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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卢氏土坯房
□董彦礼

在空中，俯瞰豫西卢氏山城，丛林
般密集的楼群中，站立着这样一个特殊
的建筑群体——灰瓦红墙土坯房。在
高屋大宇的映衬下，打着深深时代烙印
的风格布局显得那样朴素，又那么不起
眼。六十多年风雨磨砺的色调，写下它
特殊的履历，让它又那么不同寻常，虽
低矮土气却卓尔不群。

走近这群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老
式建筑，亲近它、触摸它、仰视它、感受
它——建筑材料用的是土坯，这是土与
土的距离，没有间隔，这是土与土的关
系，没有异质。这群土坯房，在氤氲地
气中，升华着温暖与亲近，这让我想起，
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与人民同甘共苦的
精神。

这群土坯房，在巍然耸立的高楼大
厦面前，在精巧别致的豪华别墅面前，
在气度不凡的小洋楼面前，如其貌不扬
的花甲老者，是土得掉渣的山药蛋。然
而，这位老者把脚板牢牢踏在土地上，
将生命之根深深扎进泥土里。它一直
拥抱着大地，因为只有大地的支撑和泥
土的滋养，它才更有生命力。

世间万物，它的根和源是不能被忘
记的，更不能被抛弃。否则，后来者就
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又要去往何处。

我想，卢氏土坯房下埋藏千年的石
碑，其“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是它深厚的根基；我想，竖立
在卢氏土坯房门前的“公生明，廉生威”
警示语，是它有力的支撑。食百姓饭穿

百姓衣应思百姓苦，为家国政做家国事
当谋家国兴。一代又一代人民公仆在
这里接力前行，书写着艰苦奋斗精神的
赞歌，代代传承不停歇。

筑建房子的土取自大地，因而土坯
房始终与大地紧紧相依；因为大地母
亲的滋养，它的颜色依旧如故，并坚守
着母体的本色。虽然历经风雨剥蚀侵
袭，岁月在它的额头刻下道道年轮，它
依旧依偎着母体，比邻高楼大厦，笑对
亭台楼阁，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从容
淡泊，保持着朴素与平凡，坚守着信念
与理想。这是共产党人奠下的根基：
为人民服务！一代又一代公仆秉持这
个理念接力前行，书写出艰苦奋斗精
神的最美赞歌。

虽然没有钢筋水泥的物理骨架，却
有着顶天立地的精神气质，它的“骨”是
一种气，来自太阳和大地，贯通身体，铸
成品格，生发能量。

一次又一次走近土坯房，一次又一
次感受它身体里蕴藏着的岁月的深邃、
阳光的温度、品格的力量。一片片陶
瓦，一方方土坯，一个个故事，被一群
热爱着这片土地的人构筑在一起，与大
地母亲紧紧相依，与百姓的心房紧紧相
连，经历岁月之考验，见证信念之力
量，传承着黄土的基因，散发着泥土的
芳香，沐浴着太阳的光辉，聚集着团结
的力量。

我 深 深 地 赞 美 你 ，我 们 的 土 坯
房。10

经常会读到有关家风家训的文
章。然而，潜意识里，依然会觉得这是
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事情，和我们普通人
家庭还是有一点距离的。真正触动我，
并让自己主动思考关于家风家训的问
题，是源于今年春节女儿的一个举动。

2020年的春节，注定是一个令无数
人终生难忘的假期。

新冠病毒的出现，改变了几乎所有
人的生活。因为是医务工作者，我和孩
子父亲从年前开始，加班就成了常态，
每天都紧张忙碌着，弦绷得紧紧的，身
心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回想非典期间，我俩一个负责病人
的追踪流调；一个为防控物资供应日夜
奔波。时隔十七年，再次并肩站在这个
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我们在紧张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前线同学、
朋友传来的消息。大灾大疫面前，没有
人能够独善其身，除夕夜看到大批医疗
队赶赴武汉支援，我们才稍稍放松心

情，同时也感动落泪，由衷敬佩那些不
顾一切冲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因为工作的繁忙和压力、对前方同学
好友的牵挂，心情焦虑的我难免忽略了对
女儿的关注。女儿面临高考，独自一人在
家上网课，乖巧自觉。春节那几天，正是
我们最忙的时候，有时顾不上回家，就让
她自己在家做点简单的饭菜，嘱咐她照顾
好自己。

