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2019年 3月 15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董志国 王 聪书香南阳·每周闲情 组版 张 超 校对 董志国 王 聪

书香南阳官方微博

投稿邮箱：
nyrb666@163.com

书评天下书评天下

生活随笔生活感悟

记忆深处

生活档案

□于 杭

建明先生是位高产的业余作

家，刚刚出版散文集《鹤与雪花一起

舞》，40余万字的《一半云儿一半烟》

又在读者群里流传开来。我也是在

读了其这部有些空灵有些禅意的文

字之后，才识得作者其人的。

整部书收录的篇章，看似凌乱

却又应了那“形散神不散”的主

旨。古今中外历史现实在他空灵

唯美的文字中交织在了一起。不

可否认，每一位作家都很在乎自己

的文字，而温建明先生在这部文集

里，对文字的雕琢几乎有几分刻

意，而且几乎每篇都映现出作者欲

超脱于尘世的几分禅意。看看这

些篇目的标题，也许你就能明白三

分。比如《花果同枝》《山即是空》

《时光白描》《画里微凉》《将花笑

捻》等，这文章的题目寥寥几语就

勾勒出虚无空灵静谧的画卷，超凡

脱俗，产生了距离的美感。后来才

知道，作者本人还是业余画家，本

身就有山水设色花鸟生香的功夫。

而细读作者的文字，也需要几

分读画的意境。缘着作者用文字

铺设的小径，深入到“禅房花木深”

