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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军

五年前， 我跟无数背井离乡的打工者一样，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工作的忙碌，从没有麻木自
己对家的眷恋。

我打工的工厂门口，有一家西北夫妇开的凉皮
摊。 小小的一份凉皮，加入大量的蒜、醋和辣椒，浓
重的口味如同他们浓重的口音一样令人难以接受，
但从小对味道挑剔的我竟也慢慢习惯了，只是每每
吃过晚饭，一个人在街上游走时，会感觉乡愁如同
冬夜的寒风，刺痛肌肤。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客”，
这里也不是“家”。

2013年过年回家，赶一顿热腾腾的年夜饭。 哄
着怀里的孩子，看着忙里忙外辛劳的妻子，还有黑
白发丝夹杂的父母，顿时感到一阵心酸。 那顿年夜
饭的滋味，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那么熟悉的味道里
吃出了一丝苦涩。

年后返工， 妻子让我捎带了一些年糕和面食。
当晚，我和同住的河南舍友品尝后，他以独有的夸
张表达了对我手艺的认同说：“你就应该去开饭馆，
我让我们车间的工友都去给你捧场！ ”他没想到一
句玩笑却成为了我未来生活的写照。

让我萌生自主创业念头的是2013年家里发生
的一件事。 妻子每天要骑半个多小时电瓶车去服装
厂上班，下班回家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累积了许久
的疲惫，突然压垮了苦苦支撑多年的身体。我请了一
个星期假回家照顾妻子和孩子， 看着妻子不到三十
却早没了刚嫁人时的光彩，有不舍、有怜惜。 我坚持
天天下厨，虽然只是做些寻常点心和小吃，但看着妻

子幸福的样子， 我不由开始憎恨自己远在他乡觅生
计，却让妻子独自承担生活的压力。妻子总能读懂我
的心思，劝我好好工作，家里有她照料。 一个大胆的
想法冒了出来，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要不我辞职，
我们两夫妻开个小吃店，相互照顾，孩子先让爸妈带
着。”计划的成行并没有花费多大精力，过完年，我们
就把几年攒下的积蓄全部用来开店了。

开张的头几天，生意就出奇的好，这当然离不
开工友们的捧场，但更是因为我找到了曾经在这份
熟悉的味道中缺失的那一味。 每天早晨四点半，我
会骑着三轮电瓶车去购青菜、豆腐、面粉等食材，妻
子留在店里点灶生炉。 这边揉面、剁肉、拌馅儿，那
厢烧水、切片、裹面皮，偶然抬头擦汗，总能看到妻
子就在旁边。 是的，缺失的这一味，就是“家”的味
道。

迈入第五个年头， 回望这四年的忙碌奔波，此
刻的内心很踏实安详。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打拼，我
不仅买下了车子和房子， 还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打
造了一家“家乡味觉纪念馆”， 让到来的食客既能
享受到地方特色美食，又能消解乡情乡愁，给予他
们家的归属感。 饮食习惯是每座城市的标签，但对
“味道”的感知，我想是一致的，这种感知起源于饮
食，更超越了饮食。味道的捕获，从来不只是舌头和
鼻子，还是每个人的心。一个“家”字，沉淀了食物的
美味，更沉淀了人生百味。 这里，就是我的“家”，家
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

明年，我准备把孩子接来这里上小学。 幸福从
来没有如此具象。比起过去的五年，我更期待，一家
人在这里生活的未来。

吴永鹏

五年、 两年到今天， 时间像是一把刻度尺，
在一分一厘地记录着我的成长轨迹和家的真切变
化。

谈到5年前的家，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家那三
间虽然破旧却为我们全家人遮风挡雨的土坯房，
倾盆大雨来临时， 陈旧的木头房檐和“外砖内
土” 的土坯墙被完全渗透， 仿佛被这种贫苦的生
活面貌感动得落泪。 家里有每天起早贪黑、 忙碌
在田地里、 很多时候一天吃不到两顿饱饭的爸爸
妈妈。 为了让两个孩子都能学点知识， 将来有出
息， 无情的岁月和艰难的生活让妈妈原本乌黑而
明亮的长发失去了光泽， 白发渐增。

