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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老师的文字清新自然、淡若云
天、缘由心生，那份淡定，是她的佛心使
然，也符合她整体的气质。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流行的“禅悦书”，以向读者“输送”

“禅”的理念、“佛”的理念居多。我们的
《访寺记》则不同，它脱俗，它清静，它典
雅。它不刻意去传达什么精神，它自说
自话，它不悲不喜。它引经据典的同时，
对每一个所到之处都写了一个人、写了
一个故事。它没有无病呻吟，它就是作
者自己的一种淡定的生活态度的呈现。

在看青青老师这些文字时，我经常
问自己：她为什么要写寺庙？我实在难
以将一个要承担经营任务的记者站站长
和这些美好的文字联系在一起。“佛性”
究竟是什么？她写出来的寺庙为什么让
人感觉佛并没有远在我们的尘世之外而
就在我们的周遭？因为我个人对寺庙一

类的场所总有一种敬畏，一种恐惧。但
我看到，青青老师对于她笔下的寺庙，写
出来的主要有两种感觉：爱和自然。佛
在她的心中，在她的笔下，在她生活的细
节中，而并没有在我们的尘世以外遥不
可及。

另外，冯杰老师写意的插图增加了
本书的空灵感，与青青老师的文字相互
映衬，提升了整本书的品质和韵味。

就像叶主任在序中所说，《访寺记》
就像是这个喧嚣世界中的一剂清凉贴。
我想，对于现代社会特别是职场中女性
而言，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个启
发，那就是：在保持强大意志的同时，

“慢”下来，淡定的生活态度非常重要，这
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更加美丽。在今
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以此与在场的所
有女性朋友共勉。

访寺山如梦 落花书亦香
——“风吹书香”首场读书会暨青青《访寺记》新书发布专家发言摘要

3月8日上午，“风吹书香”首场读书会——青青《访寺记》新书发布会在大河书局经纬店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主办，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大河书

局、孔学堂书局承办。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学博士叶小文，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赵铁军，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孔学堂书局总编辑李筑，著名评论家、中国文艺学会副会长鲁枢元，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乔叶，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文人画家冯杰，中州大学教授、评论家刘海燕，孔学堂书局

常务副总编辑张忠兰等出席了发布会并发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和中原风读书会发起人冻凤秋主持了新书发布会。本期选登部分领导、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在这春暖花开

的美好时刻，我们很荣幸地相聚在这里，参

加河南日报记者王小萍（笔名青青）《访寺

记》新书发布会。我代表主办方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河南，古称中原、豫州、中州，因历史上

大部分区域位于黄河以南，故名河南。

河南是文化大省，身为中华文明的发

祥地，中原文化名人灿若群星，从老子、庄

子，到韩愈、杜甫、白居易等，数不胜数；河

南拥有丰厚的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就佛教

而言，洛阳白马寺是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

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洛阳的龙门石窟已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登封少林寺是禅