随着疫情的缓解，工作压力逐渐减
轻，大家的上班时间也逐步恢复正常，
我回到家和女儿交流的时间也多了。
一天晚上，她忽然对我说：“妈妈，我用
我的压岁钱给武汉捐了1000元。”

看着女儿清澈如水的眼睛，我忽然
有点恍惚，仿佛看到了牙牙学语的她跟
着姥爷摇头晃脑地读着彼时她未必完
全明白的句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又仿佛看到中学时
的她戏谑地对我说：“妈妈，这句话还可
以延伸为‘亲吾亲以及人之亲，爱吾爱

以及人之爱’。”
女儿的压岁钱一直是她自己管理

的，在她上小学时就曾经拿出了一部
分，和朋友们一起捐赠给一位信阳茶
农，帮助他把破败不堪的旧屋翻新成宽
敞亮堂的新院。这次为武汉捐款的事
我虽略感惊讶，却也不觉意外。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教师，毕业于
河大。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要与人为善”。他和母亲在生活中一
直都是心怀善意、乐善好施。父亲平日
对自己的学生不仅在学习上悉心教导，
在生活上也多有关照。他教过的很多
学生虽然现在年龄都很大了，但年年还
都记得给他拜年，感谢师恩。幼时家里
住的是平房，邻里家谁有个需要帮忙的
事儿，母亲总是第一个出现。整整一排
的邻居家门钥匙都会在我家备一把；假
期时，家门口的小石桌旁，常常挤一群
小孩子趴在那儿写作业。

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姐妹三人

从小就尊老爱幼，热心助人。父亲一直
认为“医者仁心”，我们姐妹三人大学读
的都是医科。大姐、二姐一直在医院工
作，对病人体贴关爱，也都做过救困助
人的事情。我也曾在医院工作，前段时
间在路上还偶遇一个以前的病人，惊喜
地和我打招呼，感谢我对她住院期间的
照顾。虽然已时隔多年，但还让人家如
此记忆犹新，我在惊讶之余，对人生也
是多有感慨。

现在想来，我的家庭虽然在形式上
没有明确过什么固定的家风家训，然而
这种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是通过一代一
代的言传身教延续下来的。这份善良
和仁爱，体现在父亲对学生的关爱，母
亲对邻里的友善，我们姐妹仨对病人的
呵护和女儿对困境中人们的捐赠上。

善良和仁爱，始终是人性中最光
辉、最温暖、最美丽、最令人感动的，是
对生命最好的尊重，也是对社会最好的
回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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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诗 好事近·碱蓬草

普通人家有家风
□孔改霞

秋日香山，天蓝气爽。一片片渐渐
变红的树叶，既是独立的风景，也像是
一个个符号，对应着人的心境。

这样的季节，适合登高，也适合对
一种叫作新诗的一百岁的事物，做一次
百感交集的回望。

是啊，在香山，我们借助一定的高
度，回望新诗的出生和成长，潮起与潮
落。我们可以静下心来，顺着一些角
度，去发现过去未曾发现的秘密，去辨
识那一条条河流的来路和走向。

一百年的岁月，有一百年的辉煌；一
百年的山河，有一百年的沧桑。一百年的

大地上，有多少形体的舞蹈；一百年的天空
下，有多少灵魂的飞翔。一百年的沙滩，留
下几多清晰或模糊的脚印；一百年的出航
与归来，有丢失的惆怅，更有发现的欢悦。

香山，你是否听到我们的诉说？红
叶，你是否感受到风雨的洗礼？

谢冕老先生说，一个也不能少，来
见一面也行；吴思敬先生补充道：要开
成团结的会，在香山留下温情。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一个个欢愉的
过程。是啊，历史即使在偶然中，也会
有必然的逻辑，像远方的星——星月朦
胧，却是在有规律有节奏地运行；而香

山上的树叶，风中沙沙作响，又像是冥
冥中的呼应和象征。

山风阵阵，林木葱茏，像伴奏之乐曲，
又像是陪伴的身影。10

多少个月亮

有天上的月亮，有水中的月亮。还
有个月亮，在你心里。

有现实情境中清晰的月亮，有想象
中虚幻的月亮，哪一个更真实呢？

从古代的阴晴圆缺，到今天的月偏

食月全食。科学考察，真能说得清月亮
的起源和变化吗？

李白的月亮。苏轼的月亮。还有
张若虚张九龄王昌龄的月亮。它们都
很美，但更辉煌的月亮，一定是与你的
期望值高度吻合的月亮。

有大陆的月亮，有海峡对岸的月
亮。总有一天它们又会重合为同一轮
欣喜的月亮！

注：2018 年秋天，新诗百年纪念大

会在北京香山和北京大学举行，全国各

流派老中青诗人代表及评论家与会，是

中国新诗的一件盛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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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南丁文学奖紧锣密鼓评选的时候，我
又记起与南丁老师的往事。南丁老师，原名何南
丁。何老师一生关注河南文学事业，驾鹤西归
后，由河南省文学院主办、瓦库文化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设立南丁文学奖，正推动新时代中原
作家群创作的繁荣兴盛。