可喜的是， 2013年姐姐考上了大学， 而5年
前的我想走出陕北黄土高原， 去外面的世界看一
看， 闯一闯， 所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陕
北最好的高中———陕西省神木中学， 对于文化程
度不高的爸爸妈妈来说， 这是一件足以让他们在
邻里左右面前挺直腰杆儿的大事， 仿佛咳嗽一声
都能引得邻里的亲切关怀。 好长时间， 爸妈都在
美美地享受着争气的儿子为他们所带来的荣光。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懂得： 原来， 爸爸妈妈是如此
期待着我的改变和成功。 2016年， 我如愿以偿被
湖南师大中文系录取。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
点， 也是我们家的一个转折点。 我怀揣着梦想、
带着亲人期望， 踏上了这片向往已久的湖湘热
土。

值得一提的是， 姐姐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白
衣天使”， 2016年又有了一个幸福的婚姻， 从此

开启了崭新的人生。 同样是在2016年， 在党和国
家的危房改造和精准扶贫政策关怀下， 爸爸妈妈
靠着布满了厚厚老茧的双手， 建起了自己的新房
子， 有了我们的新家， 那种心情并不亚于 《平凡
的世界》 主人公在原上眺望着自己建成新窑洞的
喜悦和激动。

这五年， 我不敢想像爸妈年复一年、 日复一
日地在那片他们辛勤耕耘的土地上受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汗； 不敢想像爸爸妈妈穿过几天干净衣
裳； 也不敢想像他们因负重而留于脚后跟上的老
茧又变厚了多少； 更不敢想像爸妈在电话里听到
在千里之外求学、 让他们日思夜想的小儿子的声
音， 会默默流下多少滚烫的泪水； 自己还没有做
到能够对得起父母所受之苦的优秀， 每思至此，
泪水让平静的心久久颤动……

是的， 五年来， 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幸福
指数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 收获的是一种
发自内心、 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这和我们赶上了
新时代、 好政策密不可分！

不忘来时路， 再上新征途。 无论走再远， 也
不能忘了曾经为什么出发。 在湖南师大求学的每
一天， 我都决心对得起爱我的父母和我爱的家。
笔行至此， 心中是满满的愧意和思念。 今天是爸
爸的生日， 静坐江边， 脑海中满是爸妈劳作的身
影和地里金灿灿的玉米那股成熟的味道。 作为儿
子， 我已经有七年没机会在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
紧紧地拥抱他们， 摸他们布满老茧的双手， 闻爸
爸汗水浸湿衣服的味道……我祝爸爸生日快乐，
祝愿他和我们家的一切都好。 下一个五年， 我们
一定会更好。

夏伟

五年前， 我和老公大学毕业后， 跟随招聘的
一群热血青年到平顶山某厂任职。 到这一看， 我
俩的肠子都悔青了。 因为厂区这片还没建设好，
全是齐腰深的蒿草。 在大城市住惯的我们， 有人
一下车便哭开了， 说这算是什么地方呀。 荒山野
岭的， 以后怎么让人生活呀！ 厂区旁边， 建了一
排排的小房， 一家分一套16平方米的住房， 厕所
仅容一个人蹲下， 厨房窄得转不过身来， 仅有的
一间屋， 又要当卧室又要当客厅。 一家人在这样
的房子里过日子， 拥挤状况可想而知……

没承想五年后， 这里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先是厂区门口通上了柏油马路， 厂周边渐渐
起了高楼大厦。 我们住的地方由荒凉渐渐热闹起
来。 女儿渐渐长大了， 再和父母睡在一张床上实
在说不过去。 没承想我们住的地方进行棚户区改
造， 政策对坐地户优惠幅度惊人。 高层90平方
米， 用不了几万块钱就能拿到手。 当时感激得我
呀， 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女儿更是一蹦三尺高，
因为她可以独占一个房间读书写字了。 装修完
毕， 我和老婆搬进90平方米的新房时， 看着宽敞
的客厅装修得富丽堂皇都不知所措， 有点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

搬家那天， 几位朋友特意来祝贺 （俗称燎锅
底）。 大伙儿一边喝酒一边说， 小夏呀， 能分到
这样的好房子， 一辈子也值了！ 我感叹地说， 多
亏党中央的政策好， 要不这么好的房子， 这么低
的价格就能买到手？

常言说得好， 安居才能乐业。 住房是家庭的
首要大事， 更是生活之必须。 我们住上了高楼，
周边还有棚户区改造的都急切地盼望着呢！ 如今
的厂区周边， 原先的荒山野岭早矗起了座座高
楼， 昔日的乱石滩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 这在
五年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以前走的同事， 看到
这地方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都后悔得要命。