的意境，方知琴棋书画本同源的哲

理。至于唯美文字背后的繁华或是

幽静，全在读者的一念间。这，也许

就是作者禅意文字的韵味所在。

其实，作者几乎通篇都是在用

出世的文字来表达入世的情怀。

不论是其写历史上夏姬的《荒寒》，

还是写花蕊夫人的《韶秀》，在细腻

的描写和叙述中，再现了万丈红尘

中“回眸一笑”的娇媚，勾人回味、

引人遐想，把倾城倾国的古代美人

写出了现实的风韵。也透露出作

者热爱生活，不舍红尘的一片素

心。文字的出入之间，总是无法描

尽人生的出入之别。尽管这滚滚

红尘，也无非就是出入之间。

至于两篇篇幅较长的 《菩提

手串》 和 《跳进跳出》，由于人

物、情节的丰富，倒像写实的小

说。那絮絮叨叨的谭奶奶，那一

身故事的夏多内和沈寒，那迷离

交织的多角情爱，本来不就是用文

字织就的一张生活之网吗?作者的

文字始终没有离开这张充满烟火情

爱的生活之网，又怎么可能舍得下

这滚滚红尘而独持一颗禅心呢？

写到这里，我们总是无法否认

所有的写作者其实都是十分“入

世”的，包括东坡居士在内，如果没

有“黄州、惠州、儋州”的风雨历练，

何来“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潇洒文

章！这本集子的作者温建明先生

应该也不例外。正如他在后记中

所言“写了二十多年的文字，思想

与精神、文字与语言都承载了很多

很多”，“写一篇文章容易，但写一

篇好文章很难”。这的确不是写作

者的自说自话，这是一个热爱生活

又热爱写作的人对文字的一种敬

仰。尽管在当下的社会里，能写几

篇好文章已算不得什么功名，能安

心写几篇文章的人也已不多，而身

处“官场”的作者却依然笔耕不辍，

本身就是超脱现实的一种写照。

或者，这就是写作者的“出世”之心

吧。

当然，这或许与南阳的文化有

关。南阳是文学的故乡，南阳作家

群中不乏官员作家，甚至有好事者

奉出“文章太守”之类的口谀。而

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讲，

身份并不重要，正如作者自语“我

还是愿意迢迢地走来，和您相约”，

“耳目鼻口，是为生存服务的；心思

语言，是属于精神活动的；笔端成

文，是属于角落里独处的”。这样

的心境难道不可以说成是一种“出

世”之心吗？《一半云儿一半烟》的

写作背景或许就是这种心境下的

某种文学表达。

读了温建明这本集子，阳光照

耀书案，满脑子都是“云与烟”的意

象与矛盾。也许生活真的就是“一

半海水一半是火焰”，这“一半云儿

一半烟”乃是作者自己对生活的自

在解读而已。

放飞自己思想的文字，让笔触

和意念升腾，成为“一半云儿”。脚

踏实地地扎根生活，让双脚和双手

沾满生活的泥土，淬砺自己的另一

半“烟火味儿”。这是温建明先生

和这部书带给我的启示。5

禅 意 就 在 尘 世 中
——温建明《一半云儿一半烟》读后

本报讯 （记者董志国）为进一

步加强农家书屋管理，充分发挥农

家书屋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作用，

实现农家书屋的健康和可持续发

展，保障和提升农村群众基本文化

需求，我省近日出台三项举措。这

是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的。

健全管理队伍。明确管理和使

用好农家书屋是发挥其作用的关键，

也是各级职能部门应尽的职责。各地

要围绕健全管理队伍、优化资源配置、

完善服务功能、丰富活动内涵、提升管

理水平等目标，继续扎实推进农家书

屋出版物补充更新、数字化建设，使亿

万农民享受到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

落实管理法规。省新闻出版局

负责全省农家书屋管理办法的制

定；牵头年度出版物补充更新工作

的实施和出版物政府采购的组织协

调及农家书屋管理的检查和考核验

收。省辖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主要

负责全市农家书屋的资产管理、组

织活动以及督查考核工作。县新闻

出版管理部门负责农家书屋的管理，

以及具体工作的落实推进。各级管理

部门要明确责任，分级管理，实行目标

责任制，责任到人，制定农家书屋管理

工作考评办法，定期进行考评。

建立问责机制。对挤占、截留、

挪用专项资金的将采取通报批评、

停止拨款、收回专项资金等措施进

行处理。对有违纪行为的追究相应

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要持续

通过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形式开

展农家书屋工作督查，有责必问，不

断强化“履责”考核，硬化“失责”追

究。并适时通报，保障全省农家书

屋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切实发

挥其使用效益和社会效益。5

三项举措

加强农家书屋管理

□董志国

翻开成语词典，我们常常被这
样的字眼所吸引，诸如悬梁刺股、燃
薪夜读、编蒲抄书、隔篱听讲、织帘
诵书、囊萤映雪、闻鸡起舞，等等，这
些都诠释了古人持之以恒的读书习
惯，都在说明持之以恒对于阅读的
重要性，以及持之以恒在知识积累
和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阅读活动不是立竿见影的“兴
奋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就的。
真正的阅读最关键的就是坚持，就
是持之以恒。庄子在《庄子·养生
主》中写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也就是说，生命是有限的，知识
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对
无限知识的追求中，显然，这就需要
我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开展读
书、进行学习。

我们知道，周公这样的圣人，每
天仍坚持读书百篇；孔子，一代圣
贤，这样的天才，读书读到“韦编三
绝”；墨翟，思想巨匠，这样的大贤，
出行时装载着成车的书；董仲舒，名
扬当世，仍闭门读书，三年不往园子
里望一眼；倪宽带经耕耘，一边种
田，一边读书；路温舒截蒲草抄书苦
读；黄霸在狱中还向夏侯胜求学；宁

越日夜勤读以求十五年完成他人三
十年的学业……可见，任何的知识
和才干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有持
之以恒地为之辛勤付出，才能真正
把渴求变为一种现实。没有持久的
付出而想轻易收获，无疑是一种虚
妄，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实生活中，总有些人抱怨没
有时间读书。其实不管生活节奏多
快、工作多紧张，总是会有阅读的时
间的。开展阅读的时间既可以是整
块的时间，也可以是零碎的时间，比
如把等待开会的时间，把候车、候
机、候船、候诊的时间“焊接”起来就
非常可观。另外，减少一些不必要
的应酬，少一些迎来送往，少弄一些
没有意义的花架子，而把这些时间
节省下来用来读书，天长日久，功到
自然成。

因此，阅读贵在坚持，我们一定
要养成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留心
和珍惜身边的阅读机会，每天坚持
阅 读 ，形 成 阅 读 的 自 觉 性 和 主 动
性。只有这样，阅读才能真正地发
挥效果、产生作用。5

