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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红

日日行经的道旁， 长着两棵开花的树。
一棵在小区出口， 花红灼灼， 绚如烟霞； 另

一棵在单位入口， 花如绿米， 静若翡翠。
从一棵树走向另一棵树， 日子便有了生命

的迎候。
自去年小暑始，忽然生出对时光与草木的兴

致，亦借以开启了文字和节气同行的年度之旅。
这是一段奇妙的体验。 时间， 不再是日历

与钟表的计量， 而是月下草丛的蟋蟀， 窗前映
雪的寒梅， 是庭前燕归来， 陌上杨柳青。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亘古天地， 充盈着生生不息的力与美。 老

子曰：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生” 为创世之源， “冲” 为相搏之力，
“和” 为平衡之美。

阳至极， 阴始生;阴至极， 阳始生。 大道不
偏亦不倚， 宇宙无极而太极。 形上世界的抽象，
摇曳如一尾阴阳鱼。

从此， 天人相谐， 物我无间， 众生相爱。
屋顶， 山峰， 星空……时空一层一层打开，

直至意识到这个蓝色星球上的一切“实有”， 无
不周而复始地旋转于“虚空” 之中。

时空如此浩渺， 却不妨碍我们聆听天地的
深情。

江南的春雨那么轻， 那么柔， 是不是出于

对幽花嫩叶的天意垂怜？ 清明的天宇那么澄澈，
那么干净， 是不是为了迎候那自净土归来的魂
灵？ 那一枝北国的青色麦穗， 将满而未满， 是不
是饱含至满则亏的人生提醒？

节气的天空下， 时间是众生的语言， 生命
是对话的密码。

致广大而尽精微。 因为节气， 一片樟树叶
由嫩红到老红， 会激起生死的叹息； 一朵寂寞
野花的幽蓝或洁白， 会引发美丽的惊叹； 一树
蝉声或一行雁阵， 会传递冷暖的消息； 而风雨
雷电、 草长花开， 又会接通先民最初的忧惧与
欢欣……

当自以为是的盔甲悄然卸却， 我们开始重
新打量这个各美其美的世界。 你发现， 每一种
生命的形状、 质地、 色彩、 气味、 声音， 乃至明
暗、 强弱、 虚实， 都那么无与伦比， 又这样独一
无二。

当我们从可以名状的物性中发现不可名状
的神性， 眼、 耳、 鼻、 舌、 身才会打开另一重审
美的境界， 生命也才会呈现出不可思， 亦不可
议的庄严。 群山、 长河、 落日、 草木、 鸟兽， 无
一不是时间的孩子。 它们， 以各不相同的方式
为时间赋形， 或如山间明月， 或如空谷幽兰， 或
如溪涧清音。

时间不再只是线性和虚拟， 空间不再只是
方向与丈量。 天地之间， 充盈着“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的生命气象， 亦充满着对时间与
空间的敬意。

每年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那天， 居庙堂
之高的皇帝必然率百官迎春于东郊， 迎夏于南
郊， 迎秋于西郊， 迎冬于北郊。

四时与四方， 纵横交织； 历史和世界， 生生
不息； 云朵与大地， 心心相印。

节气里的生命智慧， 是天地和万物的前世
约定， 亦是诗与美的风云际会。

在农耕的天空下， 最大的力量是种子， 最美
的姿势是耕耘。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关乎粮
食与蔬菜， 更关乎人生和哲学。 “绿遍山原白满
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 的初夏诗句中， 有山与水
的清新配色；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的“画
九” 风雅里， 有冬和春的深情相拥……

天地有节， 四时有节， 生命有节。
欲望如杂草疯长， 心灵与自然疏离。 越是意

识到心为物役的生命之痛， 越是感觉到“节” 的
发音是一声朴素而深刻的提醒。

节制，节律，节令。 此间深意，并不仅仅因为
二十四节气赫然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更重要的， 它本身就是时间上游的一泓清澈智
慧。

而今， 在烟花盛开的庭院， 在明月朗照的井
边， 在坑坑洼洼的青石板上， 我不知道， 还有多
少稚嫩的童音会在时间深处发出那清脆的回响：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
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天地有节： 二十四节气的生命智慧》
黄耀红 著 林帝浣 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杨博智

叶梦是我小时就熟知的作家， 那时觉得她是一个遥
不可及的文学符号， 就像冰心姐姐、 琼瑶阿姨。

但人生就是那么机缘巧合， 在我初入新闻业的第二
年， 我被派了一个差事， 报道她挂职安化归来举行的一
个跨界影展———“我的父老乡亲”。 当天到展的观众可谓
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但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
她没有冷落忽视， 而是热情联络， 周密安排。 开幕式结
束后， 她还专门在人群中找到我， 热情地向他先生和朋
友介绍我， 说“这是湖南日报的记者”。 她的谦逊和热情
让我觉得她一点儿也不遥远， 像一个邻家的大姐姐， 让
人满心温暖。 报道出来后， 她又对我青涩的报道不吝赞
美， 逢人就夸我是一个认真且有潜力的记者， 让我觉得
非常不好意思。

