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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海内外华人和学界瞩目的《虞舜
大典 》，继 “古文献卷 ”于2009年出版之
后 ，集近百年舜文化研究之大成的 “近
现代文献卷”也已于前不久问世。 它由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编纂，
岳麓书社出版。 洋洋10大卷，总字数达
832万。 无论就其收集的文献资料的丰
富、编辑体例的完善和版式装帧的大气
等方面来看，都堪称中国学术史上一件
开风气的大事，文献学的一项富于创意
的成果 ；当然 ，它更是舜文化研究的一
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工程建设。

舜文化，是我国始祖“五帝”之一虞
舜所创造的文化 。 它产生于上古时
代———原始社会晚期，是中国道德文化
之源。 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民族和
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产生了莫大影响。
把舜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作为一
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进行研究，有着重要
的意义。

人所共知， 文献的收集、 考据、整
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立
足点和出发点。 舜就告诫过：“无稽之言
勿听”， 更何况是从事民族文化的考证
和研究。 因此，《虞舜大典》的出版，其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民族文化史研究领域，20世

纪上半叶，曾产生过一个对中国古代史
及记载古史的传世文献进行全面考辨
的“古史辨”学派。 这个学派在史学上的
建树是不容否认的。 诚如王国维所言，
“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
取”，但有的人却走到了极端，往往以主
观武断的态度对待古代的史实和人物，
乃至怀疑和完全否定尧、舜、禹的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是像顾颉刚这样的大学
者 ，居然用 “考证 ”的方法 ，得出禹不过
是 “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也就是 “一
条有足蹂地 ” 的虫子 ，“大约是蜥蜴之
类”的妙（谬）论。

当年 ，鲁迅在 《故事新编·理水 》中
就对此作过辛辣的讽刺， 他调侃说，这
位“鸟头先生”（暗指顾颉刚，据《说文解
字 》，顾从页雇声 ，雇是鸟名 ，页本义是
头 ）不但把禹说成一条虫 ，而且把其父
鲧也“考证”成了一条鱼。

显然 ，今天 《虞舜大典 》的出版 ，对
史学界一度出现过的这种 “疑古过勇”
的虚无主义倾向，是一种更为有力的辩
驳和矫正 。 它以大量的文献和考古发
现，对作为上古时代伟大的历史人物的
舜的存在，特别是对作为我国民族文化
的根基———舜文化的产生 、 形成和发
展，提供了系统的、有力的依据和佐证，

令人大开眼界。
随着时代的变迁， 自20世纪90年代

以来，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新的文化
语境下 ，由一些地方官员 、开发商和文
化人联手，在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史的
研究领域， 又滋生了一种以假乱真，争
夺历史名人和古迹的归属权的庸俗化
倾向。 它们乍看起来是学术问题之争，
骨子里却是利益之争。 在有关舜和舜帝
遗址的争论中，也曾出现过这种实用主
义的庸俗化倾向。 《虞舜大典》的出版，
对这种现象，无疑也是一种有力的辩驳
和矫正。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会长唐之享
说得好 ：“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已绵延
4000多年。 舜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仍在历
史长河中发扬光大，它哺育了一代代华
夏儿女 ，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 ，构成了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精神。 ”

像一切民族传统文化一样，舜文化
产生4000多年以来，随着时代的前进和
社会的进步，也经历着一个漫长的向现
代转型的过程 。 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
续。 我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湖湘
文化，也包括舜文化……），面对全球化
的文化竞争和挑战，只有适应今天的国
情和时代特点 ，坚持与时俱进 ，进行创
造性的转化，才能使其精华———体现着

民族生存智慧和普遍真理的优秀传统
沿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得到最好的
继承 、创新和发展 ，从而为构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 为建设和谐社会、振
兴中华提供最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
动力 。 这应当是研究舜文化的最大目
的，也是学人们建造学术殿堂 、攀登学
术高峰的终极目标。

