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建

前几天，西峡迎来了今冬的

第一场雪，也是近几年来下得最

大的一场雪。

走在街上，人来人往，比平

常热闹了好些倍，看得出来，大

家盼望这场雪已经很久了。放

眼望去，花花绿绿的雨伞随着人

流的涌动，如梦幻般，真美啊！

伴着脚下咯吱咯吱的踩雪

声，我走到大树下，“行人不要

在大树下行走，危险，赶快到大

路上来。”听到警察的提醒，我

这才抬头往上看，原来树上的

积雪已经把树枝都压弯了，有

的枝丫已经断裂，随时都有掉

下来的可能；不远处，大爷大妈

们拿着长竹竿在用力地敲打树

上的积雪，正在这时，前面一个

骑电动车带着孩子的大姐滑倒

了，我飞快地跑过去，想先把孩

子抱起来，一着急脚下一滑自

己也摔倒了，这时一双温暖的

大手把我拉了起来。待我

站定，前面的大姐和孩子也

已被好心人扶起。这时我

才注意到，后面已经停了好

几辆车，他们并没有绕道行

驶，而是走出车来搀扶滑倒

的我们，我心里满满地全是

感动。

不知不觉，行至广场边，

那真叫一个热闹，十几个壮

劳力在前面喊着口号正在滚

动一个超级大雪球，后面跟

着成群的人，他们一边为前

面的加油鼓劲，一边嬉戏着

打着雪仗，不管男女老幼，不管

是否认识，玩得那叫一个开心，

那叫一个和谐。

中午到家，上高中的儿子打

电话给我：“妈，今天下大雪，电线

被压断了，学校停水停电，早上食

堂做不了饭，班主任给我们班每

个同学送了一份牛奶和面包，不

然我们就要挨饿了；中午的时候，

电业局开了两辆车，拉来发电机，

专门给我们学生做饭用。妈，你

看，不仅你们和老师对我们好，电

业局也对我们这么好，你说我们

是不是很“牛”呀？嘿嘿嘿，嘿嘿

嘿……”

窗外，雪还在下着，俗话说：

“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
睡。”看来，2018年，将会是又一
个丰收年，我坚信，我们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祖国会越来

越强。累累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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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志国

