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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房 梦
□赵克红

耿相新与
《复眼的世界》

从小喜爱读书，能拥有一间书房，是我童年
的梦想。

小学三年级那年寒假，我第一次来到洛阳
市图书馆，书架上、书柜里琳琅满目的书籍，令
我恍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我忐忑
不安地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贪婪地
读起来，直到闭馆铃声响起，我才依依不舍地离
开。

上中学时，我见到的图书仍十分有限，初二
那年暑假，我到同学家复习功课，同学带领我走
进他父亲的书房。他的父亲在高校任教，住房
并不宽敞，一间卧屋兼书房里，两个摆满书籍的
书柜临墙站立，书架上的中外名著，美味佳肴般
挑动着我渴望阅读的味蕾。我迫不及待拿起一
本《三国演义》，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回家
路上，书柜里高高低低摆放的书籍，如琴键在我
心中弹奏出美妙旋律。从此，何时能有间书房，
成为我的梦想。

1984年我参加工作，分配到陇海铁路沿线
一个工区，远离城市，交通不便，每月领到工资
后我回一次家，然后去新华书店买几本书带回
工区阅读，年复一年，攒的书渐多，就想为它们
找个应有的位置，心中憧憬着何时能拥有一间

独立书房，哪怕小点也行，不求精致与豪华，只
要把尘世喧嚣隔绝在外，有个安放灵魂之处就
行！

读书人谁不希望能有一间承载梦想的书
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想要拥有一间书
房，谈何容易！

20世纪 80年代末，我成了家，住岳父岳母
家。2005年秋天，单位分配福利房，僧多粥少，
制订了严格的分房标准，给申请者打分，再按分
由高到低分配。庆幸的是，我分到一套住房，面
积45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我兴奋了好
多天，我和妻子住朝南的一间十平方米的卧室，
女儿住朝北一间，另一间就是所谓的“客厅”
了。女儿房中，放置一张小床、一张写字台、两
把椅子，墙角空地，我让木匠按空出面积打了一
个特殊书架：瘦高，由地面直抵屋顶，比普通书
架多了二层隔断，可摆放更多书籍。我将多年
积攒书籍逐次摆在书架上。书架小，仍有不少
书“无家”可归，只能忍痛送人。

房间写字台，主要供女儿温习功课、做作
业。我常利用女儿上学间隙，坐在桌前读书写
作。写作累了，我拉开玻璃窗，看着窗外高大的
梧桐树，听着树上叽叽喳喳的鸟语，满足感油然

而生，想起刘禹锡《陋室铭》中：“斯是陋室，惟吾
德馨”的句子。不管怎么说，家里总算有了一个
装满图书的书架，我终于有了小小“书房”。

我在小书房里读书、写作，文章在全国多地
报纸、杂志发表。女儿放学回家，我会主动让
贤，她那时已上中学。有时约稿催得紧，我会在
餐桌上写作。每每这时，我对一间独立书房的
渴望，越发强烈。

2013年，我和妻子经多番挑选反复比较，
最终在市中心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住房。我
挑出最好的一个房间，布置成书房，除了写字
台、电脑，还放了四个书架。

平生第一次有了书房，压抑的心灵一下得
到了舒展，半生梦想终得以实现。走进书房，神
清气爽，我的精神徜徉在书山之间，思绪驰骋在
学海之中。我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笔耕不
辍，发表了数百篇诗文，出版了多部书籍。

“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边写作，边不停读书
学习，为自己补充能量。购书一直是我的一大
乐趣，书籍逐渐增多，书房日见拥挤，书架上摆
满书籍，书桌上、墙角地面上，堆积成层层叠叠
的书山，还有许多书委屈进了纸箱。有时查阅
资料，为找一本书费尽周折，等找到资料，灵感

已荡然无存。
在这间日渐拥挤的书房里，最初的兴奋感慢

慢消失。随着人们对精神追求的日渐迫切，文学
圈内流传着一句“小康不小康，主要看书房”的戏
言。的确，书房是反映精神生活的窗口，是衡量
社会进步、生活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尺。

