的三叔，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寒冬徒步二
十公里去镇上拉煤，见识了煤矿工人能吃白面馒头，发誓一定
要当挖煤工人的“雄心壮志”……那些往事，有怪力乱神的夸
张表述，更多的是父亲饥寒交迫的心酸记忆，让他数十年后仍
旧无法释怀。

还有常年患病的姥爷。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专生，
命运多舛，一生坎坷。陪伴他的日子里，他最喜欢向我讲起他
的求学经历。姥爷的故事里，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年幼的姥
爷随他父亲从河南逃荒，扒火车深夜过潼关。我总是不解，问
起火车为什么要深夜才能过潼关，而且不能开灯，姥爷情绪十
分激动，吼道：“小日本的大炮就对着铁路，看见中国人的火车
就直接开炮，死了多少人呐！”吓得我不敢再问。直到多年后
看电影《1942》，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抱着僵死的孙子扒火车
过了潼关后老泪纵横，我从他身上看到的却是姥爷的影子。
讲故事的人和他讲的故事，把我带入了民族曾经的苦难史，胜
过万语千言。如今，姥爷已经在天堂里，我好想念他。

高中时代，我终于拥有了第一台 workman。虽然是用
来练习英语听力，但更多时间是用听广播来打发紧张乏味的
学习时光。那是广播辉煌的时代，很多节目已经有了类似今
天一些网红自媒体平台的流量和受众。我最喜欢的一个主持
人，每晚都会用磁性的嗓音，来播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一开
场便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唯一听完的
一部，是《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任盈盈跌宕起伏的爱情，成为
我青春期对爱情懵懂的向往。对媒体的迷恋，对媒体中讲故
事的人的迷恋，直接影响了我未来的职业选择，至今未变。

如今，互联网让讲故事听故事变得轻而易举，只需手指触
动几下，便能纵横天南地北，驰骋大千世界。可是对我而言，
故事再好，能给我讲故事的人却越来越少。深夜里，我听着郭
德纲的相声，听着各种段子，听着电台类APP里传来的动听
旋律，却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初冬的午后，电台里放着李宗盛的歌，“想得却不可得，你
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
贼了，它早已偷光了你的选择”。那些往昔的记忆犹如潮汐般
涌来，在时光的隧道中拥挤反复，蓦然回首，不识来时路。3

经典沉淀人类的智慧。阅读经典使
我们的生命更加厚重与深广。“求木之长
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
泉。”阅读经典，能拓宽生命的广度与宽
度。所以，我们更要感恩经典。

经典传承着历经时光淘洗仍熠熠
生辉的知识和经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与符号。比如，阅读古典诗歌，我们沿
着时间的河流向上追溯，就能寻觅到中
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脉络。《诗经》是我国
最早的诗歌总集，孔子非常推崇，用来
教育学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楚
辞》，我们可以触摸到伟大诗人屈原的
理想坚守；读《观沧海》，我们可以领略
到一代枭雄曹操的雄浑气概。其中的
诗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堪称千古名句，写出了包孕
宇宙、吞吐日月的壮阔气势；读“诗圣”
杜甫的诗歌，我们从他的诗句里感受到
强烈的悲悯情怀，因为他总是从自己的
不幸想到天下人的不幸，忧国忧民，有
着崇高的人格。由此，古典诗歌中的经
典作品，温暖我们的人生，充实我们的
头脑，润泽我们的心灵。

经典能突破我们认知的局限，有着
可以让人们反复阅读并指导实践的真

理。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伟大巨著《史
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离骚”。司马迁用开拓性的书写
方式，让每一篇文字都“活起来”，深刻
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思想和创作主
张。“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要探究天
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凸显了司马迁
深邃的思想和宏阔的胸怀。我不由得
联想到《论语》里有“畏天命”的话语，
意思是虽然天命只能顺受，但我们要
敬畏生命，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怨天尤
人。遍览我国古代先哲以及西方哲学
家的学说，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都提
出了关于“天命、天人、知天”等命题，
使我们得以融会贯通，开启心智，乐观
通达，努力做生活的强者。诚然，天地
之大，星空灿烂，浩渺无穷，自然界的
奥秘我们不可能穷尽，人事之规则、世
界之法则，我们也不可能全部明白，但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作
品来探究自然与人生之规律，通过阅
读大师的心灵物语，来感知我们所处
的宇宙与世界。经典作品是促进我们
思想进步的阶梯，我们怎能不感恩经典
呢？

经典作品还是精神之火，永远烛照

人生。因为阅读经典也是不断寻找自
己、发现自己、平衡心灵的过程。冰心先
生曾经说：“要用心读古人书，他们常在
一定的环境中，说出你心中要说的话。”
这么一句朴实的话语，充分说明阅读古
典诗词，能使我们与古代诗人进行超越
时空的对话，达到一种心心相通的旨趣
与意境。现代词学家叶嘉莹先生一生命
运坎坷，但她始终拥有一颗不变的“初
心”。这个初心，就是她一生执着的对古
典诗词的热爱与传承。叶先生自己曾经
说：“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研读
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
患的一种力量。——它使我真的超越了
自己的小我。”对于古典诗词，叶嘉莹先
生从爱好者、创作者，到教学者，再到学
术研究者，逝去的是光阴，留下的是诗
词，不变的是“初心”，最终感恩的是经典
诗词。与古诗词相伴，叶嘉莹不断使自
己的人生进入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
自在境界。