后来才知道原来湖南日报就是她的“娘家”， 她是我
不折不扣的前辈， 且对湖南日报一直满怀深情， 也和报
社里许多我钦佩的老师是很好的朋友， 于是我便能理解
她为什么对一个湖南日报的小记者也格外提携、 青睐有
加了。 她的夸奖总是让人感觉并非出于礼貌， 而是发自
真心， 我毫不犹豫地成了她的朋友和迷弟。 我其实是一
个不太善于表达、 有轻微社交恐惧的人， 但她总有魔力
让每一个在她身边的人从不觉得被忽视， 感觉如沐春风。

我常常惊讶于叶梦对生活永恒的热情和蓬勃的创作
力， 看过她的 《遍地巫风》 《乡土的背景》 《行走湖
湘》， 看着她的跨界巨作 《百手联弹》 面世， 又看着她最
早在新湖南客户端开个人文集。 当自己的文集在新湖南
点击量创新高时， 她会像个纯真的孩子一样欣喜不已。
远远的， 我感受着她摘了一束野花插在花瓶里， 给寻常
日子带来一抹亮色的喜悦； 品味着她画下一幅小品， 制
出一个陶碗的骄傲； 也见证了她豪饮几杯， 巾帼不让须
眉的憨厚可掬， 神采飞扬。

《逆风飞翔》 是叶梦被收录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的“大作家·小时候” 丛书的新作。 丛书的主编、 作
家谢宗玉是一个极具才情的人， 良善而温暖， 细腻而有
力量。 他在序中讲道， “这些非儿童文学作家加入到为
孩子们写作的队伍中来”， 是读者之福， “不仅是眼睛有
福， 头脑和心灵， 都是有福的”， “在潜移默化中， 你们
中的有些人， 或许会因为这些作家笔底摇曳多姿的童年、
斑斓丰富的文化、 昂扬蓬勃的精神、 妙趣横生的情趣而
爱上文学”， 我想， 这便是这套书的底色， 也是这本书所
传承的文学价值。

《逆风飞翔》 记录美好， 传递良善， 它既是一个人
的断代史， 也是一幅原乡的浮世绘。 读完之后， 三里桥、
陆贾山、 铁铺岭、 麻公嘴、 土地庙、 乾元街、 万寿宫、
天主堂等地方次第入梦， 在读者的心里慢慢清晰， 构筑
出一个与作者共情的记忆宫殿； 纸烛铺、 中药铺、 待诏
铺、 发粑粑铺、 饭铺、 烟叶子铺、 豆腐店、 米粉馆、 杂
货铺、 油盐南货行等三坊九业， 勾抹出繁华“鱼米之乡”
的喧嚣与尘烟， 落寞与凋谢； 外婆、 曾喜娘、 更夫“何
辟”、 乞丐满老倌、 “洋人” 少女、 施老板、 卜瞎子、 刘
不难、 三翁妈……跃然纸上， 可触可亲； 看龙舟、 买菱
角、 编斗笠、 养蚕、 看戏、 蹚水、 包粽子、 做布鞋、 跑
通学等一幕幕妙趣横生的生活场景， 会带着你逆时光飞
翔， 回到故乡。

照片上儿时的叶梦， 以及文字里的叶梦， 像极了城
南旧事里的林英子， 天真烂漫， 古灵精怪， 对一切充满
了好奇， 喜欢观察和思索， 在她眼里， 你能看到和读到
一种平静和恒定的力量。 文字自不消说， 是我极喜欢的
文字， 更可喜的是， 这文字不拖沓也不冷峻， 不幼稚也
不世故， 娓娓道来， 沁人心脾。 在我心里， 儿童文学中，
只有林海音的 《城南旧事》 和黑柳彻子的 《窗边的小姑
娘》 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温度。 但它又绝不仅仅是儿童
文学， 它是儿童的童话， 是成人的寓言， 是暮岁的散文
诗。

李青凇

“听说您是江湖高手， 我慕名而
来， 请问您能不能指点我一二？

高手看看我， 微笑着说： 您吃了
饱没有……"
� � � �“会飞的鸟还是要回来。”

这是我有缘读到的校尔康诗集
《在路上》 最前与最后两篇的结尾，
意味深长。 其中之禅机犹如书法之飞
白、 国画之留空， 让我沉思， 引我会
心。

这一部分， 或许令您云里雾里，
莫名其妙……

对！ 就是妙， 妙不可言， 无理
而妙！ 好像刚过门的新媳妇， 无理取
闹！ 可就是这一闹啊， 把小俩口感情
推向了高潮。 此时诗中的无理而妙，
把心推向了高潮。

