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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子朝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铺展出大地的脉
络，折射出岁月的痕迹。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 60年代末一个偏
僻农村的人来说，伴随着祖国波澜壮阔的
发展，回眸走过的人生道路，车轮滚滚中
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无限遐想，演
奏着时代发展进步、祖国从贫穷落后走向
繁荣富强的辉煌篇章。

我童年生活的一大快乐，就是父母兄
长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在我记忆的深处，
童年时期老家的重要交通工具就是小推
车。这种小推车制作非常简单：一个直径
十几到四十几厘米的木轮或铁轮，加上一
个梯子形状的木架，与轮轴衔接以后，就
成为一辆小推车。小推车在农村用途广
泛，可以运输物品，也可以坐人。那时，我
就经常坐在上面，由父母或兄长推着上街、
赶集、串亲戚。小推车上一般每次会坐两
到三个小孩子，伴随着小推车行走时吱吱
呀呀的声音，小孩子们或嘻嘻闹闹，或听大
人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人生的梦想就随
着小推车走向了远方。

上世纪 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拂神州大地，我所生活的农村也渐次
步入了“机械化”时代：拥有一辆自行车成
了千家万户“快速行进”的梦想。车子、手
表、缝纫机，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结婚的必
备要件，一如今日结婚必须有房子、车子
一般。在那个时代，想拥有一辆自行车也
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算是幸运的，有机
会较早接触自行车，缘于大姐夫当年在一
个乡办工厂工作，也算是有工资的人，于
是，他很快买了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
车。我痴迷于自行车，希望看看到底是怎
么“自行”的，后来是迷恋其“风驰电掣”的
速度与激情。

一般而言，学骑自行车要靠别人在车
后把扶训练，我却是“自学成才”。那个时
候，自己年龄尚小，加之个子又矮，并不具
有大人眼中的骑车资本，我只能偷学。每
次姐夫骑车来我家，我都会偷偷把车子推
到村里的打麦场上，左脚踩脚蹬，右脚点
着地，一下一下滑行，慢慢寻找着车辆平
稳运行的技巧。由于个子矮，无法跨越

“28”车子三角架的横梁，只好把右脚从三
角架中伸过去踩脚蹬，我们称作“掏骑”。
虽然少了坐在车座上骑行的舒坦，但我毕
竟在同龄人中率先学会了骑自行车，内心

深处非常自豪。
自行车对我“居功至伟”，因为在后来

离家住校读初中高中的六年时间内，上交
学校的粮食，基本靠自行车运送。周末返
家回校，十几里的路程大部分时间靠步
行，偶尔也可以享受一下自行车接送的超
级待遇。沐浴高考的阳光雨露，自己有幸
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天之骄子后，每学期开
学之时，家乡和汽车站之间的十几里路
途，依然仰仗自行车！正因如此，能够拥
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成了助力我奋
发进取的现实动力。

迈入上世纪 90年代，大学毕业后，来
到了心目中的大城市郑州，走上工作岗
位，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
然而，不曾想，却遭到偷车贼“眷顾”。记
忆深刻的是，我爱人生孩子住院期间，我
骑车奔波于家和医院途中，偷车贼竟然
偷走了我的自行车。放眼今日，满街都
是共享单车。今昔对比，怎能不让人油
然而生对祖国发展、时代进步的自豪之
情呢！

随着社会发展，梦想也与时俱进。买
辆摩托车，实现交通工具“自动化”成了
我的新梦想。上世纪 90年代后期，花费
将近 5000 元巨款，一辆小巧玲珑的“木
兰 50”摩托车走入了我的生活。带着孩
子，驮着爱人，左手握紧刹车，右手把油
门松松紧紧，听着小马达“嗡嗡嗡”咆哮
声，感受着车辆震动的快感，似乎这就是
人生最浪漫的事，真有一种夫复何求的
感觉！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人们的梦想插上了崭新的翅膀。小小

“木兰”已经无法承载奋进的脚步，很快，
一辆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光阳125”成
了我新的坐骑。但发展无止境，梦想不停
歇。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发展日新月
异，改革开放的红利让那些看似遥远的梦
想翩然而至。记得刚入职场时，出差中有
机会乘坐一辆切诺基汽车，炎炎夏日中享
受着车中空调带来的凉爽舒适，我的感觉
是“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享”。

时代飞速发展，我终于也拥有了一辆
家庭轿车，交通工具实现了从“二轮时代”
到“四轮时代”的跨越。

交通工具的变迁，反映着我们的成
长、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在我心中，新的梦想正在新时
代的车轮上迎风绽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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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上的梦想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走进香妃大峡谷