阅读贵有恒

□尤红梅

白水绕东城，春来醉人间。白河，犹

如一条玉带，环抱着南阳城。白河之滨，

风光旖旎，更是人们休闲的好场所。这

不，当东方刚刚抛洒出几缕晨曦，亮出鱼

肚白，剪裁出南阳城绰约风姿的时候，白

河醒来了。

波光粼粼的河水渐渐明亮了起来，

堤岸的青草、野花、垂柳也都明亮起来，

争相展示自己的美韵丽姿。广场上，一

群大妈大姐，已经和着舞曲翩翩起舞。

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但她们都脱去了外

衣，穿着艳丽的服装跳得沉醉，整齐的舞

步踩着鼓点，翩然若仙子，那是白河边最

亮丽的风景线。

向西走去，白发苍苍的老人们，踏着清

凉凉的晨光，走进一个绿色的世界，这里道

路两旁是直入云霄的白杨树，法梧桐，浓荫

蔽日，亦是鸟儿们的天堂。每天，当你走

出钢筋水泥的禁锢，走出嘈杂市声的轰

炸，走出汽车尾气的熏染，走出滚滚红尘，

聆听鸟语如歌，便仿佛走进了陶公桃源。

梅城公园花艳春更早，姹紫嫣红乱

人眼；草坪里的小草挂露欲滴，满目嫩绿

欲成毯。护栏旁，老人提着鸟笼。广场

上，南边的一队老人，随着《梁祝》的伴奏

曲打着太极拳，如梦似幻，绵绵如缕。西

边一队老人练着十二式太极剑，飒然有

声，银光闪闪。另一边，还有一队老人正

展示着扇子功夫，旋转，提腿，扬手，手腕

猛地一抖，啪啦啦抖出淋漓尽致的舒畅

和欢乐，抖出青春不老的自信……让人

看得如醉如痴。

朝阳升起，熠熠金辉洒在一张张容

光焕发的面庞上，洒在翩然灵动的舞姿

上，洒在“中华功夫”的一招一式上，洒在

红花绿叶上，洒在楼群广厦上，洒在白河

的柔柔绿波上，洒在河那边层层叠叠的

高树低花上……满世界浓抹金黄，璀璨

如锦，新的一天又拉开了序幕。

白河——这醉人的风景画，已成为

我们南阳人心中的精神家园，愿这方天

地永远美丽。6

今年春节前夕，按照农村的习俗，我

和往常一样回到了内乡老家，给已故的

长辈们上坟。当我来到高叔坟前时，不

禁想起了这位异姓叔与我家的缘分。

那是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一个上午，

外公搀扶着一个一跛一拐的年轻人来到

我家。这个小伙子姓高，在外公庄上给

一个大户人家当长工，后来他胯骨上长

了一个大疮，骨头都露出来了，不能再干

活，就被赶了出来。外爷对父亲说：“你

心肠好，又开着染房，手头宽绰，把他的

病治好了也是你个帮手。”父亲听后，点

点头，连午饭也没吃，就从六七里外请来

一个有名的疮科大夫，当下就开始诊治。

记得治疗期间需要剜脓放脓血，高

叔躺在床上疼得不能动弹，父亲帮他大小

便，母亲给他喂饭，父亲还叫我们姊妹几

个给他洗脸，洗衣服，并称呼他“高叔”。

就这样，前前后后治疗了三多个月，高叔

的疮口才痊愈。一天，父亲拿出三块大洋

送到他面前，诚恳地说：“你的病治好了，

这点钱给你做盘缠，回老家吧。”高叔连连

摆手，哭着说：“我身无分文,带着病来到你

家，你为我花钱治病，还端屎倒尿，伺候吃

穿，待我像亲弟弟一样。我就在染坊里给

你帮忙，就当给我个报恩的机会。”父亲拍

拍他的肩膀，算是答应了。

高叔比父亲小三岁，勤劳能干。他

病愈后，无论家里活，庄稼活，染坊的

活，样样肯干，一天到晚不闲着。父母

亲待他像亲兄弟，父亲穿啥，他穿啥；

全家吃啥，他吃啥。我们这些晚辈们待

他像长辈一样，吃饭时先盛两碗，给他

和父亲端去；春节拜年，也是给父亲磕

完头，就给他磕。新中国成立后，实行

土地改革。父亲又对高叔说：“你回老

家吧，趁着土改分几亩地，好好过日

子。”高叔流着眼泪说：“你们贾家就是

我的家，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娃们就是

我的亲侄女侄儿，我哪里也不去了。”

就这样，转眼到了 1990 年，父亲一

病不起，他临终前把高叔和我们姊妹四

人叫到床前，先对高叔说：“你到我们贾

家快五十年了，帮助我养家糊口，起房盖

屋，把一群孩子拉扯大，我们一家人忘不

了你的恩德。俗话说叶落归根，如今你

七十七了。随后你回老家吧，由孩子们

给你生活费，给你养老送终。”高叔听到

这里，搂着父亲的胳膊说 :“哥呀，早就说

过咱们是一家人，你咋还撵我走呀，我死

了也要跟你埋到一块儿。”这时父亲边给

高叔擦着眼泪边嘱咐我们几个晚辈说：

“以后这事永远不再提了。无论你高叔

生前死后，你们待我是啥样，待他也是啥

样。”

