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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中

牡丹赋牡丹赋

一
千绸万叠春风蕊，魏紫姚黄斗芳菲。
洛邑牡丹多国色，占尽天骄为花魁。

二
古都新雨千树娇，墨玉二乔绽碧梢。
凌波微步神女静，芙蕖芍药竞折腰。

三
洛水春来花万簇，金丝玉辇香满途。
停车坐爱瑶池色，霓裳羽衣晓妆初。

清明追思
清明时节逢国殇，梨杏寒雨自惆怅。
岁月不老入梦来，慎终追远泪穿肠。

又见春潮
寒辞荆楚樱花笑，鹤舞长空江水谣。
九省通衢不寂寞，再与天公试比高。

山行春色
春风十里描花红，垂柳千条染碧空。
耕牛一犁添秀色，远山百亩亮黄澄。

忆罗敷
陌上青桑绿水洲，罗敷窈窕闭花羞。
不羡貂锦辞宝马，千古忠贞竞风流。

无题
太行山麓春色美，平湖秋月亦芳菲。
不觉阶前兹白露，但见东篱照晨晖。3

行进在
希望的田野上

书的散与藏书的散与藏 □何频

□王守振

抗击疫情即将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曾赴西华县调
研复工复产、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开展情况。由于多年未去西
华，在这个特殊时期走进西华，颇有眼界大开之感，并为近年西
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赞叹不已。

汽车进入西华县境内，正是初春时节，夜里的一场雨，把一望
无际的麦田滋润得碧波荡漾。记得上大学时学《植物栽培学》，课
堂上老师曾讲小麦丰收需要八十三场雨，不少学生立马瞪大了眼
睛，是不是除了严冬下雪外，其他时间天天下雨才能保证小麦丰
收啊？后来老师慢慢说到，八十三场雨并不是八十三、八十四的
数量，而是八月份、十月份、三月份的三场透雨！头年八月份的
一场透雨，能确保小麦的发芽率、出苗率，十月份的一场透雨，小
麦根系发育优良，分蘖多、防冻害，为顺利越冬和苗齐苗壮提供
了保障。来年春季三月份的一场透雨，则为小麦拔节、孕穗奠定
了基础。农谚总结得好，老师“关子”卖得更好，学生们都记忆深
刻。夜里的这场春雨，的确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恍惚
间，车窗外的碧野幻化成了金色麦浪，一时间粮垛如山、粮仓丰
盈……汽车仍在飞驰，无垠碧野中，忽然又掠过一块油菜田，油菜
花金灿灿一片，霎时间的豫东大地，又像是一幅绿黄相间、蓝天白
云、如多种颜料任意涂抹的巨型画布……

三十多年前曾有一首流行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这
些热心学农的学生，一听这首歌就心潮澎湃，就会不由自主地与
音乐共鸣，就像现在一听到《我和我的祖国》一样热血沸腾。更
毋论如今希望的田野里，长出的不仅仅是好庄稼，还有农民解放
了的思想，户户安乐的幸福，家家都实现的小康。

路边突然出现一排楼房，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飞行员培训
学校！宽大教室、模拟机房、指挥塔台、长长的跑道以及几十架
停留在机库的训练机型，完全具备现代化飞行员培训要求。据
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很多，拿到毕业证后供不应求，当然这家
公司作为一个股份制企业，也产生了不错的经济收益呢。不看
不知道，这里真奇妙。豫东平原千里沃野中，居然藏有这么大一
个飞行员驾驶培训基地，希望的田野上真的是满载着实实在在
的现代化的希望！