适逢开发商与妻子单位联合开发一个小区，
我们在远离市中心的这个小区，买了套近200平
方米的住房，书房有30多平方米。交房后，我请
专业设计师设计，对书房装修提出要求，6个高
大实木书柜紧贴两面墙排列，书籍分门别类井然
有序地摆放其间。我还专门设置了藏书柜，摆放
自己的作品集、主编书籍以及收录自己作品的诸
选本，还有文朋诗友们的签名赠送书籍。

因为喜欢书法，我还在书房飘窗上，定制了
一张近两米长的桌子，铺白色毡子，放置笔、墨、
砚台。书房里，书香、墨香、花香弥漫，写作累
时，我临池挥毫，陶醉其中。

我算了一下，大致是在十年前，我真正拥有
梦寐以求的独立书房，这十年中，我的书房又迭
代升级了一次。这十年，也是我创作取得丰硕
成果的时期。感谢这十年，感谢这个美好的时
代！5

一直拥有等风的心情，风吹过四
季，在春天时，是暖风、细风、柔风，是

“吹面不寒杨柳风”，是“等闲识得东风
面”“春风拂槛露华浓”，午夜梦回时，
窗台边的那一缕风，足以在梦的罅隙
里拂过夜的静谧从容，让心归零，美好
如初。

在夏天在秋天在冬天，风在大自
然的呈现面貌各有不同，有清风徐徐、
凉风如水、风和日暖，还有夏风热浪袭
人、秋风萧瑟、寒风凛冽等，每种呈现
都是大自然的生命形式，带给人们不
同的体悟思索，都值得敬畏。有了这
份敬畏，才懂得风的真正意义，也理解
了生命的深刻，在岁月年轮里，生长出
厚重和葱茏。

每当心绪波动之时，我会在安静小
路上吹一吹风，当风扑面而来，凌乱心
绪都被吹散，变得轻松安静。这是风的
力量，柔软坚定。在风中，你没有忧伤
与彷徨，没有困惑和紧张，只有满眼的

风景和远方。
风，是有颜色的。风吹过的一年四

季，色彩各异，把世界装点得多姿多
彩。春日的远山，微风拂过，金黄色的
连翘花开得漫山遍野。夏夜的晚风，在
湖畔氤氲着青青的柳色，皎洁的水中月
影，还有各色莲花，静谧怡然。秋天的
田野，风吹高粱一片红灿灿，被抹上色
彩的瓜果散发馨香，饱满丰富的丰收底
色让人心生踏实感。寒冬清晨，推开
门，下了一夜的雪精灵，被风吹舞着，天
幕下铺展出纯白，偶有飞鸟掠过，一小
片黑一小片黑的，像黑色的眼睛。

少年时代读三国，觉得诸葛亮很神
奇，可施法“借东风”，助周瑜火烧曹操
军营，令曹军全线崩溃。这场东风，威
力何其猛烈。辛弃疾有“东风夜放花千
树”之语，好一阵东风，虽无摧枯拉朽的
魔力，却也有大气磅礴之势。东风何等
多姿多彩，而西风南风北风，又会有怎
样的万千气象？

我在岁月中等风来，与我而言，是
超然的境界。室内茶香弥漫，室外新
月未圆，心思简净的我，在岁月中，等
风来……5

水怀里的丁李湾 □朱小四

第一次到丁李湾，是二十年前，问执意要来
这里的朋友：这小山村的房子比我家的老村还
老还破，有啥好看？她笑言：耐看。

第二次到丁李湾是十年前，它已小有名气，
坊间说这里人杰地灵。和朋友开玩笑：还想从
这里找到掘金的方子？她嫣然一笑，袅袅婷婷
走到湾门前大塘边：金子哪都有，但这一怀山
水，鲜有。

后来，后来的后来，我多次来丁李湾。这曾
被十八弯的山路遮蔽的丁李湾，已芳华尽显。

那个金黄的下午，我们把自己变成一株一
株油菜花，站立在丁李湾的和风里。又在夕阳
下水塘树下，借一木桥，与丁李湾水怀里的自家
倒影目光牵系。那晚，写下笨拙的诗行：和风在
村间唱晚/熙日在山头弄云/那一潭碧水/在温
柔地和倒影低吟……