青年毛泽东在谈到读书和做学问
时说过：百丈之台，始于一石。 他强调，
做学问既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
恒， 又要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开放
的眼光，力避孤陋寡闻，以偏概全。 他说：
“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 汇百家之说而成
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
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 ”

对照《虞舜大典》的编辑，我认为编
者是有这种大胸怀和大眼光的 。 谢玉
堂、唐之享二位先生在“近现代文献卷”
的“序”中说：“学术无禁区，争鸣和论辩
是学术发展的前提， 本着这一原则，我
们在编辑本书时，摒弃了一切的畛域之
念和门户之见，对各种学说和观点不作
学术上的评论，只是将它们原汁原味地
呈现于读者面前，由读者参考和评判好
了。 ”这是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应取的
正确态度。 有容乃大，台积而高，搜罗万
有，备于一《典》，这《典》才有权威性，有
应用价值。

一个八亩见方的屋门塘 、
一座千年香火不绝的旧古庙 、
一棵粗壮高大形如伞盖的古樟
树，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构成
了白衣港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中心。周边，零散地聚集着几百
户成姓居民。

屋门塘东岸， 生长着一棵
枣树 ，一尺余粗 ，两丈多高 ，听
说与爹同年。它黑鳞斑驳，历经
沧桑， 弯曲的主干呈70度倾斜
着， 像一个劳累终生的驼背老

农， 但枝叶蓬勃向上， 生机盎
然，被乡亲们称为“驼背枣”。它
粗糙的外表蕴含着顽强的品
性， 弯曲的躯干展示着坚硬的
心劲， 倔强的疙瘩彰显出刚烈
的傲骨。

整个春天， 数驼背枣苏醒
得最迟。 可一旦吸取充足的雨
水和养分， 它的枝条上会猛然
绽出无数颗嫩芽。不到半个月，
嫩芽伸展成枝条，每片枝叶下开
出串串绿豆般细小的花蕾，在阳
光的照耀下， 满树金黄灿烂，清
香四溢。远远看去，那驼背枣披
上了一件黄金盔甲，像一位即将
踏上征途的勇士，成为白衣港一
道最靓丽的风景。 过了不久，树
上落下一层黄色的小花， 柔柔
的，细细的，而枝条上却结下了
一串串青色的珍珠般的果子。整
个夏天，那片片铜钱大小的绿叶
与颗颗惹人怜爱的青果映衬在
一起，构成一幅错落有致、玲珑
剔透的和谐画卷。

为将这些果子养大， 驼背
枣佝偻着身子， 深深地扎根于
大地， 挺着弯曲的身躯不断地
给果子输送养分，同时，与风雨
雷电搏击，与烈日严寒厮杀，与
疾病虫害抗争。 随着果子不断
长大， 它整个躯体承受的压力
越来越大， 就像一位负重前行
的老人 ，咬着牙 ，鼓足劲 ，一路
坚持，无怨无悔。

小时候， 我们经常爬到驼
背枣树上嬉戏、采摘果实，由于
它的躯干倾斜， 爬上去毫不费
劲。这样爬上爬下，驼背枣的树
干被我们爬得溜光。大热天，我
们经常跑到它的下面躲荫 ，那
悠悠南风从塘面上吹来， 特别

凉快。
到了立秋， 满树枣子成熟

了 ，红绿相间 ，随风摇曳 。我们
拿来几根竹棍，爬到树上敲打，
那熟透的枣子连同片片树叶像
雨一般落了下来，滚满一地，被
弟弟妹妹们拾起， 装满了几谷
箩。 爹给左邻右舍每户送去一
点。 姑外婆边吃边说：“这是珍
珠枣吧，红得可爱，沁甜沁甜！”
爹便骄傲地告诉她：“是我家驼
背枣树上打下来的。” 回到家，