这诗中之禅、 弦外之音， 好比禅
门公案中参话头起疑情一样， 让你大
疑大悟， 顿生桶底脱落、 杯碎念空、
照破山河尘尽光生和云在青天水在瓶
之自在之境……

正如 《门， 在路上》： “心\安在
路上\觉醒\才会自然而生的\发生”

又如 《门与道》： “重重之门\都
是道\但常常\无路可走”

再看 《在行走中闭关》： “这个
黄昏的相遇\让河流无声\……\在行
走中闭关\终于相见”

印心而来， 化空而去。

《在路上》 中一首首诗次第排
开，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会心处，
真如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
现代诗人， 更是一个“在行走中闭
关”、 在红尘中修心炼性的现代行者，
在以禅入诗、 以诗悟禅、 以诗示禅的
殊胜修持、 身心豁然中， 犹如蚕儿满
腹经纶时不吐不快， 如禅师用功成
熟之时桶底脱落水花四溅一样 ，
尔 康 师 兄 在 “闭 关 ” 中 “开 悟 ”
时， 呈现出了有别于常人的独具意蕴
的禅意境界……

所谓悟境即空境， 禅意即无意。
恰恰用心无， 无心恰恰成。 可谓道法
自然， 妙契天真， 说不清道不明， 但
深有怦然动心的感觉， 这就是禅味。
正如山果野葡萄的滋味， 你的舌头被
全部化掉了， 还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亦如一阵香风扑来， 你的鼻子被全部
漫掉了， 还说不出是什么风一样； 禅
意陡然涌出， 你的心顿时被彻底空掉
了， 道不出是什么， 只知骤然身心照
亮， 全体呈现， 一片空明， 无上清凉
……

正如尔康兄常常在诗中嘎然而
止， 惭愧我也不知全象， 只能点到为
止！ 相信高明的读者当会心兴会无
前， 无须我绕舌， 而早日水落石出真
相大白：

哦， 原来是这个家伙……
(《在路上》 校尔康 著 江苏

文艺出版社出版)

《餐桌上的修行》
[韩] 大安法师 著 文慧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空空的碗里， 有满满的慈悲。 素食料理
滋养身体， 让因贪嗔痴生出硬茧的心渐渐融
化。 “让我奉上一桌清净、 柔软、 如法的餐
食， 献给最珍贵的你。”

《100个汉语词汇中的
古代风俗史》
许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0个日常词汇 ， 如果追根溯源 ， 能发
现怎样更迭变化、 出其不意的故事？ 历史严
肃的面孔下 ， 有多少有趣的风俗被人遗忘 ，
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还原？ 本书以举重若轻
的笔法， 不经意地走向历史的深度。

罗泱慈

敦煌学界有一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 ”大抵了解20
世纪初那一场旷日许久的文物浩劫的人都会知道其中的伤情。

敦煌是四大古文明在中国的唯一交汇处， 也是佛教宗派分野
与汇合的关键场所。随着佛教兴盛，敦煌迎来了成千上万个不计性
命的艺术家，有的画画、有的雕塑、有的造经，他们从仿照到开创，
把印度本土的造像文化发展至极为绚烂美妙———这就是敦煌，一
个黄沙满天、驼铃响起的“过路之地”，一个毫不留情地吞噬虔诚者
的生命，又将他们的热爱熔铸宗教艺术巅峰的“大盛之地”。

在那场世界闻名的考古竞赛之后， 几乎大半个敦煌的身子被
“肢解”到英、法、俄、波等国。 接着便是暗无天日的储藏室。 直至上
世纪80年代，浩瀚、贵重的敦煌真迹对于中国学者、大众而言，还仅
仅是从外国学者那里得到的道听途说，或经典古籍里的文字描述。

方广锠先生把本书引进社里时， 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整
理、编目、修复敦煌文献的工作。 作为亲手查阅敦煌文献最多的学
者，已埋首30年，陆续编写着《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
卷。 他做这些，无非是想让这些遗书离中国人更近一点。 英国汉学
家吴芳思女士与方先生约定，等到王玠《金刚经》的修复工作完成
了，一定和修复部主任马克合著一本小书，把这件文物沉浮千年、
重见天日的故事向大众公开。 方先生欣然承诺：必定尽快引进，让
中国读者知道多国专家、学者联手，为保护中国的海外遗书做出的
艰苦卓绝的努力。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本书，它对这件国宝饱含深情。 王玠《金刚
经》是目前世界已知最早的印刷书籍，诞生于唐代，藏于莫高窟藏
经洞。 对海外汉学家而言，这是难得的机会，涉及唐代历史、佛教文
化、印刷工艺、石窟艺术等领域，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绝佳窗口。加
之，由于中西方修复理念、方法的巨大差异，西方文物工作者对如
何修复中国遗书一直感到极为棘手。 随着40年来英国国家博物馆
的修复人员不断探索和尝试， 针对敦煌古书的具体复原办法已慢
慢摸索了出来。 这本书，就像为一古一今的传承、一东一西的交流
写下的季末片尾曲。