宗祖庭；唐代高僧玄奘是今洛阳偃师人。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正是植根于这片厚

重的土地，从最初的一张河南日报，形成以

10报2刊为主体，涵盖40多种网络媒体、

移动媒体、户外媒体等新媒体平台的现代

传播体系。目前，集团综合实力长期位居

全国省级党报集团的第一方阵，正积极探

索转型之路，加快从报业集团向文化集团、

文化财团转型发展的步伐。

大河书局与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正

是报业集团的文化窗口。

大河书局是报业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这些年来发展势头蒸蒸日上。在巩固党的

新闻主阵地的同时，创办实体书店，积极推

动“书香社会”建设。目前，大河书局已经开

办多家实体书店，初步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

的路子。大河书局经纬店2015年12月25

日开业，无论是从经营理念、店面设计，还是

从经营范围、货源组织上，都比较注意突出

报业元素，开业以来，受到读者欢迎。

2015年初，中原风读书会发起，至今

一年多时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引领全

省读书风潮，在河南文艺界和中原地区广

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反响。不仅营造了浓

郁的书香氛围，更为省内外名家和读者提

供了思想碰撞、交流的温馨平台，成为我省

读书会第一品牌，并带动省内多种形式的

读书会涌现，引发“书香中原”现象。

再说《访寺记》。王小萍是河南日报驻

济源记者站的站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

作家。2014年曾推出《落红记》，成为国内

年度热点图书。去年，她的散文集《白露为

霜》获孙犁散文奖。今年推出《访寺记》，面

世以来受到各方赞誉。这一切的成绩，均

因她的勤奋与执着，还得益于她长期做一

线记者的敏锐。习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

座谈会上讲道：判断一名记者的基本功如

何，其脚力、眼力、脑力，也是重要的参照。

小萍可谓是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代表。

《访寺记》的出版不仅得益于当代贵州

期刊出版集团诸位朋友的慧眼识珠，更与

叶小文主任的用心扶持分不开。

祝贺王小萍，祝贺《访寺记》的成功面

世，相信她今后的创作会迈上更高的台

阶。更期待聆听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并

真诚地欢迎朋友们在和煦的春风里，到河

南大地走一走，看一看这片土地曾经的厚

重和如今的新貌。再次感谢各位百忙之中

的光临，谢谢！

中原是文明灿烂，黔地文化多彩。
河南大河奔流，贵州崇山峻岭。两地的
合作就可形成山高水长的壮丽之景。
青青的《访寺记》牵起了豫黔两地情。
《访寺记》是作家青青以寺庙为主题的
一部新作，由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党
委书记，孔学堂书局社长、高级编辑赵
宇飞同志与作者共同策划，由叶小文主
任倾情作序。本书中的47篇文章，既
有关于寺院、佛教文化的知识，又向读
者讲述了每一个寺院背后隐藏在尘世
之中的故事。感谢青青给我们来到中
原大地郑州学习的机会，也感谢叶小文

主任百忙之中为《访寺记》作序，感谢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精心培养了优秀的记
者、女作家青青，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秀
的作品。孔学堂书局将出版更多优秀
的作品回馈大家。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是一家以
《当代贵州》期刊为主整合省内有关出版
资源组建而成的国有大型文化企业集
团，孔学堂书局隶属于集团是出版学术
研究和学术普及的专业出版社,重点出
版在国内外有学术影响力或代表性的著
作和宣传、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品读物。

祝贺青青继《落红记》之后又写出

《访寺记》这本好书！

叶小文先生在序言里给这本书很高

的评价，不是一般的客套话，而是发自内

心的喜欢，我深有同感。

从这两本书看，青青是一个很有才

气，很有慧心、慧根的女作家。我怀疑她

天赋“异禀”，身怀“灵异”。

去年，她在城市之光书店举办《落红

记》的读书会，我和她已经“失联”20年，

却一头撞到她的会上，像是鬼使神差，祝

欣可以作证。后来，她来苏州，我陪她，

还有海燕，逛灵岩山，走进山腰一座古

亭，我说，照个相吧，她摆好姿势，我端起

相机，拍下来一看，亭子上三个隶书大

字：“落红亭”！把我吓了一跳。

这本书的选题是寺庙。写寺庙的文

章很多，如此写的却不多见。

想一想，寺庙（当然是中国的寺庙，

不是西方的教堂），本身就是山林自然、

人世众生、精神信仰的一个融汇之处，也

是自然界、人类精神与诗歌艺术的交合

融汇之处。

仅以苏州的寒山寺为例，就足以说

明这一点。张继的诗与姑苏城外的风

霜、与千年古刹的夜半钟声，浑然交响，

成为一曲世代传颂绝唱！和尚寒山子的

佛禅精神与寒山寺周遭的山石林木星月

溪流凝聚而成的寒山的诗歌，如今不仅

流布日、韩，而且风行欧美，甚至还被美

国一代叛逆诗人奉为楷模！

自然、人世、佛国，三个不同的境界，

充满了宇宙间的能量与张力，充满了难

以言说的神奇与奥秘。

或许可以把它称作诗境、人境、佛

境。

这三境之间，有联系，有区别。

东晋时期，在庐山脚下，曾流传的一

段关于文学与佛学的史话。

那时节，东林寺的主持慧远是佛界

领袖，他精通儒学，旁通老庄，组建白莲

佛社，独创佛学新境界，成为净土宗的开

山祖，中外僧俗，望风遥拜。

同时代的诗人谢灵运，官位高，名气

也大（当时是大过陶渊明的），他找到慧

远和尚，想参加白莲佛社。慧远却说，你

看你的头发那么黑，胡子那么硬，还是先

去自我修行三年吧。谢灵运是中国古代

山水诗的创始人，无疑是具备了某些诗

的境界的，在慧远看来，他还达不到佛的

境界。

但是，慧远和尚却非常看重陶渊明，

主动邀请他加入白莲佛社，但陶渊明说他

受不了佛家的清规戒律，首先是戒不了

酒，不能参加。慧远说那你喝就喝吧，随

你了。但陶渊明也还是没有加入，因为他

还留恋着人间的境界。“结庐在人境”，过

得满适意。后来的佛教徒们说，陶渊明毕

竟没有修炼到家，比起佛教的最高境界还

有一段距离。

捍卫陶渊明的人却说，陶渊明推重

“人境”，实际上已经把“佛境”、“诗境”融

汇到“人境”，达到一种更高的“化境”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看陶渊明的，有他的诗