1993年秋天，八十岁高龄的高叔也

走了。我们按照父亲生前的嘱托，给他

做了和父亲一样的棺木，穿一样的衣裳，

披麻戴孝，埋葬在父亲的旁边。6

（贾凤兰 口述 赵增琦 整理）

高叔

如果儿子儿媳吵架
□鲍 平

一天，我在大学生家长群聊天。有位北京的家

长抛出一个讨论话题：将来你们的儿子和儿媳吵架，

你们帮谁？话题抛出，霎时，群里炸开了锅，一帮中

年空巢的家长们各抒己见，讨论相当热烈。

有位西安的家长说：“我不偏不倚，尽量主持公

道。”有位武汉的家长说：“我谁都不帮，和稀泥，尽量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位南京的家长说：“我赞同

和稀泥。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还因为‘家不是

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如果换成我，我肯定既

不主持公道，也不和稀泥，而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儿媳

一边——儿媳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因为，儿

子是我生的，有担待，得罪得起；还因为，儿子是男

的，吃点亏，受点屈，应该的；更因为，终于有人能降

住他，让我一解心头之忧，一泄陈年之恨。

忧从何来，恨从何来？请听我慢慢道来。儿子

幼时，软言相哄，厉声恐吓，皆能奏效。年岁渐长，就

需察言观色，对症下药，方才换得太平。升入高中，

任凭我苦口婆心，讨好巴结，也只是阳奉阴违，我行

我素。进了象牙塔，儿子更是本事见长，任凭我苦肉

计，美食计，金钱拉拢诱惑，均见招拆招。让我恨得

咬牙切齿，却又无计可施，只能任其——放飞自我，

自由成长。

作为母亲，面对成年儿子这头无法束缚的小雄

狮，我慨叹，当娘的终于管不动了！

感慨之余，想起早些年看贾平凹先生的小说《天

狗》，里面有句话大意是：男人有了女人他就长大

了。讲真，当初阅读，我肤浅地认为，一个男生与一

个女生结婚后，就成了男人，叫作长大了。时隔多

年，我终于明白了贾平凹先生这句言简意赅的话。

常言道：女人是男人的一所学校。毋庸置疑，我

未来的儿媳也是儿子的一所学校，更是儿子生命中

的贵人，还是来帮我分忧解难的恩人。因此，我感恩

儿子的贵人，和贵人保持高度一致，共同帮儿子成

长，才是我应该坚守的起码底线。6

放飞
□左德浩

留下来，只有安稳；飞出去，才有希望。

开学了，随着滚滚车流，朝气蓬勃的少男

少女奔向四面八方，去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和希望。车轮带走的，还有父母的牵挂和目

光。与龙应台一样，在一种目送里，孩子渐行

渐远，而父母的心，是一种“唯见长江天际流”

的怅惘。

有牵挂，有担忧，有祝福，也有希冀……

此时此刻，多少父母不是百感交集？那个曾

经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孩子，终于还是脱离

我们的羽翼，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土地。

过年，团圆的温馨，也只是短暂的甜蜜，而团

圆时父母过多的问长问短，也会遇到抗拒。

这时候才知道，孩子不一定领受我们的情

义。该悲哀还是欢喜呢？我宁愿往好处想，

孩子正走向独立。

是啊！人生是自己的，他们自己的路必

须自己去走。如果孩子像一根藤一样缠在我

们身上，既束缚了我们，也限制了他们自己。

他们应该是一棵树，坚定执着地成长自己，而

不是和父母捆绑在一起。这样有一天当父母

老去和倒下的时候，他还能独立地生长他自

己。

身为父母，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只是孩子

人生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孩子的成长可能

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父母的高度可能决定孩

子暂时的发展，但未来，他应该要登上新的高

峰看得更远。这样，人类也才能生生不息走

得更远。

诗和远方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希望。而

希望更多的是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他们朝气

蓬勃义无反顾。青年是一种向往，中年是一

种坚守，而老年呢？就是坚强地活着吧！让

儿孙辈看见责任也看见传承。

岁月无情的前行，对于孩子它意味着成长和

希望；年轻人是应该奔向希望的，向着人生更高的

高度飞翔。6

春来醉白河

书店可以改变人

们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董志国 摄

农家书屋农家书屋

书林茶话书林茶话

心中的精神家园……

时隔多年才明白……

奔向希望……

勤劳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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