丁李湾就这样一步步走进我梦里的水乡，
鲜活得如同小满后的新荷、菱角和香蒲。

大别山这个季节的乡村，是林子上空此起
彼伏、长长短短的鸟鸣及那明亮中带着的自由
和率真。我们行走在丁李湾石头铺就的塘埂，

生出少小时打了赤脚撒野奔跑的欲望。
丁李湾站立了多少年？看现存的神留桥与

别的文物遗存，她至少有 700年的历史。历史
上最辉煌时它是什么样？清乾隆至道光年间，
全村田地 1万多担，算来 7万多亩，房间 600多
间，有东西南北4个寨门，人口近千人。丁李湾
现存古建接近徽派建筑，又融合了豫南民居特
色：灰墙黛瓦、门楼高挑、砖雕、石雕、木雕精美，
描龙画凤，花鸟灵动，随处可见；与屋檐、条石台
阶、石礅基柱，以及天井格局，共同营造一个时代
的文化耐心和品位。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数“知府
宅院”，四五进深——据老人说，最开始是十三
进深呢——可见当时的丁李湾，住着的很可能
是达官贵人。往前追溯，便是明朝大兴屯田时
期，大批江西湖北人迁入此地，自然而然，把江南
的大宅、私塾、书院、祠堂，梦想、愿景、审美、细腻

等融入这一怀山水，滋养了一方人情。
我们来的这天，丁李湾的老百姓有的在打

糍粑，有的在“炸炮”即土法炸爆米花，还有的在
熬制芝麻糖浆……看到“小时候的美食”，我们
争抢着上前尝一口，那种特有的香甜，唤醒了童
年时代的乡村记忆。听见锣鼓响，转过身来，见
有村民化着脂粉妆、穿着花花衣、打着油纸伞，
表演着当地的民间歌舞，大俗大雅，诙谐喜兴。
勾引得几个游人，跑到台上跟随村民挑着花篮
扭动起来……

丁李湾历经岁月，还在山湾里挺立，老屋仍
存，依然在水怀里婉约，曾有的繁华与辉煌悄悄藏
在古宅的门楣、门楹、门槛，现代的美丽乡村建设
显露在长廊、游艇、大塘、荷叶、民宿、停车场……

2012 年，丁李湾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
落。之后来来往往的游人带走丁李湾一怀山水

的浮光流影，丁李湾人脸上却永远是历尽沧桑
的质朴和沉静，他们在自己的村庄，以山水为背
景，上演一幕幕人生与时代的小剧，或像一池春
水，小荷初露，或若一山秋色，红红火火。

我从村庄一侧的石板桥上走过，流水淙淙，
倒影斑斓，一时间我和乡村都安静了下来。乡
村振兴的激越鼓点中，丁李湾不急不躁，有自己
的思考和构想，章法和韵律。它没有大拆大建，
反倒小心翼翼，山水、植被、建筑、陈设、格局、风
格、气息、姿影，都没动过。只是一些损毁明显
维护过的，道路和庭院是洒扫过的，一切都为方
便你在行走呼吸中，充分领略山水本色。因此
你眼中的丁李湾，依然是荷叶田田的丁李湾，稻
花香的丁李湾，满网鱼的丁李湾，古旧的丁李
湾，永远的丁李湾……

想起吴越王钱镠，治水治湖又令其为杭州
所用。那一日他念起夫人回乡探亲已有时日，
随书一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寥寥数字，
姿致无限。在丁李湾，在丁李湾一怀水里，我似
乎也可蘸水而书寄第一次带我来的远方友人：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5

鲁 山 绸 □王剑冰

一

尧山下有一片
柞树林，不高，却葱

茏。不仔细看，不会发现其中的秘密。最早发
现的，是生活在鲁山的古人，柞树上竟然有一只
只白色的天虫，慢慢蠕动。多少天后，它们在枝
叶间缠绕银丝，做成一个个椭圆形小茧。细细
长长的银丝，在阳光下泛着七彩的光芒。古人
将这些光芒收纳起来，变幻出美好生活的愿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国
家。提起丝绸，很多人都会想到秀丽的南方，
却不知在中原，还有一种色泽鲜丽、丝缕匀称、
柔而坚实的“鲁山绸”。传承千年的鲁山绸就
得益于这漫山遍野的柞树。鲁山地处豫西南，
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区，地质运动衍生出特有的
地下温泉带，温泉上面形成百里长的断续阳
坡，适宜柞树生长。《汉书》说“鲁阳尧山，滍水
所出。”（注：滍水即今沙河）美丽的滍水两岸，
已经搞不清是先有了人，还是先有了蚕。反正
人与蚕在此和谐相处，编织成如滍水样精美柔
滑的锦绣。