为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其中“人境”、“诗境”、“佛境”不全都

有了？

青青的这本书的过人之处，就在于

她凭依自己的才情与慧心，轻盈、畅快、

无迹无痕地游走于三者之间！既能处处

结缘，又能自然随性，同时又几乎做到凌

空蹈虚。这本身也是一种境界！请看下

面两段文字：

一是写济源的大明寺：下了十几天

雨，早晨到院子里散步，看到所有植物都

挂满亮晶晶的露珠，好像是神仙在黎明

到来时，遗落下的珍珠。我看到露珠里

变形的圆的世界，都是青的、白的。好像

是佛寂灭的颜色，原来这个世界并无其

他颜色，有的，也只是青与白。大明寺门

口，一中年妇人带着孙女坐在门槛上，小

女孩的眼睛明亮得足可以是一滴清露。

一个僧人在厢房边洗衣物，另外一居士

模样的人蹲在一边发呆。

一是写贵州弘福寺：众人都到方丈

室喝茶，我独在后山上徘徊，一只猴子突

然来拉我的衣襟，我也顺从地跟他过去，

穿过一片飒飒竹林，到了一青石崖壁上，

那猴子吱的一声攀到树上，把我丢在地

下。我抬头看它时，却看到了：“睡起有

茶饥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两句被刻在

石崖上。我不觉想起早晨的梦境，心下

一阵怃然，再看那猴子已经不见踪影，只

有几朵白云闲闲地挂在树梢。

在这里，青青可以轻易地从人间红

尘走进山林自然，进而走进刹影梵呗的

佛理与禅机。而这一切又做得那么舒缓

自如、妙曼空灵，如她在后记里的一段表

述：

我和荷花一起，绕着一渠菖蒲和睡

莲，又穿过绿箩与竹林，沿着碎石小路攀

缘而行，才见寺塔凌空，杉竹清阴，突然

之间犹如穿越古镜，狂心顿息，一片寂

静。待禅室见到师傅，他缓言细声，布茶

谈经，在寂寂空门中，我忘记了自己要说

的话，好像我从来也没有什么想念的人

与事。

我不是说青青已经做到陶渊明了，

她的文学语言还不够透彻，不够沉稳，这

并不只是有欠推敲或琢磨的技术问题，

而是“内修”还欠火候。文字的功夫不在

字句的“锤炼”，在内心的“修炼”。30多

年前我在少林寺的达摩洞看到壁上有古

人题诗，大意是达摩祖师在五乳峰下面

壁九年，仍然没有将尘世的真意完全穷

尽，仍然有欠圆通。

祖师爷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眼前的

这位小女子！

我想，青青还是因为有诗学的慧心、

佛学的慧根，这使她有意无意、有心无心

地在赓续着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她的

《访寺记》，于是也就成了中国优秀文学

传统之树上开出的一朵小花，一朵自然

而优雅的花。

青青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时
说：“虽然是访寺，但我本意不是让大家
都去走进寺院，去当一个僧人，当一个隐
士。而是想唤起人们内心那一份隐的自
在。希望读者能时时观照内心，在这样
红尘万丈的喧嚣中，不要时时刻刻像一
个战士一样，为了功名利禄，投入生活的
大潮弄得身心俱疲。而是听从内心的呼
唤，能从生活的急流中偶尔隐身，找到自
己的心灵。”

我认为这段话是青青写作《访寺记》
的核心动力。从这里出发，我有两点思
考，在此和大家分享。青青的文笔才华
刚才诸位已经说得很充分了，我就不再
赘言。

首先，我思考的是，作为一个人，为
什么要去外面走走，比如说要到寺院去，
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才能更容易唤起
自己的内在，找到更像自己的自己。前
些天我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有一个同
学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很烦恼，求禅
师答疑解惑。禅师让他端着一个盘子，
盘子里装满了水，去花园逛一圈。他去
花园逛回来，因为只顾着看花，盘子里的
水都洒掉了。禅师又让他去，他第二次
只顾看盘子，没有看花。第三次，他又看
花，又把盘子护得很好，还用盘子里的水
浇了花，还摘了鲜花放在了盘子里。我
们的人生就是如此。盘子是个小天地，
花园是外面的大世界。我们固然要保护

好自己的盘子，但只看自己的盘子，人生
未免狭窄和单调。所以也要去外面的世
界看看。而之所以去外面看，最终是为
了让自己过得好，为了成全更好的自
己。正如泰戈尔的诗句所言：“旅客在每
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
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
到最深的内殿。”

