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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缕春光驻心间

□赵炜

这是一缕刚从天际萌出的春光！
只见一团金黄色的火球悬在空中，它的光

芒直射我的眼睛。我望着窗外，春光静静地倾
泻在房顶、地面、树枝上。由于冬的余威，初春
的树枝仍显孤单而瘦削，映衬着周遭的沉寂。
然而，天上的光焰却在慢慢延展，照得整个树
枝晶莹又明澈，也照耀着我的脸庞，温暖的气
息包裹了我的整个身心 我用全部的热情接
纳它、吮吸它。这缕缕春光的呈现，昭示着冬
的冷寂渐渐消失，春天正在露出一丝生机。
不仅仅是我在享受这春日的和煦，放眼望去，
在春阳的照耀下，在喜鹊鸣叫的树林里，在宁
静和谐的小区里，在洁净规整的马路上，你
看——快乐的母亲拉着孩子的小手一同嬉戏，
孩子的笑脸，真如刚刚绽开的花蕾；情侣们簇
拥在一起，甜蜜地呢喃着，想必他们的内心也
在感谢春光的眷顾；老人们在悠悠地漫步，他
们淡定从容的目光里，是对人生的无限依恋；
上 班 族 们 在 行 色 匆 匆 地 追 赶 时 间、追 逐 梦
想。你看，新绿正在微微地展开翅膀，不久，
它将以不可阻挡之势，飞遍整个原野！到那
时，大地披上了绿色，树木葱茏，满山青翠，繁
花似锦。而使这绿色的世界熠熠生辉的，不正
是春光的流泻，春光的恩泽吗？

我不觉想到，春意与春光如此美好，如何
留住春意、让春光常驻心间？古诗云：“花外

春来路，芳草不曾遮。”用古典诗词研究大家
叶嘉莹先生的解释，这两句话是“见道”之
言，即天心春意可以常留在“见道者”心中，
绝非春花之落可以断送，也绝非春草之生便
可以阻隔，这实际上是道出了儒家至高的修
养境界，那就是我们要永葆生命的生机与活
力，永远追逐内心的梦想，不能因为外在的因
素失去信心与勇气，而外在的因素也影响不
了我们内心的渴望与梦想，在春光的恩泽下，
我们永远笃定前行。

歌唱春天的歌曲很多，而我最喜欢唱的那
首歌是《春光美》，动听的旋律一遍遍在我的
内心回荡：“我们在回忆，回忆那过去，在冬天
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我们的故事，故事多
甜蜜，春天的好时光，留在我们心里——”我
记得这首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流行，香港
著名歌唱家张德兰在 1986 年的央视春晚唱
响了这首歌。那时我还在上高中，第一次听
到优雅美丽的张德兰女士唱这首歌时，我的
心里顿时明媚而敞亮起来。缕缕春光，带来
神奇与欢欣，如此安慰熨帖着自己那根因种
种考试的压力而紧绷的神经与紧缩的心弦。
课余时间时时哼唱着它，我的心中充满了憧
憬与渴望。

上世纪 80 年代迎来了文学的春天，各种
文 学 作 品 如 春 花 一 样 烂 漫、如 春 草 一 样 勃
发。我大量阅读着自己崇拜的当代文学作家、
诗人的作品，内心深深植根了文学的种子，还

有一个不能言说的作家梦也埋藏在心底。所
以，我渴望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渴望外面的
世界，憧憬着真诚的友谊，憧憬着甜蜜的故
事，憧憬着拥有文学的美好人生——

光阴飞逝，一年年，一月月，一日日——
我接受着生活的馈赠，也在辛苦地回报生活；
我的羽翼在日益丰满，我的心灵在日益丰盈；
我的渴望与憧憬依然没变，它永远听从心灵

的呼唤。
繁花总会有凋落之时，但春光要常驻心

间！我更加笃定，我们内心的向往与追求，
永 远 如 春 天 的 草 木 般 ，蓬 勃 生 长 ，郁 郁 葱
葱 ！ 所 以 ，再 过 十 年、二 十 年、三 十 年——
一生的时光，就让我拥抱春光，等到白发苍
苍时，慢慢地说着过去，一遍一遍幸福而甜
蜜地回忆……3