在当地同志的引领下，我们还深入耕德电子华为手机生产
线、海鑫电子精密仪器加工车间，我们戴着口罩，车间班组的员
工同样口罩严实，其全神贯注的眼神，可以预感经手产品的质
量！据介绍，耕德电子华为手机生产线产量在河南仅次于郑州
航空港区富士康的手机产量，在全国华为手机生产基地中名列
前茅。走进迟营乡百农园产业扶贫基地，钻进西瓜温室大棚，向
正在修尖打杈的瓜农详细了解土地流转、建造大棚投入、西瓜市
场销售、贫困农户收益分成等情况。大棚外村里生产的春黄瓜、
旱黄瓜，深绿的、淡黄的，排在一起煞是好看。百农园农民合作
社还用黑小麦生产出了酱香型白酒，也有焦饼、麻花、胡辣汤等
包装食品，让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不断表示希望他们盯紧市场
需求，提升品质、开拓销路，带动农民持续增收、防止返贫。查看
过程中，一位专家型领导多次提到山东寿光，介绍那里最先进的
种植技术、最全的果蔬品种以及每年农业农村部都在那里举办
的中国蔬菜博览会盛况。同时还介绍寿光发展蔬菜种植的经验
和做法，意在引导西华县在大面积推广种植蔬菜后，能够规划建
设一个大型果蔬批发配送市场，既销售本地生产的产品，也销售
外地的果蔬，让各地来的客户，在一个市场就能买到各个品种的
蔬菜，以此做大农产业，拉动产业化，带动本地和周边农区，确保
巩固高质量脱贫成果，同全国人民一道高质量迈入全面小康。

希望的田野，充满着希望。离开西华的时候，脑子里挥之不去
的还是“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和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的旋律。
歌词中的“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仿
佛就是中原大地的写照。中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已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一样纳入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粮食生产核心区、中
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河南自贸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六大国家
级战略也相继实施，省会郑州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行列，四条“丝路”
辐射全国和世界，米字形高铁和双十字交通枢纽拉动中原快速奔
跑，粮食产量连续多年都在千亿斤以上。西华只是河南农区的一
个缩影。中原的大地，复工复产如火如荼，疫情防控稳固有效，脱
贫攻坚扎实推进，处处是希望的田野。争做出彩河南人，就要立足
在这希望的热土上，“在这田野上劳动，为她打扮，为她梳妆”，用自
己的全部精力、热血和汗水，“为她幸福，为她增光”……3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这个春天困
守书斋。“心事浩茫连广宇”，由此联想到
书的散与藏，真是意味深长。

前几年，我在沪上陈子善先生的“梅
川书舍”，听他说当代儒林掌故，涉及一双
名人的藏书故事。他们是眼看着心爱的
藏书无情散去的，落花流水一样。

第 一 个 是 钱 谷 融 先 生 散 书 的 事 。
1919年出生的钱先生，将满百岁，而家里
藏书满坑满谷。他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儿
子满心要接他到国外居住，可钱先生舍不
得华东师大的朋友圈，离不开上海秋季大
闸蟹和春天的青团……于是，儿女们提出
为他重新装修一次房屋，更换设备并加装
老年安全和保健设施。这总是可以的吧！
好了，做装修要先清场，代价是先要把屋子
里陈年旧藏清出去，——唉，主要是书！于
是，钱先生电话通知自己的弟子，包括陈子
善和杨杨等人，请大家来家里做客。先生
好精神，听诸位天南海北谈论过了，最后轻
描淡写地说，请每人在他现成的藏书里，各
取所需，放手取些个自己喜爱的书带走。

他的书有的藏很久了，已经充满着主
人的灵魂气息与印记，尽管老先生客客气
气的，但谁放得开手将书拿走？不兴这样
的呀。弟子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结果，传来的消息是书散了，被提前约到的
一个书商，几乎将钱先生的藏书，悉数收了
去。除了主人新中国成立前购买的外文
书，和不同版本的《世说新语》，少许珍爱之
物得以保留，余则几乎是论斤论两作价散
去，统共卖了一万多元人民币。

我急急而有些不解地问，像钱先生这
样的大学者和名人的藏书，难道还没有学
校和社会机构如图书馆争着收了去？子
善先生无奈报我以苦笑。

第二个，是报人褚玉泉的书。褚先生
是《文汇读书周报》的原主编，业界口碑
好，被誉为“天下最好的编辑”之一。他于
2016年年初突然去世，当时，这是圈里人

热议的一件事。褚先生百日纪念，二十一
世纪出版集团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生命
的开花》纪念文集。并赶在当年4月 23日
世界读书日之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了
追思会。褚先生是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
女婿，他经手办《文汇读书周报》而出名。
这张原本是《文汇报》报中报的专业读书
报，褚玉泉先生当上此报掌门人后，为文
人和读书人、青年读者把脉准确，调和诸
家口味，从而把它办出了特色，很清秀很
文气，很吸引人。我就是由于阅读了这份
报纸，受其影响，才开始文字转型，写读书
文章的。我俩没见过面，但通话通信都
有。