发现和创造是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从柞
蚕放养到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蒸茧、缫丝、打

纬、牵经、织绸、炼染……融合了几千年手工艺
沉淀的经验。

鲜艳而强烈的色彩，是在一次次实践中，以
天然的石质和植物浸染而成。我们无法阻挡这
来自大自然的色彩，它们与日月争辉，映射着生
活所有的美好与向往。

多少年的尝试中，古人还发现，野蚕丝加上
一些野生植物，会生出一种芳香，这些植物有红
花、迷迭香、黄芪、崖柏等。看着这些五颜六色
的植物，觉得瞬间与某种灵犀接通。

“织女”张玉霞站在一台木制脚踏缫丝机
前，动作娴熟地从热气蒸腾的水里取出一个个
柞蚕茧，拉出丝头，把它们并入手上数条蚕丝
中。张玉霞说，一个蚕茧丝长有千米左右，要合
成一根丝线，还需要十几条蚕丝拧在一起。

蚕丝是集轻柔、细微为一体的动物蛋白质
纤维，素有“人体皮肤”的美誉，由对生命的美学
追求及艺术的奇妙认知，人类利用其铺展出一
条辉映千载的“丝绸之路”。

二

在鲁山，我见到一部老织机，老旧的木架
子，散发着时光透出的气息。有的地方尚有滑
磨的痕迹，我不知道它经历了多少年代，它安静

地守在那里，让人肃然起敬。
“织女”李霞坐了上去，织布机顿然鲜活起

来，幻觉般的梭子勾住了人们的目光。她的手
蝶一样舞动，根根丝线抽拉成梦中的感觉。我
就此知道，这是迄今无法被机器复制与取代的
技艺，由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凝聚着鲁山绸的精
髓。一条丝锦挂在织机的旁边，说是目前所见
鲁山最老的丝织品。我不敢触摸，只将目光停
驻其上。似能感到清纯而美丽的眼睛、鲜活而
灵巧的心灵在上边跳荡，还似嗅到一种沉郁的
芬芳，弥散在丝丝经纬间。抬眼中，绿色的柞叶
及白色的精灵，渲染了大地山川。

据说鲁山绸在周代已为王侯所用，西汉时
期，相传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便携鲁山绸为礼
品，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后，曾积极倡导发
展柞蚕生产。到了唐代，鲁山绸更成为宫中珍
品。百余年前，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博览
会上，鲁山绸荣获金奖，被誉为“仙女织”。这或
许是鲁山成为“牛郎织女之乡”的前因之一。

尧山山系间有一条路蜿蜒而去，人说此路
通往洛阳。我在楚长城上下望，也望见了这条
隐于沟壑间的路。据说当年鲁山产的丝绸，便
是由这条路到洛阳，再经西安直达西域。或走

水路往东，进入苏杭以至更远。

三

走过一条热闹的老街，老街上到处都是卖牛
羊肉的摊位。当地人说，早先这里是一个“骡马
号”，里面多是来鲁山运丝绸的马队和驼队。每
天都有运送丝绸的驼马由这里出发，踏上艰辛的
万里丝路。围绕着骡马号的各色商铺从早到晚，
喧闹非凡。多少年过去，依稀可见当时的影子。
据记载，清光绪年间，鲁山县城就有织机四千多
台，丝绸行有二百多家。柔软的丝绸，硬是把遥
远的东西方商贸扯在了一起，神奇的东方文化，
让一条路充满迷想与渴盼。

鲁山绸在一架巨大纺织机上，这是一架勤
劳的智慧的民族之机，讲述的是丝绸故事，传达
的是中国价值。机器的响声日夜不息，丝绸在
铺展，我们看不到它的远端，但我们能感觉出它
的云蒸霞蔚，它的五彩绚烂。

滍水闪烁，柞树的叶芽开始泛绿，一丛丛的
柞树，几乎成了古化石。鲁山有柞树面积一百
余万亩，很大一部分可利用养蚕。在这些柞树
上，总是会放养一条条白色的柞蚕。

微风发散着湿润的气息，又一个春天来到
了。5

□刘海燕

我和耿相新先生同处一城，在文学
会场偶或见到，在我的印象里，耿相新总
是照亮灰蒙蒙氛围的那位，红上衣配他
的思想者神情，沉默或者发言，都有种既
沉思又脱逸的气质。