漫步
康桥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王绶青

南有都江堰，

北有红旗渠。

蜀郡李太守，

林州杨书记。

世界水利史，

两件大奇迹。

南北相呼应，

为国争荣誉。

两位父母官，

兴利又除弊。

与民共患难，

古今树范例。

杨贵老人家，

百姓想念你。

看见太行山，

想起你面容。

对着红旗渠，

诉说你业绩。

开山老愚公，

治水新大禹。

一头孺子牛，

一架拓荒犁，

一双扶贫手，

一杆致富旗，

一颗无私心，

一身回天力，

一腔爱国血，

装点山河绿。

群山百花开，

丛林白鸟啼；

峡里发着电，

渠里流着蜜；

仓里存着粮，

碗里盛着鱼……

日子越红火，

越是想念你。

每逢喜庆日，

村里唱大戏；

演的红旗渠，

唱的老书记。

太行作屏幕，

星月当道具。

老少齐登场，

男女亮绝技。

山是扩音器，

水是录音机。

讲的真故事，

受的活教育。

红旗渠精神，

感人泪如雨。

山碑倚天立，

立在人心底。

旭日当空照，

照耀红旗渠。

日月增光辉，

天地扬正气！3

注：杨贵，河南省卫辉人。原国务
院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决策人和总指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在
他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期间，带领全
县干部群众，经过十年苦战，终于建成
了被誉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
迹”的红旗渠。他所倡导和践行的“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
献”红旗渠精神，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民
族精神和宝贵财富，在广大群众的心
目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
国人民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砥砺奋进
的强大动力。

山碑，是红旗渠精神的标志。

——献给杨贵老书记

□李建臣

伦敦北 90公里有个小镇，一条小河从镇上
蜿蜒穿过。镇虽小，在人类科学文明史上，却
像一座灯塔，光耀千秋。

它叫剑桥。
1209 年，十多位学人感悦于这里清幽恬

淡，安营扎寨设庠办学。一箪食一瓢饮，筚路
蓝缕。随着一些学院设立，形成了剑桥大学。
大学没围墙。初期学院依河而建，后来的散于
各处，星罗棋布，与小镇融为一体。

学校早期受制于天主教会，研习神学七
艺；16 世纪，受文艺复兴、新教及印刷术影
响，走向近代文明；工业革命后，迎来全面兴
盛。

800年来，剑桥成就至伟，震古烁今。仅诺
贝尔奖得主便近百人，全球领先。除产生大
批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宗教学
家及国王、首相、总理等政要，科学贡献无疑
是压舱石，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牛顿力学、开尔
文热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达尔文进化论、波
尔量子论、狄拉克反物质、图灵计算机、霍金黑
洞……当“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被判终身监
禁，布鲁诺遭遇火刑，世界科学中心便从文艺
复兴发源地意大利转向英国。1660年，英国皇
家学会在剑桥诞生，标志科学从此进入殿堂。

剑桥古雅秀丽，美得独到。因为她不仅景
色迷人，而且浸透了历史，浸润了文化，浸染了
先哲气息。

小镇地标，是坐落于镇中心的大圣玛丽教
堂，数百年政教中心，哥特建筑古朴庄严。外
有小镇图雕，内设移动布坛。缘 123级旋转阶
梯登顶，全城尽收眼底。教堂钟乐铿然浑厚，
撼人心魄；每隔一刻钟，便与伦敦威斯敏斯特
大本钟同时响起。

剑桥有 10个博物馆，主题各异。艺术类菲
茨威廉博物馆仿希腊神庙，山花廊柱穹顶云
光，石雕壁立圆拱莹煌。内藏达·芬奇、莫奈、
米开朗琪罗、提香、毕加索、修拉、塞尚等众多
大师真迹，以及埃及石棺木乃伊、希腊古瓶石
像、波斯波利斯浮雕、中国陶瓷、罗马墓葬等 50
万件，珍贵异常。