爹找来一个瓦罐， 将枣子倒进
去，用盖子捂住，埋到灶中的柴
火灰里，不到几个小时，满屋清
香四溢、沁人心脾。

在我们记忆中， 从来没有
谁给驼背枣剪过枝，施过肥，杀
过虫， 它像父辈们一般贱生贱
长，年年枝繁叶茂，年年默默奉
献。有一年冬天，爹特意挑了几
担猪粪，埋到它的根下面，他饱
含热泪， 语重心长：“驼背枣不
是铁打的， 吃了今年要想明年
呀！ 你对它好， 它也会报答你
的 。”看来 ，爹与驼背枣的心是
相通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 驼背枣
弯曲的躯干更弯了， 似乎难以
承受果实给它带来的生命之
重，但它仍顽强地挺直枝条，蓬
勃向上……

爹满脸皱纹，背有些驼，饱
经风霜，与人为善。为了哺育我
们7个儿女 ，他披星戴月 ，忘我
劳作，省吃俭用，与不幸命运顽
强抗争。我们长大之后，他仍弓
着弯曲的脊背在驱牛犁田 ，到
稻田边放水， 参加繁重的 “双
抢” ……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
依然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儿孙、他
的农事和与他同年的枣树……

谁知，爹死后不久，一场风
暴过后，驼背枣被连根拔起，砰
然倒地， 家乡永远失去了一道
美丽的风景。

爹， 你不就是白衣港那棵
驼背枣吗？

又到枣花飘香时节， 我仿
佛看到了满脸慈祥的父亲 ，看
到了那棵驼背枣， 依然是那么
弯曲刚强，那么枝繁叶茂，那么
硕果累累……

在北部湾上，1万多年前， 一股
岩浆，禁不住对大海和蓝天的向往，
訇然撞破地层，喷涌而出，经过在海
水中的淬火、烟雾中的升华，经过漫
长的雨润风沐、浪掏潮蚀，经过绵延
的花木梳妆、 人工雕琢……造就了
这样一个“中国最美丽的地方”———
涠洲岛。

海边沙滩上， 一个戴着斗笠的
中年妇女， 在灼热的阳光下晒着海
藻。海藻散发着浓烈的咸腥味。上岸
的人不少捂着了鼻子。 一架牛车停
在女人的身旁。 黄牛站立着， 偏着
头，悠然地欣赏着她的一抓 、一撒 、
一抛， 一摇脖子， 脖子上的铃铛就
“丁当、丁当”地响了，格外地清亮悦
耳。

站在岸边，放眼大海，只见海天
茫茫，水天一色，空阔无边 ；飞鸟水
禽，或逐浪，或翱翔，时高时低，时隐
时现，变化万千；船来船往 ，白帆点
点， 马达声声， 熙熙攘攘之中见和
谐，热热闹闹之中显安详。

波浪、海流、潮汐在海岛的四周
雕饰着， 在海岸基岩上创作出了无
数的海蚀洞、海蚀沟、海蚀龛 、海蚀
崖、海蚀柱、海蚀台、海蚀窗、海蚀蘑
菇等奇妙的“画作”，令人联想无穷，
遐想无限。

火山口在岛西南的“鳄鱼”山脚
下， 像一口铸造日久的巨大的青铜
锅，又像一只朝天的大喇叭，侧耳一
听， 就能依稀地听到一种奇特的声
音， 好像是在述说着海岛久远的故
事。

潮水退去，五彩滩上，大片大片
的火山熔岩裸露出来， 一洼一洼的
海水，在蓝天的映衬下，被染得或深
蓝，或浅蓝，蓝得透明，蓝得可爱，炫
人眼目。

仙人掌手拉手、 肩并肩地扎根

在悬崖上、在峭壁上，一排排 、一丛
丛，向着天空、向着大海 ，绚烂地绽
放着金黄的花朵，令我肃然起敬。

坐在岸边的栈道上歇息， 凝视
着脚下的海浪冲刷着礁石。 海浪哗
啦啦迎面而来， 撞上礁石， 轰然做
响，随即化做一堆白雪，瞬间融入海
水，如此循环反复。 也就在这循环反
复之间， 以海水之柔却雕刻出了礁