2016年10月31日近午，我与儿子一起赶到
郑大二附院，那种悲秋的情绪在看到何老师后达
到顶点，眼前极度虚弱靠营养液维持的人，是那
个在研讨会上说“我坐在这儿，你们都是青年作
家”的诙谐老人吗？

2015年 11月 26日下午，省作协第六次代
表会在黄河迎宾馆举行。晚饭后我碰到了何老
师，他说给我带了本书，就到他房间里去了。我
问他最近怎么样，他再现了“非帕金森式摇头”，
说没问题。何老师摇头由来已久，仿佛帕金森，
不是帕金森。摇头时眯眯笑，亲切而慈祥。何
老师问最近忙点啥？我说打理一下往事，试取
了两个名字，一个《春暖花开》，一个《度过的生
活》，还请何老师帮我把把关。这两个名字均有
出处，心想何老师或许会夸奖我两句。他连续

“非帕金森式摇头”后说，这两个名字不怎么样，
前者没脱俗，后者失之直白，货卖一张皮，书名
起好很重要。我惊诧的是，我还没提及内容，他
尚不知“货”何以鉴定“皮”？瞬间，我就为自己浅
薄自嘲。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对我知根
知底，我一句“往事”，他即了然于胸、洞若观火。
这部书稿内容侧重反思，沉重且苍凉。为了出
版环节一路绿灯，我取“春暖花开”，确实有媚俗
之嫌；而“度过的生活”显得太过平白。何老师
的批评率性老辣、一语中的。

何老师取出一本书递给我。书名《半凋零》，
翻翻，不由心动。书分两辑，上辑42篇，收录为已
故文友撰写的文字；下辑24篇，则为依然健在的朋
友而写。老师写我的一篇书评“阅读疼痛”也在其
中。“朋友，亲人，暖我人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朋
友半凋零，亲人半凋零，我的生命也就半凋零了”，
这几句封面上的苍凉文字，让我对《半凋零》肃然
起敬。对比我那两个书名，表浅且单薄，差距显
而易见。何老师现身说法，手把手教我如何起书
名，受益匪浅。经历了一个辗转不眠之夜，与何
老师共进早餐时，他见我一脸悦色，说有好书名
了？我笑道暂定《罪过》，您看如何？他晃晃“非帕
金森式摇头”说，当事者罪人般过活，拷问谁之罪过，不错不错。他端起盛奶
杯子与我碰杯以示祝贺。

何老师对我重要的一次援手，是 1998年的春夏之交。68万字的长
篇小说《生命原则》，从书稿到出版一路坎坷，让我郁闷、愤懑，满腹怨
气。送书给何老师之后，我们之间就有了不下 10次的长话，最长一次 1
小时零 5分钟，最短不下半小时。何老师谆谆教诲我，要用平常心待之，
劝我好好写小说，靠作品说话是永恒真理，有追求的作家，不会在意眼前
的挫折与功利。当代作家，谁人传世？谁人不朽？谁人伟大？当代人说
了都不算，需要等待，等待那个绝对权威的历史老人发声。何老师睿智
慈祥的嘿嘿轻笑，伴随着循循善诱如潺潺溪流，浇灭我怒火，疏泄我怨
气，启迪我心智，磨炼我人格，提升我修行。不久，67岁的何老师操纵如
椽大笔，为《生命原则》撰写5000余字的评论“阅读疼痛”，发表在《河南日
报》上，引起很大反响。紧接着，何老师策划了由省文联、省作协、中原农
民出版社、漯河市文联联合举办的《生命原则》研讨会，50余位作家评论
家莅会。一花引来众花开，国内文学界一线著名评论家分别撰写评论文
章，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面对生命进入倒计时的何老师，我极度悲伤，痛惜生命的短暂与残酷。
何老师从昏睡中醒来，挣扎着动动身子，已不能“非帕金森式摇头”了。他认
出我们父子俩，点头示意。他说话吃力，语音微弱，从口型上我清楚他在说，
谢谢你们父子俩看我。我忙俯下身子，凑在他耳边说，何老师您闭目养神
吧，学生有句话对您说。他轻轻闭上眼睛。我惶悚这是师生间最后交流，
心撕裂般颤搐。我用力控制着情绪，不让自己哽咽，更不能泣不成声。我
说何老师您宽仁、慈祥、博爱，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呵，一桩桩一件件，有目
共睹呀！您对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功德无量，您对河南文艺界功德无量。何
老师睁开眼睛，噙满泪水，这是我第一次或许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眼泪。我
亦不能自已，悲伤潮水般涌上来，顿时泪流满面……