剑桥大学图书馆世界一流。褐色塔楼巍
然矗立，状若方尖碑，透出对知识膜拜景仰之
情。自 1424 年 76 卷赠品起步，现藏书 1500
万册，并有大量文献手稿，存于主馆及 112 个
分馆中，囊古括今。中文书籍 35 万种，《永乐
大典》原稿、明刊《异域图志》、明版《丹溪心
法》、《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清抄本《明实录》、
满文抄本《养正图解》和太平天国出版物等大
批孤本善本，及殷商甲骨 800 余片，均为稀世
珍品。

最美是剑河两岸。碧波南来，于西北划过
一道美丽弧线，掉头东去，宛若玉带，将小镇拥
揽怀间。泛舟于红墙绿柳，漂浮在今古之间。
波光潋滟岸芷汀兰，缤纷倒映水天争艳。参天
古木卓立无垠坪草，五彩枫藤缀满古楼壁垣。
芳华豆蔻眷红偎翠，童颜鹤发健步河畔。鸳鸯
孤鹜凫伏游弋，盘羊牯牛漫散慵眠。天鹅擦身
曼过，锦鳞扈绕船边。雕像宴默思想长在，廊
桥斑驳古韵悠绵。知更鸣翠愈显宁寂，残阳斜
照若梦似幻。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赏美色之无限，览千年之变迁。水静云闲，影
移画展，不醺何醉，瞬间了悟胜境桃源！

让你啧啧称奇的，还有船夫流利的普通
话、地道方言和卖萌戏谑手段。先聊徐志摩、
华罗庚、邓亚萍，再侃翁美玲，26岁香消玉殒，
在此长眠。还有大侠金庸。原来，感佩金庸成
就，剑桥决定授予老先生荣誉文学博士。孰料
大侠感谢之余，竟执意入室攻读，以 81岁高龄

礼庠求学，苦读五年。临别时挥毫留下碑联：
“花香书香缱绻学院道，桨声歌声婉转叹息
桥”。

实际上，徜徉深衢古巷，信步田野湖边，遗
迹遍布，掌故遐传。这边是哈维故居，那边是
马歇尔图书馆；这里是卡文迪许实验室，那里
是拜伦潭；培根在这儿就餐，凯恩斯在那儿锻
炼；威妥玛汉语拼音在这间办公室创立，李约
瑟《中国科技史》在那个房间编纂；窗外有罗素
与怀特海探讨数学原理的长椅，沃森和克里克
常在老鹰酒廊争论双螺旋……

要么在牛顿树下小坐。若苹果落在头上，
你怎么看？

然而，比牛顿苹果更令我困惑的是，一个
人口稀少、空气潮湿、资源贫薄的小镇，何以建
成世界顶级大学、科学圣地，为人类进步做出
不朽贡献？

友朋不乏真知灼见。
——得益特权。学校长期获教会及王室庇

护，拥有教权和行政权，地位尊贵财富充足，精
英教育赖以实现。

——治理模式。学校有高度自治权，民主
管理，核心是独立学院制、导师制和学术自治。

——大学精神。理性、执着、质疑、求真，不
盲从不迷信，激发潜能，激昂意志，激扬信念。

——文化使然。在工业革命等巨变中，文
化品格逐渐成熟，文明土壤日趋完善……

都有道理。可我还没参透，究竟是什么，
让人超然物外、摒弃功利、排除杂念，于黑暗中
踽踽独行，探世界之本，穷宇宙之源？究竟是
什么，让思想无拘无束、自由驰骋，与信念共
舞，撷取圣火造福人间？究竟是什么，让灵魂
荡涤污浊，纯洁无瑕，冥极净化，让生命驾驭真
理穿越时空，走向永恒，融入自然？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如