上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及商业大
潮涌动，传统出版业受冲击，图书价格和
图书发行的商业化操作等等，人们一时难
以接受。褚玉泉自己执笔开了“阿昌逛书
市”专栏，千字文，甚至几百个字的小评
论，讲真话，无废话，很得人心。当时，包
括巴金、王蒙、王元化和黄裳、张中行、钟
叔河先生，还有台湾地区的龙应台等人，
在这份小报上发表文章，名人多多。此报
有个“每周一书”的介绍，附有书影，谁的
书被介绍了，觉得无上光荣。

褚先生爱书自然没的说，秀才人情纸
半张，而那些年，读书人有多少签名本和珍
本曾送给他？他的办公室，自然是堆满了
书，满眼是书——书，好书，签名本的书。
可惜他退休的时候，满屋子的好书带不走，
家里也没有地方放。他在上海编辑《书
城》，过了一段时间，又热心参加江西那边
编辑出版读书刊物《悦读》。久而久之，原
来的办公室被清理，一屋子的好书散去了。

子善先生说，某次他到了贵州，在贵
阳的一个特色书店里，发现那位精明的老
板，把褚玉泉先生的书，分类锁在很排场
的大橱柜里，待价而沽。

哎！博尔赫斯是个博览群书的文人
作家。在其《私人藏书：序言集》的“序言”

里，他开宗明义说道：“随着岁月的消逝，
我们的脑中会有一套浩繁的藏书形成，那
是由曾经让我们爱不释手并且极想与人
分享的书和文组成的。”一个学者或者作
家，或者仅仅是纯粹爱好读书的藏书者，
我们不可以想象他眼看着自己的集藏散
去，付之东流。钱谷融和褚玉泉，他们二
位的藏书一夜散尽，令人心痛。

回忆往事，又想起另外一种类型的散
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
期间。我的母亲和叔叔，都是我们兄妹几
人的初中老师。老师中间，还有个常老
师，大名常校辰。他不是本地人，与他在
公社卫生院当护士的妻子，两口子算是外
来户，却落户在我们村子里了，他们的女
儿，和我们是同学。常老师斯文而健谈，一
根吸小烟的竹子烟袋不离手，有时候，说话
很峻急的。人们传说他得过精神病，不能
再受意外的刺激了。他教物理，也教化学，
还常常踩起脚踏风琴教唱歌，课堂上教的
领唱的，全是革命歌曲。就是这个常老师，
约莫在 1971年秋天的某日，秋光明媚，他

叫我和二哥到他家里去，是公社卫生所和
信用社合用的一个不大的院子，常老师当
着他的家人，站在高板凳上，将里间窗台
上，和断间墙上的书，还有覆棚上面放的看
不见的书，一共有一二十本，一股脑儿全取
了下来，让我俩放开手拿去。

我们全抱走了！他的书，稀罕一点
的，有工人作家胡万春谈创作的书，作家
李凖谈创作的书，都是不大一点的小册
子。另外，还有一本上下集的繁体字《三
国志演义》，等等。原来，常老师曾经也是
个文学写作的追梦人。

胡万春和李凖的小书，那时候太稀罕
了，让我开了眼界。直到 1975年，我第一
次踏进河南人民出版社《向阳花》编辑部，
亲手接到于友先老师送给我的一本内部
学习资料《浩然谈创作》，都觉得很珍贵，
仿佛触到金手指。

还回到陈子善先生家里吧。那一回，
子善先生将他上下卷的《张爱玲丛考》，签
名盖章了送我留念，笑了笑又说，唉！不
过三两年时间，钱谷融老师的新屋里，书
又堆满了。3

渡过河后，春风中的大梁已在望了
那时，杨柳吐穗，杏花半开

陈桥的日午热闹着呢！一时逞兴写出
墨汁淋漓的“杨柳初回陌上尘，
胭脂洗出杏花匀”

善写春风的王安石，九年后再次拜相时
咏出千古名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一百年后南宋诗人范成大
往返陈桥，而有绝句《太行》《渐水》
千百年后，黄河依然在春风中日夜奔流