□田万里

这一天是 2019年 1月 12日，也是首
届中国（新疆阿克苏）峡谷旅游论坛的最
后一天，本来打算离开阿克苏，但后来想
了一下，既然这么远来了，就下去看看吧。

车到了乌什县香妃大峡谷，人还没有
进去，我就已经感到了寒风刺骨的冷。我
似乎感冒了，但我并没有在意。在空旷的
峡谷之内，我突然发现了一种奇迹，那就
是静，万人空谷的静，蓝天白云也浸透了
这种静。峡谷内冷得出奇，但我似乎已经
忘记了这一切存在，思绪一直沉浸在对峡
谷的惊叹之中。风冷飕飕的，天气尽管晴
和，但我依然感觉不到阳光的一丝温暖，
大峡谷的空气却像新鲜的牛奶一样纯净。

偶尔听得见苍鹰在空中的嘶鸣，抬头
望去，却怎么也看不到它们展翅的英姿。
山坡上的鸟儿也在窃窃私语，有的在蓝天
翱翔，有的躲在窝里静悄悄的……空气里
不时散发着牛羊、炊烟和青草的气味，呼
吸之中让我体会到了乡下老家的味道。
河道里堆满了石头，有的地方结上了厚厚
的冰。有人似乎在石头间发现了什么，一
脸惊喜。

幽深的大峡谷令人肃然起敬，两边都
是高高的山峰，层峦叠嶂，起伏不断，一直
伸进远方。河道里除了一些干枝枯叶，也
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草，不畏严寒，青翠
欲滴。我沿着河道向峡谷深处走去，蓝天
映照在碧清的小河里，白云在风中摇摆，
河里的小鱼似乎也在抖动。远处，在蓝天
与山峰的交界线上，出现了几间农舍和更
宽广的碧流。

沿着大峡谷继续前行，不一会儿就来
到一户农舍，他们家里的人都站在门口，
满脸欣喜地迎接远方的客人。我发现这
里的每一户屋顶上面都插着国旗，蓝天之

下，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马圈里只剩下一
些干粪，马早已不知去向，代替它们的是
摩托车、电动车。农舍门口突然堆满了笑
声，主人前来嘘寒问暖，冷冷清清的农家
小院顿时热闹起来。人们相互之间问这
问那，主人忙不停地讲着，说着，就连土堆
上的那只黑狗也摇着尾巴，竖起了大耳
朵。

感冒似乎又有些加重，不适的感觉又
一次袭来，有人告诉我，地质学家任舫博
士带着感冒药，可惜她没有带在身上。这
时有人找了一件厚棉袄，让我穿在了身
上。沿着峡谷里的小路，人们继续走着，
四周依然是石头，周边也荒无人烟，我望
着这里的峡谷和山峰，默默地寻找着圣
女香妃伊帕尔汗曾经留下的足迹：在农
舍旁边的草堆上，我似乎闻到了一丝丝
香气；在溜滑的石头上，我发现了她的足
迹；在山顶上，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她的
影子……

在返回的路上，天空飘起了雪花。
人们在车上饶有兴致，议论纷纷，感

受着大自然的奇妙。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车子停在了一个村子里，在柯尔克孜族一
户人家里，早已准备好了香妃草原柯家风
味餐食，脱鞋进屋之后，人们一边吃饭，一
边相互交流有趣的话题，恰巧著名地质学
家任舫博士与我坐在一起，彼此寒暄之
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向了香妃大峡谷……

我很钦佩任舫博士，年纪轻轻就在红
层和丹霞地貌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同
时她也是国际地貌学家协会红层和丹霞
地貌研究工作组秘书长。谈及此次科考
活动，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在这方面，
李四光是我最尊敬的地质学家……”

我想，对于新一代地质工作者来说，祖
国壮丽的山山水水，是巨大的宝藏，等着他
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3

亲历

那些温暖的
读书记忆

□冻凤秋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与阅
读相伴的过程。

当孩子用胖乎乎的小手摸到第
一本书，就意味着开始从懵懂走向
智慧。最初的读书记忆应当来自家
庭，父亲、母亲，或者祖父、祖母等，
在星辰漫天的夜晚，橘黄色的灯光
下，阅读，讲述，用美妙的故事为我
们打开一个个神奇的世界，那慈爱
的声音给我们的心灵以最深的滋
养。

或许那记忆来自学校，从幼儿
园时的绘本，到小学、中学时的教科
书，老师带领我们遨游在文字的天
地，那谆谆的教导和琅琅的读书声
铭刻在关于校园的精彩回忆里。当
我们能够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书
籍，我们与书的故事就更加缤纷多
彩，那或许是借书、购书、藏书的趣
事，或许是阅读带来的豁然开朗、心
领神会的时刻，或许是因书而生的
缘分，或许是凭借阅读、写作改变命
运的奇迹。