石之奇形， 之异
状。

倚着汤显祖
观海的塑像 ，顺
着他观海的方向
眺望。 浪花让我
思接千载， 白云
让我神游东西 。
只见远方的莎士
比亚在向清远道
人致意， 杜丽娘
唱着 “原来姹紫
嫣红开遍， 似这
般 都 付 断 井 颓
垣。 良辰美景奈
何天， 赏心乐事

谁家院”凌波微步而来，听见哈姆雷
特那“罪行必将败露，用厚土覆盖也
不能遮掩天下人的耳目” 的悲愤的
声音在空中回荡。

两叶渔舟， 在金色波浪的起伏
中相向而过。 相交之时，彼此一个手
势，就是一个真诚的问候，一个良好
的祝福。 天光、云影、渔舟、海浪、手
势、身影……一幅生动的剪影。

果园里， 沐浴着晚霞的一树树
的香蕉、 一颗颗的荔枝……从车窗
前一闪而过。 果园的深处，一时传来
一阵笑语，一时又飘来一串歌声。

涠洲岛是美丽的， 而最美丽的
还是这岛上那千百年来勤劳耕耘着
的人们。

站在涠洲岛上，放眼四周，天苍
苍，海茫茫，自豪和豪迈油然而生 。
在这里，向北，是祖国，那里有长江、
有黄河，直到黑龙江，向南，是祖国，
那里有中沙、 有南沙， 直至曾母暗
沙，都是祖国的领土，都是我们的家
园。

涠洲岛，“中国最美丽的地方”，
祖国北部湾上的永远的航空母舰。

“周上校”，姓周名恒良，1990年
以空军上校军衔转业到地方工作。
前些年，他从一家国企的领导岗位
上退休。

本该是到了享清福的时候，但
周老就是闲不住，刚退休时就主动
加入到小区的老年义工队伍中，一
直干到现在。

有一回， 他在小区内巡逻时，
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男子正蹲在一
辆摩托车旁开锁，神情显得非常紧
张 。周老见此人形迹可疑 ，于是上
前询问 。岂料 ，这个男子竟站起来
威胁道 ：“老头子 ，别管闲事 ，识相
的闪远点！”果然是不法之徒。周老
一听，怒不可遏：“咱还怕你这小兔
崽子不成！”周老这么一吼，小偷慌
不择路要逃跑，“扑通”一声掉进荷
花池里， 陷到淤泥里拔不出脚来。
闻讯赶来的保安来了个 “瓮中捉
鳖”。 等大伙儿把湿淋淋的小偷弄
上来，在他身上不但搜出一套偷车
的扳手 、钳子 ，还有一把亮晃晃的
匕首。

大家都感到一阵害怕，对周老
说：“好险啊，伤着您可怎么办呀！”
周老爽朗一笑，豪气十足道：“咱15
岁当兵，是穿了30多年军装的老党
员，一辈子就相信邪不压正！”

别看周老一副“武夫”模样，其实
他多才多艺，拉二胡，写毛笔字，搞绘
画，样样拿得出手。去年，他为街道和
小区创作的健康常识漫画、计划生育

漫画、好人好事宣传画，那是图文并
茂，很吸引人，影响很大，别的小区的
人还特意过来看。 这事被电视台得
知，特意在一档老年节目里给周老做
了一个专访。

周老还有一个本领，就是理发
技术相当专业。他以前在部队的时
候 ，自学手艺 ，在业余时间为战友
们理发 。加入义工队伍后 ，他的手
艺又派上大用场了。在小区老年服
务点，他免费理发的地方总是簇拥
了最多的“顾客”。

小区有几个老人长期卧病在
床，周老就挨家挨户每月上门为他
们理发。

有个退休老教授， 患骨髓炎，
瘫在床上， 周老每次给他理发，都
是一条腿跪在床上顶着他的后背，
慢慢给他理 。理完一个头 ，周老总
会累得腰酸背痛，但这些年
不管寒冬腊月，还是酷暑夏
天，他从没误过给老教授理
发。