古槐上的时间
站在这里，我在想葳蕤的枝丫
伸过河流的样子，在传说中
怎样驮过一匹匹快马，
而赶制一个星光四溅的愿望

最早种下树木的人
忘记了朝代，纪年，烟尘中的
声声马嘶与辚辚车音
拴马者，纳凉者
风中大声吆喝者
一一走过

若干年后，一群访古者
来到这里，在树前摩挲、留影
看枯木逢春，生出新枝3

□段晓丹

因为疫情宅在家有一段时间了，此前关注的公众号
发起了“鲜花助农”活动，帮助因市场关闭、物流停运而
无法出售鲜花的花农在线上进行交易。鲜切花从云南
直发，我曾在那里生活过三年，我爱那个地方。在昆明
时每逢无事的周末，便会去斗南花卉市场逛一逛，去看
看那一垛垛含苞的玫瑰花，一排排娇艳的多头百合，还
有按斤卖的勿忘我。如果你买了两把玫瑰，老板也许还
会送你一把最鲜艳的非洲菊，插在瓶中花头开到褪色也
不会枯萎的那种。这里每天从凌晨便开始各种关于“花
事”的忙碌，每收获一朵鲜花都需要付出咸涩的汗水，而
每一朵因为不能及时采收或出售的鲜花，都会迅速凋零
腐败。我尽可能地多买了一些鲜花，也希望花农可以熬
过这个难关。

家里的花瓶数量不够，需要去一趟超市采购。扫码
登记，测温，手部消毒，进入卖场。选好花瓶后，我又买
了几盒平时几乎不会碰的巧克力涂层饼干，情绪紧张的
时候，特别想沉溺在甜食带来的放松感里。从二楼乘扶
梯往下走，忽然觉得前面特别晃眼。我以为是开了高瓦
数的暖光灯，回过神儿来，发现原来是阳光，从西墙上小
小的窗口透了进来。下午四点半，阳光正暖的时候。映
在墙上微微跳动的光，明亮柔和。一瞬间我被这春天的
阳光击中了心脏，一种深沉的、美好的感觉在脑海中被
迅速唤醒。有光就有希望。

宅在高楼上的家中，只能从小公寓里朝北的窗户贪
看洒在别人家阳台上的阳光。一路之隔的那片小区有
十二层，楼顶可以上去，上面杂七杂八地种着菜蔬，还养
着鸽子。正月里气温还很低，我缩在小屋里完全按照自

己身体的意愿吃饭、睡觉、看剧和看书，物理学意义上的
时间概念在逐渐流失，人慢慢就有些混乱和疲惫。有一
日去窗边晾衣服，忽然发现对面房顶上有人在走动。我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陌生人了，一半无聊加一半好奇，索
性停下来看看。这人穿了一件类似于摇粒绒材质的黑
色外套，迎着阳光微微泛着金黄。衣服应该是男式的，
因为肩宽衣长。白色的口罩特别显眼，挂耳的绳子深深
陷进两颊的肉里。头上包着塑料浴帽之类的东西，印着
粉色波点。手上套着常见的橡胶清洁手套，是夸张的玫
红色。这应该是位女士了。少女心爆棚的“装备”让我
不禁笑了。快一个月了，头一次卸下了对陌生人的紧张
感和防备感，当然，离得远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楼顶上虽然可以走动，但空间并不大，而且受制于
户型设计，天台的边缘是不规则的，有凹有凸。她很平
静又很有节奏地从东走到西，转身拐个小弯儿再走回
去。一圈接一圈，不慌不忙地走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来
我发现每天上午九点多和下午三点多，她就会准时出现
在楼顶，开始像一颗行星一样绕着恒星公转。这颗恒星
就是她的恒心。

有天夜里下雪了，早上醒来外面甚至有了不少的积
雪，不过太阳还是升了起来。我想这样冷的天气，也许
她不会再锻炼了吧？果然，九点多对面楼顶一直没有
人。我开始忙自己的事。十一点准备去做饭了，走进厨
房下意识抬头朝窗外看了一眼，她已经在那里了。还是
那种气定神闲的样子，稳稳地朝前走着。我有些惊讶于
她的毅力。我想她一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只有关注生
活的人，才会关注太阳，才会惦记着想方设法也要在太
阳下走一走。我赶快回屋里取出相机，远远地拍了一张
照片。