2019年 4月 20日，适逢二十四
节气中的谷雨。“谷雨前后，种瓜点
豆”“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这
是农人播种的时节，也是适宜友朋
品茗的时节。那天午后，来自全省
各地的读者相聚在郑州瓦库 17 号
店，和穿越岁月的旧瓦，带着清香的
新茶一起，和来自北京的文艺理论
家、散文家刘玉琴，来自武汉的出版
家、作家周百义，和剧作家陈涌泉，
编辑家许华伟，作家南豫见、南飞雁
父子一起，做客河南日报中原风读
书会，回望温暖的记忆，述说阅读带
来的奇迹。

培根铸魂

她清瘦，如茶。
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海外

版原副总编辑刘玉琴曾数次到中
原，多是为观摩戏剧，这是第一次，
为读书而来。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3月 4日在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
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
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

她说，中原风读书会所做的事
情，也是在培根铸魂。因为播撒书
香，可以让每个人从阅读中受益，
得到灵魂深度的滋养和生命质量
的提升。

她说，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
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你是
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
趣，读书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
界读书日”的宗旨。

她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寄居在
乡下外婆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
村，比较贫穷，唯一的精神大餐就是
每年会有说书人到来。聆听“杨家
将”等故事，让她记住了烧火丫头杨
排风，觉得自己也可以像她那样拥
有不一样的个性和人生。

正是民间文学的滋养，让她考
大学时选择了文科。后来，到人民
日报社工作，又进了文艺部。几十
年的编辑生涯，且读且编，读书对于
她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曾担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文华大奖等
评委的她，回首读书生涯，仍谦逊地

说，自己读历史、哲学、社会学、法律
等方面的书籍太少，致使很多的思
考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
今，还在努力弥补。

她如今在思考什么？她提到国
学大师钱穆说的，哲学就是研究两
个问题：世界是什么，人生是什么。
她提到北大哲学系教授张世英，把
人生分为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
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

读书、思考，会不断提升我们的
精神高度，最终超越功利，到达审美
境界。正如她那天动情朗诵自己的
新书《万物皆有爱意》中的文章“相
隔一朵桃花”里的句子：人生若白驹
过隙，秉持一种信仰，一种坚守，葆
有一份美丽的情怀，便能在内心里
找到永恒的美好，开阔出锦云般的
又一方天地。

他充满激情，如戏。
如今，“全国戏剧看河南”，精品

剧目不断、屡获大奖的河南戏剧已
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其中，有省文联副主席、省剧
协副主席陈涌泉的一份成绩。

那天的读书会上，他悄悄地把
《程婴救孤》《陈涌泉剧作选》两本书
放在展台，他希望它们能遇到自己
的读者。

他年少时读书不多。在南阳唐
河县一个偏远的村子里，最初的启
蒙，便是在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在他
入睡前讲一两个“瞎话”。而隔十天
半月，村子里会来一个民间曲艺艺
人，说鼓词，唱大调曲；逢年过节，还
会有庙会，大戏。戏中的忠孝节义
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在他心
灵深处种下了文化的种子。

这注定他走上戏曲创作的道
路。每一次创作剧本，他都有针对
性地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写《程婴
救孤》《阿 Q和孔乙己》《风雨故园》
《张伯行》以及新近创作的《黄河绝
唱》等，莫不如此。读书与创作结
合，让他越来越体会到杜甫的“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真谛，他说，
读书要善于思考，善于吸收，使之真
正成为支撑、引领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天，投影仪上播放着他创作
的《风雨故园》，朱安在戏中唱着：一
句话拨云见太阳，沉闷的心情顿开
朗，心潮荡漾人已醉，如饮琼浆似飞
翔，一飞飞到百草园，百草园里好风
光……

他捧着书，念诵着鲁迅《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片段，期待
隔着时空完成一种富有意味的心
灵的跨越。

他以戏曲人的方式诵读、表演，
期待更多人读懂中国戏曲这门综合
艺术，爱上传统戏曲。

贵在坚持

那是 1965年，小学毕业的周百
义连考两年初中，都因为家庭成分
原因没能考上。于是，15岁的他，随
当教师的母亲下乡，当了 5年农民。
之后，带着一腿泥，去做了乡村小学
代课老师。