面对经典作品，跨越时空距离，我们
可以与作者的思想情感深入融合，产生
深切的共鸣，并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情
感与道德精神，进而不断超越生命的局
限。那么，与经典作品为伴，我们的人生
也是经典的人生。3

诗歌中奔腾的黄河之水诗歌中奔腾的黄河之水诗歌中奔腾的黄河之水诗歌中奔腾的黄河之水

我与改革开放 年

讲故事的人
□赵炜

有些事情很奇怪，比如你想念一个
人，一段时间里，这个人就会反复出现在
你脑海里，随着想念的加深，这个人的身
影会不断地在你眼前聚焦放大，清晰可
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得到。

想起老家的姑姑。她一生务农没
有离开过土地，今年已经 90 多岁了。
上世纪 60 年代末，父亲带着正在上小
学的我回到老家，我见到那么多亲戚就
觉得姑姑最亲。以后每次回去，只要见
了面，姑姑总是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
看，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仿佛怎
么也看不够似的，又仿佛要将眼前的我
和记忆中的我再互相印证一番。然后，
面带笑容，柔声问道：“小，家里都怪好
吧，恁娘也怪好吧？”我回答姑姑的也总
是那句话：“好，都怪好。”朴实的话语
中却洋溢着浓浓的爱意。

那时老家穷得很，姑姑也没有什么
好吃的招待我，但只要我踏进她的家门，
姑姑立即就会进厨房，烧上开水，在瓷碗
里打上几个荷包蛋，再放上几调羹红糖，
热腾腾地端给我。每次当她知道我和父
亲要离开时，又总是上前拉住我的手，恳
求道：“小，你不能在家多住几天？”她的
那几句豫东方言，听起来既亲切又朴
素。她知道我们一走，就要好多日子不
再回来，我们整理东西时，她在一旁眼巴

巴地看着，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我
何尝感觉不到呢，虽然那时我年龄不算
大，但已经记事了，所以回到家中，姑姑
就成了我心中的一份长久的惦念和牵
挂。尤其是后来父亲去世以后，我时常
想回老家看望姑姑，那心情中还夹杂着
对父亲的一份思念。那时，我似乎才真
正懂得了诗人王勃的诗句“长江悲已滞，
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
飞”，那里面有刻骨的疼痛与思念。

父亲很小就离开家，当时正值抗日
战争爆发，父亲参了军，短时间的集训后
就奔赴抗日前线，到万里长城上一道重
要的关隘——喜峰口抗击日寇，身上留
下几处枪伤。他在外漂泊了近70年，最
后又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土，静静地长
眠在这里。想想人的一生多么漫长又多
么短暂。

父亲在的时候，每次回老家只要和
姑姑见了面，就开始将城里发生的稀罕
事讲给姑姑听，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姑
姑总是认真地听，偶尔也会提出些质
疑，父亲就觉得冒犯了他，讲着讲着就
变成教训的语气，居高临下一副老大哥
的做派，姑姑善良贤惠从不与父亲争
辩。有时父亲激动起来会喋喋不休没
完没了，这个小妹妹反而又会上前劝
他。我那时在一旁看着觉得很好笑，心

想完了，父亲生气了，该不搭理姑姑了。
谁知离开时他又会将姑姑拉到一边，偷
偷塞给她一卷钱，这种兄妹间的情感，有
谁能说得清呢？

最近这几年回去，我也总是给姑姑
一些钱，但我不像父亲那样偷偷塞给姑
姑。耄耋之年的姑姑平时行走离不开小
推车，但精神头好得很，眼不花耳不聋，
思维很是敏捷。姑姑花钱的地方不多，
吃穿用度都很节俭，我给她的钱，大都被
她存了起来。

今年中秋节回去之前，我改了主意，
专门到银行，换了一沓子五元面值的人
民币。到老家后交给姑姑，我对她说，你
们村谁去赶集路过你家门口时，你抽给
他一张，想吃啥告诉他，叫他顺便给你带
回来，这样很方便，可别不舍得。姑姑听
了，笑着对我点头，我却看见泪珠在她的
眼眶里打转。我的眼眶也不禁湿润了。

善良淳朴的姑姑，无论长相，说话的
语气、神情，甚至举手投足都与我的父亲
十分相似。有时我会一直看着姑姑，不
放过她任何一个动作，心中不知不觉地
已将她的模样化作父亲的形象，觉得是
在同时与她和父亲交谈。也只有在这样
的时刻，我才真正感受到心灵的慰藉与
精神的愉悦。我在心里说，归来吧，归来
哟，别再四处漂泊。3

念将归 □彭天增

中原风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