从16平方米到90平方米， 我的住房经过五年
的时间， 翻了五翻多，
这是做梦都不敢
想的事。 这不
得不让我赞
叹： 实现中
国梦， 生活
的变化可谓
翻天覆地！
我 家 这 五
年， 就是最
好的见证。

幸福的味道

不忘来时路 深情爱我家

从16平方米到90平方米

“会讲”：
一座书院千年不老的秘密

———纪念岳麓书院朱张会讲850周年

公元1167年的秋天，南宋理学家朱熹不
远千里，从福建崇安来到湘江边的岳麓书院，
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切磋交流，史称“朱张会
讲”。 850年过去，光阴淡去了这座山间庭院
四方学者围观参与长达三天三夜辩论赛的学

术狂欢， 金黄的银杏叶兀自在游客来来往往
中飘落。我们不禁要问，除了那静默的一座祠
（朱张祠）、两张椅（朱熹张栻座椅）、三块碑
（“忠孝廉节”碑、“道中庸”碑、朱熹诗碑），朱
张会讲到底给今天留下了什么？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左丹

朱张会讲+湖湘学派:讲活了岳麓书院
公元1167年， 没有高铁没有微信没有网上直播，

湘江上没有桥， 四面八方的读书人听说朱熹要来岳麓
书院， 纷纷跋山涉水， 渡船过江， 争相来现场一睹两
位大师的真容， 造成“四方之学者毕至” “来学者座
不能容， 饮马池水立涸” 的盛况。

一个是闽学代表人物， 一个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
朱熹和张栻围绕“太极、 乾坤、 中和、 仁” 这四个议
题， 也是当时学术界最前沿最核心的问题争了个天昏
地暗， 旁听的读书人跟着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最终，
两人在很多方面达成一致， 张栻对湖湘学派的发展方
向做了调整， 朱熹的“中和旧说” 也决定性地转变为

“中和新说”。
今天， 普罗大众已不再关注当年的这次会讲到底

讲了些什么， 但从此， 岳麓书院名声大振。 因为这是
在当时封闭的中国， 书院史上第一次不同学派之间的
自由交流对话和相互质疑论辩， 8年之后， 才有了江西
白鹿洞书院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 朱张会讲
开创了古代高等学府了不起的学术交流机制， 并成为
一种制度沿袭下来， 到明代， 会讲成为普遍现象。

岳麓书院副院长李清良介绍， “朱张会讲” 是湖
湘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 彰显了以
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的地位， 此后， 湖南各地
及周边省份都有大批士子前来求学问道、 研经穷理，
甚至有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元代理学家吴
澄在 《重建岳麓书院记》 中说： “自此之后， 岳麓之
为岳麓， 非前之岳麓矣！” 自此， 岳麓书院地位从教育
界向学术界文化界跨越， 成为声名遐迩的理学传习基
地、 全国学术重镇和中心之一。

朱张会讲就这样讲活了一座书院， 使之历朝弦歌
不绝。 历届山长铭记在心。 公元1508年获聘为岳麓书
院山长的陈论在 《圣学统宗》 中肯定： “岳麓之兴本
于朱张”； 公元1754年起担任山长的旷敏本在 《朱张祠
碑记》 中感叹： “书院遍域中， 独首岳麓者， 以朱张
也。”

千年论坛+讲会讲坛： 讲活了学问本质

时间不停歇地向前， 一转眼， 距朱张会讲过去了
832年。 1999年的7月11日， 岳麓书院又发生了一件引
起轰动的大事。 著名学者余秋雨在世纪之末朝拜这所
千年庭院， 岳麓书院设千年论坛， 湖南卫视与湖南经
视实况直播了余秋雨的演讲：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
人”。 余秋雨呼唤在新世纪来临时， 文化人为中国搭一
座面向世界的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桥。

这是国内首次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电视讲学活动。
与832年前的朱张会讲一样， 众多前来听讲的人， 把一
个又一个烫手的问题抛给了余秋雨， 要求他在“实事
求是” 的牌匾下， 袒露最真实的自己、 对“商业与文
化联姻” 等问题据实回答。