那些日子，一有时间，他就读
书，如饥似渴。读《红楼梦》，他做了
两大本读书笔记。正是读书改变了
他的命运。

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以“小
学毕业生”的身份参加考试，语文成
绩竟考了 98分。后来，到师范学校
读书，教书，又因为勤奋写作，当上
县文联主席。1985年，考入武汉大
学作家班，真正圆了大学梦。

大学毕业后到长江文艺
出版社当编辑，他勤奋敬业，
每编一本书都要认真写书
评，同时在工作之余大量读
书，不断写作。41岁当上出
版社社长，一手打造辉煌的

“长江 10年”，策划出版《二月河文
集》、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等优秀
著作，先后获“新中国60年 100名优
秀出版人物”称号，第十二届“韬奋
出版奖”。

面对家乡读者，他诚恳地说，读
书贵在坚持，人生贵在坚持，一辈子
能够做成一件事，足矣。

那天，他深情地回忆起与作家
二月河 31年的情谊，那是一位编辑
和一位作家之间的真诚与信任，是
经得起岁月淘洗的心与心的碰撞。

他认真地朗诵自己那篇怀念家
乡的散文《木梓树》：桑梓之地，父母
之邦。正如《诗·小雅·小弁》中所
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所以，家
乡田野上的木梓树，始终是游子心
中的向往。

河南美术出版社总编辑许华伟
20年前，因为出版孙皓晖的长篇历
史小说《大秦帝国》，而与周百义先
生从交锋辩论到相知相惜。

他说，读书会给人底气，让你坚
信自己的价值判断。

他回忆起当年见到 94 岁的南
怀瑾先生，先生说，读书，一定要读
经典，从文化源头读起。先生给孩
子们推荐《千家诗》，以其选诗内容
健康、向上、乐观，格律严整，“诗词
三百首，每天不离口，平时当歌曲，
学问自然有。”

他记住了南怀瑾先生的话，如
今仍坚持每天诵读经典诗词。现

场，他以自己的方式吟唱，张继的
《枫桥夜泊》，苏东坡的《定风波》《赤
壁赋》等，神采飞扬，气韵贯通，让人
忍不住跟着唱起来。

书香永恒

身为父亲，作家南豫见自豪地
谈起儿子南飞雁第一部书《冰蓝世
界》出版时，他如何把手写书稿交到
周百义先生手里，如何受到鼓励，第
一次出书就印了一万册；让他记忆
犹新的还有儿子读高中时，因为功
课紧，他不允许儿子偷看课外书。
南飞雁每次进卫生间，都让父亲检
查有没有带书。他一直很放心。直

到 后 来 ，清 理
卫 生 间 时 ，在
浴盆下面的洞

里，发现很多文学杂志和经典名著，
这才知道儿子故意藏了书。

这些关于书的往事铭刻在父亲
的脑海里，比他自己的读书经历还
要记得清楚。他自己 1978 年到北
京电影学院参加导演系专业初考，
朗诵的是艾青的诗《大堰河——我
的保姆》。一路顺利，但最后因为政
审不过关，没有读成。后来，他埋头
创作，推出 10 部长篇小说，两百多
篇中短篇小说，两部电视剧在央视
播出。

文学为他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那天，他深情朗诵的是自己新

创作的长诗《爱情宣言——献给我
亲亲的大沙河》：肉体会消失，灵魂
却永生/爱，没有终端/千百年后，依
然/与大沙河相依为命的：那一株株
挺拔的岸柳/那一条条活泼泼的游
鱼/那一簇簇随浪摇曳的水草……/
就是我/一个憨憨厚的我/一个傻乎
乎的我！

而南飞雁，那个六七岁时读着
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把《罗马史
诗》《神曲》《罪与罚》等经典作品的
画面印刻于心的孩子；那个接过母
亲买的《故事大王》录音带，学说普
通话、讲故事的少年；那个大学时在
金水河边背诵《山鬼》，读金庸、二月
河、黄易作品成长的小伙子；那个在
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文学硕士，认真
研读外国经典长篇的“80”后作家，
已然成为成熟的实力派写作者。长

篇小说《大瓷商》获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中篇小说集《天蝎》等精准地
呈现了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新作
还在不断推出。

但 骨 子 里 ，他 仍 旧 是 那 个 少
年。就像他那天朗诵的金庸自传体
散文《月云》里写的：他总是觉得，不
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
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
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
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
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
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
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
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
朱时哭得更加伤心……

读书，让人日渐阔大，更加悲
悯。

那天，现场每一位读者心中应
该都有一份关于读书的记忆。一代
代人，一个个家庭，一群群友朋，与
书籍、阅读有关的故事、记忆温暖而
绵长。

光阴易逝，书香永恒。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