【作家简介】

陈学现，河南省作家协会会

员、南召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

职于南召县委政法委。有作品在

《文学港》《莽原》《河南日报》等报

刊发表，曾获南阳市首届“七个

一”工程小说奖、全国工人报刊好

作品二等奖等20多个文学奖项及
“全省职工读书自学积极分子”等

多项荣誉称号。

【读书感悟】

“读书是我精神世界最重要

的支撑。”在他的书房，陈学现一

脸真诚地对记者说。

据介绍，他的少年时代是在

乡村度过的，在那饥馑的岁月里，

没有父母的陪伴和亲情的温暖，

书就成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朋友和

精神上的伴侣。旧课本、残破的

小说本、裱在墙上的旧报纸等，只

要是带字的纸张，都能吸引住他

渴求的目光。没有书读的时候，

他就捡拾知了壳、玻璃碴等废品

拿到镇上去卖，再用卖来的块把

几毛钱买小人书看、买打折减价

的小说读，也没有什么读书目的，

就是想要看。现在想来，或许就

是为了寻求思想的营养和心灵的

慰藉。

陈学现认为，一个人的阅读

史，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和精神

发展史。要想使自己的精神空间

不荒芜、不干燥，就要坚持阅读，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生活

中、生命里不可离弃的一部分。

读书，是一种接受别人思想的沐

浴，而写作则是自我灵魂的净

化。

的确，岁月虽然更替了流年，

但岁月的芬芳却化作书卷清香，

丰盈着陈学现的精神世界。近两

年来，他创作的一系列散文作品，

用饱蘸情感的笔触，不断描绘着

南召的历史人文，表现出了南阳

作为楚汉文化交会地的文化风

韵，历史的沧桑沉浮和个人的生

命体验、故土情怀在他笔下得到

高度统一，从而让我们感知到浪

漫绮丽的楚风以及雄浑大气的汉

韵所碰撞出的文化基因一直在延

续。

“书香做伴可入梦，清风满怀

共枕眠。”谈到今后的读书，陈学

现感慨地说，“是读书伴我度过了

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让我在身

处困境中充满希望；是读书掸去了

我心灵上的尘埃，抚平了我心灵上

的皱纹，让我永葆一颗快乐向上的

心。我的灵魂会永远与书为伴，永

远沐浴在这一抹书香里。”

【近期关注】

前段时间到南阳学习，在新

思维书店购买了一本湖北作家陈

应松最新的散文集《村庄是一蓬

草》，至今仍置于案头，工作之余

不时翻看阅读、体悟学习。陈应

松的散文如同他的小说一样充满

着苍茫激荡的气象、开阔深邃的

诗意、沉雄锐利的语言、优雅唯美

的品质。作者以深刻的人生经验

和沉郁的生命体验作为散文穿行

天地的双翅，让一篇小小的散文

浓缩所有自然、生命和世界的大

美。他曾经说过，好文章不分文

体，他的梦想是打通“三界”。的

确，从他的小说中依稀能够看到

诗和散文，而从他的散文中，你一

定能够读到诗。陈应松有着山川

之心，抑或水墨之心，一片碎瓦，

一块旧瓷，一个树桩，一株野草，

他都满怀好奇反复触摸，追问，静

坐，谛听，那些历史年轮中的细微

呼吸，那些生命旅程的屐痕处处，

如同奇妙的华彩乐章，让人沉醉

其中，流连忘返。累累累4

让读书支撑起精神空间
——作 家 陈 学 现 谈 读 书

□毛周林

何谓工具书？笔者查阅了词典，

上面没有对这个词语的解释，只有对

“工具”一词进行了解释。工具：一，

进行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具；二，

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工具书

并不属于这两种解释中一种，只不过

第二种理解比较接近一点而已。说

通俗点，工具书就是比较专业的对我

们学习有帮助的书，比如《新华字

典》《牛津英语词典》《应用文大全》

等。这类书阅读起来大多比较枯燥

乏味，难以吸引读者，因而很多人不

是迫不得已，基本上是不会去读这类

书的。这是普遍的现象，在现实生活

中比比皆是。

对工具书进行阅读有没有益处

呢？那是绝对有的。只不过看自己

是哪一行业，我们在阅读工具书的时

候，不必面面俱到，只要多读我们熟

识的行业或者与从事的职业有关的

工具书即可。比如一个中学语文老

师，在教学之余，除了提高教学能力

之外，多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就显得非

常重要，这些书籍当然也包括工具

书，比如《汉语成语词典》《歇后语大

全》等。阅读这类书籍，有三大好处，

其一，便是能够扩大我们的知识面，

这条想必大家都清楚。其二，让我们

养成一种系统学习的好习惯，工具书

的编排通常都是非常规范的，看起来

很方便，逻辑严密，容易培养我们做

事严谨的作风。其三，能够锻炼我们

的意志力。阅读工具书是件很枯燥

的事情，但是又不得不读，久而久之，

我们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会吃惊地

发现，再难读的书，只要用心，只要有

恒心，就能读完，而且是必定会有收

获的。生活中并不是什么事情我们

都会喜欢去做，但有的时候，我们又

不得不去做，就比如阅读工具书。

工具书与我们的生活是很贴近

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工具书的作

用，因为生活中许多地方都要用到工

具书。工具书的阅读也很重要。累累累4

读好工具书

本报讯 （记者张洪磊）日前，我

市交通题材作家武占文新著《路人可

敬》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画家尹先敦为

该书题写书名。

全书40余万字，以中部某地为
点，时间跨越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时期的交通发展历史，围