我思考的另一点，是作为一个写作
者，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前几年，国刊
《人民文学》杂志提出了一个理念，强调
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性，倡导写作者
走出书房去外面行走。这个理念有一个
说法，叫“人民大地，文学无疆”。我很喜
欢。我觉得《访寺记》就是青青脚踩大地
心灵无疆所结出的一枚沉甸甸的文学果
实。当然她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访寺，
在寺庙的文化里开出文学的花朵，散发
文学的芳香。当然作为写作者，每个人
都可以有自己的主题。当今的中国，现
实无比的庞大繁杂，给我们提供了丰富
的养料，如何吸收和创造，如何写出好的
作品，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人民大地，文学无疆。但道路却在
眼前。很多写作者都认同两句话：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书是心灵的路，路是无
字的书。青青的两条路都走得很好。走
得仪态万方，摇曳生姿。我很羡慕，以后
会向她学习，争取把路走得好一些。

和青青是最近几年认识的，最初是通过彼
此的文字认识的，加上我们心性的相通，因此，
这认识的根底就很深，几乎贯穿了今生今世。

青青对自然有着罕见的热爱和懂得，世
上的草木、月光、风声……都是青青的朋友。
青青对世间柔美的、清爽的事物，对生命之爱
的幻境，特别迷恋。她生命中的快乐之源，写
作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对自然的
感应。她多年来对佛学的研修、素食的习惯、
成长背景、天性、审美取向，都使得她自然地
去寻访寺院如同寻访自己的精神家园。

青青的《访寺记》是诗性的，有着幻想的
品质，她寻访的是她心中的寺院。如她的《落
红记》，在内心深处，寻找和萧红的那种精神
感应，是一部渗透了青青气质的萧红传记。
这部《访寺记》也渗透了青青个人的幻想气
质，青青寻访的是幽静山林中的寺院，也是心
中的一些梦境。

我们知道，今日现实中的寺院、宗教界，
不是这样诗性的；人类文明史中，一些教规也
曾束缚人的天性、个性和思想，当然东方的佛
教与其他宗教比较起来，更慈爱，更包容。

我曾问过青青，为什么不把更真实复杂
的状况写出来？其实问这个时，我也明白，青
青想保留一个我们能够退避的梦想之处。记
得多年前的一个文学会议，很多学者谈“终
极”“死亡”之类的深刻话题，鸿篇大论，后来
《上海文学》的编辑蔡翔缓缓地站起来，质疑：
“你们都讲这些，还让我活吗？”

《访寺记》，是一本让人活得美好的书。
青青作品里的美质，是当代文学缺失的

品质之一。中国当代作家，和现实缠绕太紧，
从人世里来到世人里去，没有一个更开阔或
更高远的参照系，其作品难免世俗气太重，缺
乏清爽的美质。

这本书里，随处可见透彻的悟性和慧心。
寺院里的一切事物，在她的笔下，都拥有了禅
意；迎面而遇的僧人或者熟知的僧人朋友，都
有让你品味不尽的空妙；过往的历史烟云和文
人留下的心影，在她的笔下，也被激活。

譬如，青青特别能捕捉和理解僧人富有
意味的话语。作者邀请鹿门寺法师顺道到郑
州一聚，法师说：“不要期待，也许去，也许不
去。去了就相聚，不去就相念。”青青自己的
语言也是随处可见灵光闪现，“我走出院子，
回身看只见塔影沉沉，诸峰如笑……好像山
顶上与月亮的亲近只是一梦。”青青的笔调忽
实忽虚，如梦如幻。

《访寺记》里的每一篇都很短，青青的文字，
自然、清爽，又很节制。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
里曾讲：文学的力量，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
在于表现出一种完美人性。青青的《访寺记》，
每一篇虽然很短，但因为这些意味无穷的话语
或事物，使得每一篇文章读后又回味无限。

还有冯杰的这些插图，插图的文字，如
“竹林高过了塔，长成另一种绿塔”。可以说
是绝配，使《访寺记》更显精彩。

编前的话

访寺寻梦 美的历程
□中州大学教授、评论家刘海燕

《访寺记》牵起了豫黔两地情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孔学堂书局总编辑、高级编辑李筑

行走在大地上的无疆之旅
□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乔叶

青 青 ，
原名王小萍

（王晓平），现居郑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驻济源记者站站长。著有《白露为
霜——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落红记
——萧红的青春往事》《访寺记》等。其
中《白露为霜》获2015年度孙犁散文奖。

以静，以禅……
□孔学堂书局常务副总编辑张忠兰

《访寺记》作者档案

书香中原从这里出发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赵铁军

□中国文艺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鲁枢元

佛境·人境·诗境
——读青青的《访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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