果你没到过剑桥，没体悟剑桥文化，没被钟乐
叩击心弦，你便不知才子灵感从何而来，更无
从感悟那种空灵与空无——生命不可承受之
轻。

蓦然想起《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面对大千世界无尽苍
穹，屈子一气提出一百七十一问，展示了中国
先哲深邃思想。然而历史无情，遗恨汨罗。其
后二千载，鲜有问津。书院不少，多是阐发对
至圣思想的学习体会和方法，为往圣继绝学，
兼顾科举辅导班。举凡技工杂记匠艺汇编，皆
奇技淫巧，无一出自书院。培根 16 世纪提出

“知识就是力量”，开创实验科学；牛顿 17世纪
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近代科学奠
基；乾隆 18世纪禁毁《天工开物》。至 20世纪
初，量子论、相对论诞生，慈禧还在八股取士。
文化差异一至于此。

日本明治维新时，曾把 Cambridge译作曲
桥、犬桥、贤桥……至1898年《东洋学艺》杂志译
出“剑桥”，译名由此统一，并被奉为音译+意译典
范。

1905 年，“剑桥”首次见诸中国杂志《大
陆》，便未再改变。

徐志摩不以为然，认为“康桥”才符合中文
逻辑与审美，但孤掌难鸣。纵然诗人才情举世
公认，尽管《再别康桥》流芳 90多年，人们依然
选择“剑桥”，权把“康桥”作昵称。

然则昵称也误人。常有访客在畅游剑河
叹息桥、厨房桥、三一桥、克莱尔桥、国王桥、数
学桥、达尔文桥等历尽沧桑、形态各异的古桥
后，会弱弱问一句：康桥在哪儿？船夫的回答，
辄让你或有所悟、浮想联翩：心中没有，对面不
识；心中若有，你便是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3

□于为民

读大学时，就经常从收音机和广播
喇叭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河南
记者席保安采写的新闻，并从他的先进
典型报道中，从消息、通讯和评论中汲取
知识，获得营养，激励自己不懈努力，奋
发图强。没想到我大学毕业后也走上了
新闻工作岗位，并有幸结识了已担任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河南记者站站长并成
为高级记者的席保安老师，多次一起深
入基层采访，畅谈从事新闻工作的体会，
我以有这样一位良师而受益匪浅。更没
想到，在担任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省新
闻出版局副局长等一系列行政领导职务
之后，至今仍在省期刊协会任会长，耕耘
不止的席保安老师送给我的新书《沉淀
集》是一本诗集。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述：退休以
后，翻翻经典，品味唐诗宋词，成为我生活
的一大乐趣……我当过农民，当过工人，
从事过文学创作，后来当记者、当编辑，从
事行政工作，个人阅历成为我写诗用之不
竭的素材，这里收集的诗作实际上是我四
十多年的生活积淀，也是我的思想、常识、

情感的积累和升华。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古到今，众

多优秀的诗人为后人留下一座诗歌宝
库。那些经典诗篇，无不体现美的创造，
体现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缜密的观察和深
邃的思考，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和独
特的追求。席保安的诗也是这样，通读
《沉淀集》，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社会对人
生的观察和思考，感受到独特的职业特
点，感受到记者鲜明的爱憎、责任与使
命，感受到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记
者》一诗写道：“学富五车远平庸，春风化
雨志气宏。采访详究善与忧，写作大胆
鸣洪钟。文思泉涌倚马待，见识卓著俗吏
恐。记者志在天下宁，笑斥贪腐追劲松。”
这个标准应该是新闻作者应该达到的境
界。《编辑》一诗则述：“披沙拣金具慧眼，
绿水青山调大餐。点点笔墨补瓯缺，滴滴
心血育雏燕。化铁成金大视野，腐朽神奇
一念间。不忘为人作嫁苦，愿鸟早日飞蓝
天。”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位老新闻
工作者对后继者的企盼，正是由于无数
老一代媒体人的不辞劳苦和言传身教，
我们的新闻队伍才能发展壮大，担负起记
录时代、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的社会