绕几家人三代的恩怨情仇、悲欢离

合，以大交通格局的形成过程，展现

交通人对国家交通事业作出的贡献，

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交通强国的故

事。累累累4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俱新图书出

版中心负责北京联合出版社和中州

古籍出版社南阳区域的图书出版业

务，出书咨询电话：13271336899、
13782096099、60556766）

《路人可敬》出版

1月9日，南阳友仁汇爱心组织与梅溪沙生活书店联合开展文化扶贫图书捐赠活动，向南召县石门乡孙庄小学
捐赠了价值1.5万余元的图书 累累累4 本报记者 董志国 摄

投稿邮箱：

nyrb666@163.com

生活感悟

生活会越来越好……

□赵宗礼

2017年12月28日，我出于对隐山来历的兴
趣，来到位于新店乡东北处隐山西北角的山梁上。

72岁的老伴和我都是隐山附近的人，孩提
时代经常爬隐山，拜刘备（即汉昭烈帝）庙。听

这里有文化的老人反复说，隐山是因刘备和诸

葛亮而来。他们说，诸葛亮火烧博望坡时，关羽

的部队埋伏在隐山的西北脚下，就是今天我们

站的山体处。赵云的部队埋伏在隐山的东南角

山下。隐山上的坑坑洼洼，如圆形一样的石头

印子，就是关公赤兔马或赵云白龙马踏踩的痕

迹。还说，现隐山西边几里处大军帐营村是刘

备指挥埋伏部队的“大军帐”；紧挨着“大军帐

营”的现小军帐营村，是刘备亲侄刘封保护刘

备，并随时传达刘备指令的“小军帐”。

近读《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发现：“曹公既

破绍，自南击先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

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

多，表疑其心，阴御之。使拒夏侯■、于禁等于

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

等追之，为伏兵所破。”《清光绪南阳县志》在说

到隐山引用此典籍时，还根据《三国志·赵云别

传》增加了“建安十一年冬”和“骑将赵云生俘■

将夏侯兰”两个细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明

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庙宇》“昭烈庙”记载：明洪
武二年时，“隐山北坡有昭烈庙，南坡有青霞观，

传说是刘备火烧博望之战时，登山观察指挥战

斗的地方，后人为纪念刘备而修建”；“第一次重

修昭烈庙是在明洪武年间，第二次重修是在明

正统元年（1436年）”。可见这里的昭烈庙早在
明朝以前就有了，这应是南阳人对刘备在这里

隐身藏兵的文字记载。

虽然“博望为伏牛山延伸于此的漫岗”，但

正西、特别是正南15华里至隐山之间，却是一
马平川，唯有“呈西北—东南走向，跨越面积3
平方公里，海拔209米的隐山”《南阳县志·浅山
丘陵》可以隐兵设伏。据此是不是可以说，刘备

的“博望屯之战”是

分为“火烧博望屯”