走出病房大楼，再融入冷凉拥堵的大街，被来去匆匆的行人车辆与寒
风扑打的落叶裹挟着，浸泅在忧伤中的情绪久久不能排解。我再一次记
起《半凋零》封面上的话：朋友、亲人，暖我人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朋友
半凋零，亲人半凋零，我的生命也就半凋零了——这不正是我此时此刻的
心声吗？

生命，难脱凋零，自然规律使然。然而，若融入高尚信仰，一生都在滋养
身边的人，教人纯净，督人上进，这样的生命就会长驻人间，永不凋零。10

很喜欢“凝香”这个词，散发着
一种古诗词的味道。生活中见到

“凝香”一词，是在宜阳赵老屯民俗
文化村的几条小街：凝香一街、凝
香二街、凝香老街。

我曾三次到过这个只有 30余
户的小村庄。村里正在改造建设
时，我曾随县政协调研美丽乡村建
设，年轻的书记、镇长满怀憧憬地
为我们描绘了改造后的美好蓝
图。采风活动回来后，我给爱人描
述了一番，说那里地方不大，容量
不小。自汉唐乃至明清，一直是屯
兵要塞或军户屯垦之地。现在，家
家住的是统一的豫西传统民居，门
前花香草绿，院内整洁有序，遍野
的迷迭香，香气浓郁。爱人一听，
说实际情况如何，得去看看。无奈
因为疫情，使这个“短途乡村游”一
推再推。

一个周末，我和爱人终于成行
了。刚下车，一股香气便融入清
风、侵入肌体。村头硕大的“中国
梦”三个字，首先闯入眼帘。蓝天
丽日下的村庄，生机盎然。爱人新
奇极了，不停用手机东拍西照。小
屯子亮点多多，我也有了新的发
现。新塑了两尊雕像，是建安文学
的代表“三曹”中的曹丕与曹植，想
不到他们兄弟俩写有同题文章：
《迷迭香赋》。石刻上的文字，熠熠

生辉，千年凝香。“薄西夷之秽俗
兮，越万里而来征”，风骨飒然；“流
翠叶于纤柯兮，结微根于丹墀”，细
腻婉转。据说魏文帝时，迷迭香自
西域移植洛阳皇家，曹丕极其喜欢
迷迭芳香，不仅随身佩戴，他的宫
苑里还种满了迷迭香。

村头两亭，来了必先登临。醉
香亭与望香亭，错落呼应。登亭放
眼，可见农家饭店、窑洞宾馆，盛情
待客；初心苑里，感受家国情怀，党
建之光照亮乡村振兴之路。

临近中午，农家“老屯故事”
飘出的香味吸引了我们。一位宁
家大嫂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飘着轻
快乐曲的院子。大嫂用普通话询
问我们吃什么，我们颇感诧异。
报上手擀红薯面后，闲聊中问她
普通话怎么说得这么标准，大嫂
一笑，说一家人原来在外工作，自
己在幼儿园上班。听说村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美了，环
境好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
绝，便决定返乡创业，在自家院内
开办起了这个农家小酒馆，因生
意 红 火 ，还 请 了 几 个 亲 戚 来 帮
忙。又问土地谁来种，说都流转
给村里种迷迭香了。

离开村子时，站在街头，我再
次凝视“凝香”两个字，感叹：是谁
为街道起这么别致的名字！10

新诗的香山 (外一篇）

□杨志学

苦碱浸年年，又到严冬时节。海静水寒霜落，更透体风烈。

植根大地越千年，秉性硬如铁。一怒涌喷红艳，是一腔热血。10摄影/张博 词/大吕

凝 香
□冯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