直到几年前，我因写一篇评论查阅
史学资料时，偶然发现耿相新的历史小
说《忽必烈汗》（外文出版社，2013），有着

“见人所不见处”的史识，方知他是历史
系出身，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
史系。耿相新的另一本书——《中国简
帛书籍史》（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仅
书后附录的多达 26页的参考文献，就可
看到一个史学家的真功夫。

所有的文体中，诗应是最不宜于谈
论的，《复眼的世界》更是难以描述。可
以说，《复眼的世界》属于诗中的奥义诗，
涉世不深的读者，会觉它的遥不可及与
不易阅读，但历经世事的读者，会唏嘘它
穿越时空的真实。

这部诗集中，耿相新表现出对快速
变动、复杂而庞大的世界努力认清的野
心。一个把自己放在世界文学参照系里
的作家、诗人，应有这样的野心。曾经，
诗人耿相新对“复眼”充满好奇，但后来
他发现，复眼成像不甚清晰，正如他在
《代序》里讲：“我曾经相信眼睛，但此时，
我更依赖思索。复眼，已经过时。”

在这里，“复眼”是看世界的一种方
式，更是一种隐喻，意味着认识这个世界
的 N种方式。诗人以这种观看方式，来
描述变化中的、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不
清的多种影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固
化”的语言和观念的消解，是对经验和文
化的重新考量，诗人自己也在不断自我
否定和超越。

他以思想者的深度，以不仅是复眼
的方式，表达我们最熟悉的经验时，瞬间
惊醒起我们的眼与心，让我们感到经验
的分裂与不可把握。“镜中的脸，还是不
是自己的脸/犹如，你眼中的他，还是不
是他……”（《镜中的脸》）“古道上的人，
一如既往，回归到了地下/古道上的云，
一如既往，回归到了天上”（《崤崡古道》）
他在写现象，分明又是在写大时空里万
物的秩序与命运。

“当我的声音，被周围听懂时/我却，
无 限 地 热 爱 上 了 ，闭 嘴 ……”（《一 束
光》）“一个人，携带着沉重的思考/那些
疑问，在长发上，随风而动/他行走在知
识的十字路口，孤苦/他是在荒凉中离家
的行者……”（《道》）这些诗句，像是耿
相新的精神自画像。一个有思想力和
人类情怀的诗人，他深深懂得语言的限
度——懂得节制与沉默，懂得写作的要
义是对于真相的不断寻找和发现。

他这样写人在宇宙间的孤独感，寻
找或自由与被规定之间的悖论：“所有的
人都是孤儿/太阳系里飘浮着一个星球/
栖息在上的人类，无法摆脱/被遗弃的心
态，徒劳而不懈/寻找邻居，企图群居于
天河的岸……”（《孤儿》）

这是史学家、诗人耿相新和一般作
家、诗人的不同之处，他不止于经验的表
达，他似乎想通过诗学表达，来完成对个
体和人类世界认清的野心。

这个有历史感和宇宙感的诗人，首
先或同时是一个有大视野的诗读者、研
究者。一天，我在“小红书”上意外发现
他收集了新时期以来所有的汉译诗歌经
典，并分类评介研究。他以史的方式、以

“竭泽而渔法”，梳理世界经典诗歌和诗
人。这让我想起大作家纳博科夫和伍尔
夫曾强调过的，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应
是一个优秀的读者。面对耿相新的世界
诗歌史研读，我于内心感叹：学术、写作
和人生本该如此深度、深情。5

等风来 □宁伟

爱此红蕖鲜爱此红蕖鲜。。55 李海波李海波 摄摄

书评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从即日
起，中原风推出“十年身边故事”征文专栏。

这十年，无论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好的个人成长环境、更充实的获得
感，您都可以尽情抒写。您可以写自己的
故事，也可以写亲朋好友的故事。征文文
体为散文、随笔，文字要求真切平实、简洁
隽永。字数 2500 字内。投稿邮箱为
hnrbzyfzw@163.com，来稿请注明“十年
身边故事”征文。

“十年身边故事”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