什么是学问？ 学问就是不停地追问， 交流启发、
纠正补充， 学问就是“传道以济民”。 之后， 杜维明、
余光中、 金庸、 黄永玉等文化名家接踵而来， 虔诚地
向这座千年庭院奉上自己对新世纪最深远的思考。 任
何一个顶着光环而来的人， 都得接受大众的拷问。 随
着电视的推广， 千年论坛重新激活了知识分子对知行
一致、 学以致用的追求， 影响遍及海内外。

学问是不停地突破固有思维， 在不断的兼容并蓄
中互相提升。 公元1194年， 朱张会讲27年后， 朱熹任
湖南安抚使， 又亲至岳麓书院讲学， 并更建书院“于
爽垲之地， 规制一新焉”。 此时， 张栻已去世14年， 但
全国“湖湘学最盛”， 学问在朱张会讲的薪火中传承。

21世纪， 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变身为“千年论
坛”， 化身为2005年4月开始的“明伦堂讲会” 和2013

年4月开始的“岳麓书院讲坛”。 300多名海内外名家汇
集书院， 300场高水平的讲座， 既有读书心得与学术研
究方法， 也有历史考古文博等专业知识， 但80%是精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儒、 道、 佛等传统学说， 中国哲
学、 中国思想文化、 中华文明史， 中医、 书法、 绘画等
传统技艺， 中西文化交流， 等等。 每一次的论和讲都
是从不同侧面和维度阐扬人文传统、 理解人类精神、
回应时代主题、 彰显中国智慧； 每一次的论和讲都是
在传承朱张会讲的自由对话交流精神。

国际交流+互联网传播： 讲活了中华文化

850年前的那场朱张会讲， 它的当代价值在哪里？
一座活的书院该在这个时代有何作为？

岳麓书院原院长、 湖南大学教授陈谷嘉评价朱张
会讲： “中国思想史上这一成功的思想融合的案例，
虽然仅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系统之内， 但却为当代我
们如何处理与其他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 岳麓书院人认为， 交流是书院的传统， 这一传
统的千年延续和积淀， 使岳麓书院现在有能力与世界
对话， 在新时代担当起中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任。

从2013年开始， 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 岳麓书
院都举办“岳麓书院祭孔大典”。 2014-2016年， 岳麓
书院举办了两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 以“致敬国学、
亲近国学、 重建斯文”， 两届大典都成为年度标志性文
化事件。 从2014年始， 岳麓书院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与凤凰网合作创建“凤凰网国学频道”， 网络直播海内
外名家讲座， 面向全球推广国学。 2015年12月， 在浙
江乌镇举行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 此举被作
为“中国文化网络传播” 的典型加以推介。

850年前的朱熹不畏艰苦， 跋涉2000里， 只为解决
理学困惑； 今天， 岳麓书院向世界求解， 至今已与韩
国国学振兴院、 笔岩书院及德国汉堡大学签订合作协
议， 正努力拓展与美、 英、 德、 法、 荷、 日、 韩等国
家及港澳台地区高校的合作途径和学术联系。 每年书
院有近20%学生和30%老师赴境外学习交流， 在交流中
传播中华文化。 岳麓书院也向世界张开热情怀抱， 从
2016年10月开始， 岳麓书院邀请海外专家驻院访问。

朱张会讲变身为一次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岳麓书
院以海纳百川的气势搭建着宏大的学术平台。 4年来共
举办“秦简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经学与中
华民族精神国际高层论坛” 等12场学术会议。 2017年
11月4日—5日， 来自美国、 德国、 日本和中国大陆及
台湾地区的70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于此， 举行

“张栻朱熹与儒家会讲传统———纪念朱张会讲85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

书院博物馆+活的书院：讲活了“以文化人”

850周年在历史长河中如一瞬， 如果朱张会讲发生
在今天， 他们会讲些什么呢？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肯
定地说， 核心议题可能是“文化自信”。 国内会讨论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以及如何在马
克思主义、 西方学说、 中国文化之间保持平衡 。 就
国际而言 ， 则是关注中华文化如何立足于世界文化
之林。

我们忽然明白了， 以一座中国书院博物馆和一座
活着的千年书院创立了“岳麓书院模式” 的岳麓书院，
不正是以朱张会讲的精神延续了青春不老的秘密吗？
她不断自问， 以“文化人”、 以“天下” 为己任， 不仅
培养出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英， 而且一次次创造着
敢为人先的壮举。

那么， 我们何不来猜想， 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
岳麓书院， 在这伟大的时代会在坚定文化自信、 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谱写出怎样的迷人篇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