方先生在图书的后记中多次提到一个词———“情绪”。他认为，
文物是有情绪的；同样，文物工作者也是有情绪的。 当这两种情绪
在朝朝暮暮的相处中达到共鸣，便是精彩、一流的修复。 马克在书
中重温了几十年来修复组对《金刚经》做出的不同尝试，大部分以
失败告终，甚至使经卷状况变得更糟。但物品，尤其是古物，给人的
浸润是漫长、沉默的。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希望《金刚经》变得
“舒服”，因为在那之前，《金刚经》太不舒服了———它不必开口，其
撕裂、残破的模样就已经诉说了时间流逝、命途多舛的心迹。 站在
它面前，人们怎能不想象王玠印书时的虔诚、不安、坚定，怎能不好
奇是谁、又为何将它从四川带去甘肃，怎能不关心它在战争年代遭
受的轻慢对待？历任修复组成员们为这部《金刚经》投入的情绪，超
乎尊重、心疼、焦急，付诸丝丝缕缕的构想和日日夜夜的冷板凳。

“磨难”，我常想起这个词，放在王玠《金刚经》和《寻踪敦煌古
书〈金刚经〉》身上合适不过。 但不同于惯常的理解，“磨难”在这里
采用其最简朴的含义：“磨”和“难”。 多磨多难，把时间化作疤痕，疤
痕化为珍珠。 被历史浸泡过的物件尽皆如此。

(《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 [英 ]吴芳思、马克·伯纳德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手记

书里书外的
“磨难史”

朱凤英

“有理由相信， 《家住武陵
源》 作为生动的文本呈现将会和
杨家坪的历史长久地保存下去，
将和整个国家的历史脚步同频共

振。” 近日，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著名评论家李
炳银老师在 《家住武陵源》 首发式现场的点评， 激起了我
作为一个本土武陵源人对这本书的渴望。

《家住武陵源》 是纪红建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后创
作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它以湖南省美丽乡村杨家坪李军旗
的家为坐标， 用花儿和秀秀家从贫困到富裕的亲身经历，
来呈现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下武陵源率先实现整区脱
贫的过程。 它演绎了杨家坪由穷乡僻壤到美丽乡村的蜕变，
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 更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成果的
一个缩影。

作品中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绝美风光、 人文历史及纯
朴的乡土人情不惜泼墨。 其语言优美流畅、 结构饱满合理，
读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成功塑造的小狗小黑
的形象， 使小说童趣盎然。

小黑担负着看家护院的职责， 是李军旗的家庭成员，
是花儿的亲密伙伴， 是康儿的守护者。 嘎嘎心脏病犯了，
家人很着急， “小黑在院子里焦急地来回跑， 还汪汪叫个
不停”。 爸爸出去打工， “小黑不停地摇尾巴， 给爸爸送
行”。 妈妈外出劳作要花儿看好弟弟康儿， 花儿却因和秀秀
迷恋上电子游戏， 把康儿弄丢了， 万分焦急时， 小黑的叫
声让大家找到了正在钻鸡笼的康儿， “小黑趴在鸡笼边，
边摇尾巴， 边汪汪叫”。 当家里钻进大黑蛇时， 它勇敢地站
出来和花儿齐心协力地将大黑蛇逐出家门……小黑随主人
喜乐替主人分忧， 助力花儿快乐成长， 让留守儿童生活不
枯燥， 心灵有寄托。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 逆境中不离不弃， 欢乐时锦
上添花。 我对狗有着深深的情结， 外出散步每每遇到萌狗，
我便像被磁铁吸住般停止不前， 心中似花苞沾缀上水珠升
腾起无比的温柔。 读了 《家住武陵源》， 小黑触动了我心中
最柔软的一角， 人与狗那难以言说的友情将我打动。

写作不是自嗨式的运动， 文学创作必须和读者建立链
接。 精准扶贫类型的文学作品， 紧扣时代主题时还要讴歌
克服困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要在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读者
之间找到一个链接点， 这便给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该作
品中的小黑无疑担任了这个角儿， 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

读有所得

难忘的小黑

我写我书

时间上游的一泓智慧

读有所得

逆时光飞翔
回到故乡

潇湘诗情

哦，是这一个家伙

走马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