使命。
面对当今纷杂的社会生态，诗人感慨

良多。《斥腐》：“惊闻过度医疗恶，又传补
课孔方夺。救死扶伤成画饼，师道尊严
杳黄鹤。悬壶济世古风丢，教书育人根
基豁。良心事业良心铸，民怨汹汹驱腐
魔。”对贪官污吏、祸国殃民者，诗人在
《蛀虫》中活画出它们的丑态：“阿谀奉迎
能逞强，装腔作势混官场。阴谋诡计拿
手戏，大话套话巧伪装。心术不通同僚
怨，揽功诿过弥天谎。众人侧目天示警，
贪腐蛀虫藐国纲。”

因为记者职业的关系，作者走遍中原
大地和祖国各地的风景名胜、重大工程
工地、古战场，每到一处，都在诗歌创作
中留下印记，赞叹壮美的山河，讴歌创造
人间奇迹的英雄。他称赞大别山是“可
歌可泣百战地，可圈可点将军川”；太行
山“ 巨 岩 孕 育 英 雄 魂 ，独 步 天 下 丰 碑
瞻”。在《红旗渠》中这样称赞人工天河
的建造者：“人工天河空山建，震惊中外
叹奇观，滔滔洪水载魂灵，片片巨岩映血
汗。艰苦奋斗铸国魂，自力更生励志
坚。红旗渠义重千钧，皇皇史书添新
篇。”对河南人，诗人的评价是：“生自中

华文明渊，古风熏陶代代传。滔滔黄河
载雄魂，座座群山藏大观。千古英雄常
伴梦，激励群星出河南。”吃苦耐劳、见义
勇为、自强不息，古往今来中原大地英雄
辈出，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原儿女
敢作敢为，开拓视野，创造出改革开放伟
大时代的业绩，值得称颂。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史三
十五首》中，从中华始祖炎黄二帝写起，从
盘庚迁都于殷、甲骨文诞生、商纣无道、武
王伐纣一路写来，跨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
明史，得出的结论是：“独立自主创辉煌，
帝王将相一扫光。社会主义救中国，民主
法制定国纲。颠覆百代旧秩序，万家更新
国运昌。经济繁荣科技兴，国富民强立东
方。”用诗歌的形式叙述和论证历史，虽然
不是鸿篇巨制，但也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历
史知识和对历史文化严肃的思考，使读者
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感受到今天沉甸甸
的责任。

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当今从事新闻
工作的条件与十几年、几十年前相比，早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闻记者
应该与时俱进，学习新的知识，更新知识
结构，掌握新的技能，为做好本职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诗人在《追时尚》一诗中
写道：“数字时代新风尚，弃旧图新争辉
煌。相机电话正招摇，手机微信已盛昌。
昨天才夸算盘爽，今日电脑进书房。与时
俱进爱科学，时代不等守旧郎。”在《梦游
高科技》一诗中，诗人对现代科学技术成
果如数字化、高速列车、手机普及、导弹
火箭升空、可燃冰开采、超速量子技术创
新、3D技术应用、机器人开发、建造航母
和潜艇、空间站建设等，用诗歌的语言系
统总结，并展现美好的愿望：“人类命运共
同体，长空万里歌中华。展望未来大寰
宇，天上人间共一家。”

《沉淀集》共收入各类诗歌 217首，的
确是诗人对职业生涯的总结，是人生的积
淀。文学评论家何弘评价说：“诗作集中
表达了作者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对理想
和美的歌颂。换言之，诗作表达的是诗人
的家国情怀。”作者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长期的记者生涯又磨炼出扎实的文学功
底。他把自己多年来在中原以至全国各
地行走的所见所闻所感，把自己人生经历
中友情亲情人生感悟，把自己阅读史书等
书籍的心得，付诸笔端，化为诗句，升华为
思想，并结而成集，令人感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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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法）莫奈/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