我想将这张照片传到微信里，打开手机却被朋友圈
的一组照片吸引了。照片的内容都是关于乡下人家里
的日常。家里养的俊俏大白鹅，青砖墙上挂着一串晒
得发皱的红辣椒，瓷盆里光洁滋润的手工面条，刚出
锅的金黄油亮的菜角，还有用玉米面做的一小片一小
片金黄可爱的面片，向上翻成一个个小卷儿，覆着一
层薄薄的白面，特意向这个山西的朋友请教了一下，
说叫作“nian yi de”，也可以叫猫耳朵。我最喜欢的
是后两张照片。墙上糊着泛黄起皱的报纸，半中间儿
并列钉了一排小钉，挂着勺子、铲子、笊篱等，勺子柄
可能断裂过，上面缠着一层透明胶带。宅家的日子
里，常年在外的年轻人终于有时间重新审视自己成长
的地方，也是正在逐渐远离的地方。灶旁的柜子上放
着两盘烧好的鱼，热腾腾的蒸汽往上飘，旁边还有一
盆撕好的白菜叶，一盘切好的胡萝卜丝和木耳。经历
了漫长岁月的烟熏火燎，阴影里的厨房黯淡破旧，但
是桌上的饭菜却是最动人的样子。这像极了千千万
万个普通人和他们的俗世生活，努力在艰辛、粗糙的
日子里活出一番美好的滋味儿来。在静默的照片中，
这些寻常的物什诉说着最朴素的生活和最简单的梦
想。宅家久了，都能从日常生活辛劳的底色中发现诗
意了。我们都知道现在不是歌颂岁月静好的时候，全
世界正有无数的人在和病毒搏斗，正有很多这样普通
的家庭在疫情中苦苦挣扎，只是来自生命本能的韧
性，使我们依然能够在泪眼中感知到光亮，在艰难中坚
守希望，努力把日子过下去。

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那位女士依然每天都在散
步，楼顶菜园里一小片油菜开花了，金灿灿的一片，楼下
绿树成荫，春天带给我们无穷的希望。3

□郭今

当晨风唤醒朝阳
窗外散发着花香
你坐在窗前的小板凳上
用甜甜的声音
咿呀诵读的模样
真美！

当彩云扯起月亮
虫儿进入梦乡
你依偎在妈妈的身旁
用小手指一页一页
翻开书本的模样
真美！

一年一年，沐浴着书香
你快乐地成长
当你抱起心爱的书本，蹦蹦跶跶走进课堂
面对老师的提问，一点都不慌张
因为，你的小脑袋里呀
已经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听，教室里书声琅琅
一本本好书
就像一块块充满魔力的方糖
让你爱不释手，不停地咀嚼它们的芳香
你的额头上落满智慧的种子
你的心里有风儿吹过的明朗
你的嘴唇吐露出爱的芬芳
你的眸子里闪动着溪流的明亮

你的知识越来越多
像树上开满的花骨朵一样
一旦与思想碰撞
漂亮的文章就会在笔尖绽放
你望着老师欣喜的脸庞
自豪地把小脑袋高昂
你说：读书，让我变得越来越棒！

在书里
你懂得了如何热爱自己的家乡
在书里
你知道了怎样把未来的责任肩上扛
你的志气随着个头儿在增长
你的骨骼里是满满的正能量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这个声音一直在你的脑海里回响

求知的路途很漫长
常有一些问题让你感到迷茫
你也曾想过安于现状
可是，书本告诉你：
想要在困境中扬帆起航
必须放下无谓的彷徨
必须有坚定的方向！

当你步入更高的殿堂
像只雄鹰搏击蓝天的宽广
又像海燕追逐着大海的风浪
你终于知道
那些浸润你成长的书籍
是你羽翼下最温暖的力量

阅读会将你的生活点亮
整个世界都为你歌唱
亲爱的孩子
生在幸福的时代里
你认真读书的模样，真美！
长在伟大的祖国里
你发奋读书的模样，真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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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孩子，，
你读书的模样真美你读书的模样真美

□茜影

□李山

（外五首）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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