周老不愧是老兵，干啥
都讲究“兵法”。原来小区内
有几家餐饮店，卫生搞得很
糟糕， 大家对此很有意见。

社区领导与几个店主协调了几次
也没有结果 。轮到周老出马 ，他也
不多说，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走
到他们门口去打扫 。 过了一段时
间 ，店主们感觉很不好意思 ，忙叫
周老歇着，自己干起来。慢慢地，几
家的卫生也搞得干干净净了。

前不久， 小区召开了一个老年
义工表彰晚会，周老被评为“五星级
义工”。那晚，他穿着当年的军装，精
神抖擞地走上台， 敬了一个标准的
军礼。

周老的一番话， 让人感动，他
说 ：“夕阳无限好 ， 人生难得老来
忙 ，在我的人生中 ，有过多次的转
岗，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但现在，我
是个小区义工， 而且不再转岗，我
会一直做下去，因为我永远是一名
共产党员……”

炎 炎
夏日 ，随手
翻 阅 古 诗
词 ，阵阵蝉
鸣 ，声声入
耳。 倾听蝉
的鸣叫， 成了夏日里一种别具
风味的听觉享受， 令人心绪宁
静。

“蝉噪林逾静， 鸟鸣山更
幽。 ” 这是王籍《入若耶溪》一
诗中的句子。 夏日炎炎，王籍来
到景色优美的若耶溪避暑，“蝉
噪”、“鸟鸣”不但没有让诗人的
心情躁动不安， 相反却变得格
外的清净起来。 因为对厌烦了
尘世纷扰的人来说， 这里显然
是一处幽静的世外桃源。 诗人
用这种以动显静的手法来渲染
山林的幽静， 营造了一种幽静
恬淡的艺术境界。

“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
夜鸣蝉。 ”辛弃疾的词《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更是给人以一
种清风拂面的感觉。 这里的风、
月、蝉、鹊本来是极其平常的景
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
却显示出了一种特别的意蕴 。
因为月光明亮， 所以鹊
儿被惊飞了； 因为清风
吹拂枝头， 蝉儿自然随
之鸣叫起来。 不过，蝉儿
夜间的鸣叫声却不同于
烈日炎炎下的嘶鸣 ，当
清风徐徐吹拂时， 那种
鸣 叫 声 就 显 得 格 外 清
幽， 这种意境实在是令

人 悠 然 神
往。

“泉溜
潜幽咽 ，琴
鸣乍往还 。
长 风 剪 不

断，还在树枝间。 ” 卢仝的《新
蝉》 诗让人欣赏了一曲悦耳的
蝉唱。 暑热当头，树上传来的蝉
声给人带来丝丝缕缕的幽静和
清凉， 让人的心在滚滚热浪中
趋于安定。

“大人摇蒲扇， 小儿捉蜻
蜓。树上蝉自鸣，随你听不听。 ”
杨万里《桃园仲夏夜》中的这几
句诗同样给我们带进了一个悠
然自得的境界。 这种田园之乐，
自在之趣， 非有淡泊的心境是
不能体验的。

其实， 生活中许多时候人
们是自寻烦恼。 同样是蝉鸣，有
人听后感到的是宁静， 有人听
后却感到烦躁。 正如杨万里在
《听蝉》诗中所说：“蝉声无一添
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 ” 蝉儿
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装点着生
活，丰富着大自然，多愁善感的
人们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

“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
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

———读《虞舜大典》随笔
□胡光凡

驼背

有一种精神像溪流一样
缓慢的流淌
用母爱般的温暖
湿润流过的泥土

有一种精神如太阳一样
静静的移动
用金子般的光辉
照亮苍茫的大地

有一种精神
被赋予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以无私奉献
助人为乐的榜样影响我多年

有一种精神没有大海的波涛
没有飓风的雄壮
没有万马的奔腾
却像音乐一样给人力量

这种精神的力量
从湖南到整个中国
他的源头就是雷锋

汉诗新韵

学习雷锋50周年征文
与雷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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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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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周怀斌

夏日听蝉
□申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