和“隐山伏击战”两

步走的：刘备带着本

部人马及刘表调给

他的一部分人马原

驻扎在博望屯，与从

“宛许古道”方城方

向一路杀来的夏侯

■、于禁的部队对峙

相望“日久”。刘备

为了打胜仗，便在一

天早上，突然火烧博

望屯，伪装成闻风丧胆，狼狈逃窜的样子向西南

方向，也就是今天我们站的位置有序地撤退。

骁将夏侯■、于禁误以为刘备是“真遁”，未经侦

察就率领大军盲目追赶，结果被埋伏在隐山上

的赵云等杀得大败而归。此战役安排得如此周

密，一定是刚刚从南阳卧龙岗“三顾”而来的诸

葛亮运筹的，《三国演义》中的“火烧博望坡”只

是“演义”和细化了具体实施过程。至于刘备

到底是在这里“登山观战指挥战斗”，还是“在

隐山西边的大军帐里指挥战斗”，这都是枝节

问题，隐山因刘备而来的说法可以从多方印

证。累累累5

□杨鹏

那年冬天感觉特别寒冷，爷爷住进

医院不能自由下床活动。十二岁的我能

为这个家做得很少，唯一能做的，就是

有时早上代替奶奶去医院给爷爷送饭，

那时我已经会骑自行车了，相比之下，

比奶奶更方便。

记得一个早上，寒风格外刺骨，我

给爷爷送饭，到在病房楼下，因为不小

心饭盒掉在了地上，蒸鸡蛋羹洒了一

地。来到病床前，爷爷说：“洒了算

了。”口气依然平和。后来，每当我想

起这件事情心中总是难以释怀。

爷爷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在他

的母亲怀着他时他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按照民间的说法叫“暮生”。为了生

计，他的母亲怀着他就另嫁了别人，在

很小的时候他就被送进“玄妙观”。玄

妙观，曾经是中国道教四大名观之一，

位于宛城区政府院内。他遇到一个好师

傅，并在那里接受了一定教育，这对他

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印象当中爷爷

的毛笔字写得就很好，曾经教我练习，

时不时还要背后突然提一下笔杆，以测

试是否握紧。

爷爷是1917年出生的,大概是1932
年起开始自己谋生之路。1932年至1949
年的中国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爷爷

孑身一人，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资源，

生意场又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历尽坎

坷，阅尽人生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如果

没有亲身经历，恐怕难以体味。

爷爷是多才的。印象中的他会吹

箫、扎针、拔罐。小时候我常发烧，很

多次都是爷爷拿大针往舌根扎一下，放

放血而痊愈的。爷爷的菜做得也很好，

家中每有客人都是爷爷亲自下厨。记忆

最深的是鸡蛋松、拔丝红薯、广东肉

等。每到春节“过油”的时候，炸的

“素马虾”是家中的一道特色菜肴，实

际上就是胡萝卜擦成丝，拌上面和佐料

炸一下。据说这是玄妙观里道士因为只

能吃素而发明的。

爷爷就是这样，正直、真诚，关于

他的种种至今我都无法忘怀。累累累5

难以释怀的往事

北坡有昭烈庙……

刘备伪遁隐山

人文地理

生活笔记

雪 中 情

书是历史优秀遗产，

书是民族宝贵财富，

书是精神劳动结晶，

书是人类思想宝库。

书籍可以传承历史，

书籍可以弘扬文明，

书籍可以铸造灵魂，

书籍可以改变人生。

书是人生前进的灯塔，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书是开启智慧的钥匙，

书是终身相随的伴侣。

书，饥读之以当食粮；

书，寒读之以当服装；

书，孤读之以当友朋;
书，忧读之以当天窗。

读书需有坚毅的心态，

读书需有渴求的心愿，

读书需有安静的心绪，

读书需有专一的心力。累累累5
（惠民）

修身养性 智言慧语

拿起笔吧
建造咱们的休闲园地
《每周闲情》征稿启事

《每周闲情》版致力打造南

阳人自己的园地，刊发真实反

映南阳人尤其是南阳居民生活

方式、生存状态、情感故事的文

章。“真”、“闲”、“广”、“短”是该

版对稿件的要求。希望《每周

闲情》版让人们在一个多少有

些喧闹、浮躁的氛围中，静下心

来看看自己的生活、谈谈自己

的生活、写写自己的生活，从而

有所思考与醒悟。

这是南阳人自己的一方园

地，等待着您来开垦。是否符

合您的口味，请及时告诉我

们。我们希望与您共同体验百

味人生，感受冷暖世情。每周

五出版，敬请读者关注。累累累5
《每周闲情》版投稿指南：

投送邮箱：nyrbwhzk@163.

com

全国百家读书媒体
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书香南阳

汉阙迎风 王聪 摄

馥
郁
王
聪

摄

丰硕 王聪 摄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不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