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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时间多由自己支配，逐渐养成了散步的习惯。信步
东西，潇洒南北，虽身处闹市，但那心境确有几分陶翁南山采菊
的悠然。

这一天，沿冶金路北行至电视塔附近，见人行道上几个年轻
人在围观着什么，一个男生抡着胳膊连呼“加油”，周围几个男女
生笑成一团。我上前一看眼前的情景让人捧腹：有一位老爷子
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太太，两人都足有八十多岁，
看光景像是一对夫妻。轮椅被固定电线杆的斜拉钢丝绊住，老
爷子眼神不好，看不到前面的情景，奋力推车。老太太倒是看的
清楚，口中反复念叨“绊住了，绊住了”，但不知是年迈体弱，还是
身体有病，喃喃之声近似耳语。老爷子显然听不到老伴的提醒，
前腿弓、后腿蹬，一副愚公移山状，轮椅却纹丝不动。见此情景，
我忙上前抓住轮椅的扶手，老爷子瞪着浑浊的眼睛向我吼道：

“你要干什么？”那神情，分明是怕我抢走他手上的宝贝。我冲他
耳朵大喊：“轮椅绊住了，我帮你绕过去。”一拉一拐，举手之劳，
问题解决了。

在两位老人连连道谢声中轮椅又缓缓前行了。望着老人那
颤巍巍的背影，我不由的一阵感动：一个是另一个的腿脚，一个
是另一个的眼睛，人生两伴侣，风雨几十年，不舍不离也不弃！
何为“相濡以沫”，何为“相依为命”，何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两位老人不就是最完美的诠释和最生动的写照吗！我心中默默
祝福，愿两位老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身旁的年轻人还沉浸在自己的欢乐中，一位女生骂那位喊
加油的男生“缺德”，男生一摊双手作无辜态，于是笑声更加响
亮。那笑声酣畅淋漓，充满了青春活力，但我的心中却不由地浮
起了一丝淡淡的悲哀。

偶遇
□郭运兴

冬日的清晨，拉开窗帘，万丈阳光
扑面而来。久违的太阳，张开灿烂的
笑脸……

昨夜还是烟雾朦胧、“仙气”绕顶，
一夜清风把雾霾吹得无影无踪。站在
丽日晴空下，仰望天宇，天，湛蓝，云，
纯白。初升的朝阳，被鲜红的霞光掩
映着，万丈阳光像无数条巨龙喷吐着
金色的瀑布，不仅照亮了整个世界，也
照亮了人们的心田。

沐浴在温暖的冬阳下，突然感觉
眼泪开始在眼眶打转儿。一种说不出
的兴奋和激情，一个平时几乎很少跳
入脑海的词，瞬间从心底中向上升腾：

“通透”，天地之间的通透，通明透亮；
心境的通透，让人豁达清朗。

看吧，洒满阳光的街头，处处都是
微笑的芬芳，那些阳光灿烂的笑容，绽
放在每个人的脸上。沐浴在阳光下的
人们，是何等的光彩亮丽、如此的轻松
洒脱。

那是一种无法言表的温暖，那是
一种被幸福笼罩的喜悦：“有阳光的日
子真好！”

拥有的时候，往往不懂得珍惜；失
去的时候，再珍惜已晚矣。曾几时许，
我们把阳光普照视为一种再正常不过
的自然现象，没人留意、很少珍惜阳光
的存在。直到雾霾笼罩了这个冬天，
早晚没有了日出日落、世界失去了灿

烂明媚，才有了对太阳的苦苦相思，对
阳光的深深期盼。

离开太阳的日子，俯首，脚下踩
“云团”；仰望，满眼皆苍莽；远眺，
前路更迷茫。当整个世界都是迷
雾茫茫的时候，人的心境也随之被
雾 霾 笼 罩 ，那 种 环 境“ 堵 ”得 人 心
慌，那种气息“憋”得人窒息，一大
堆的“心灰意冷”“心凉气泄”“心烦意
乱”“心火焚烧”莫名涌上心头，什么理
想、奋斗、蓬勃、向上等一切正能量，随
着雾霾烟消云散，仿佛一屁股坐在潮
湿泥泞的地上，让人甘愿颓废，再也不
想站起来。

一日，无所事事、六神无主地坐在
办公室，望着眼前迷雾茫茫的窗外，心
里更是一片迷茫。心不在焉地翻着自
己的“得意之作”《陈言新语》一书，一
行字突然跳入我的眼帘：“心里洒满阳
光，风雨也是彩虹；心里弥漫阴霾，阳

光也是尘埃。”
道理不怕懂得少，能做到就不得

了。自己悟出的一堆哲理，却救不出
“雾霾”中的自己，岂能启迪读者？写
就“陈言新语”还有何意义？其实，生
活并不缺少阳光，是我们缺少发现阳
光的心态。凝望着窗户玻璃上一层厚
厚的灰尘，我深沉地凝思……

擦亮心境，阳光就会照亮心灵。
我拿起洗得干干净净的毛巾，认真仔
细地擦起了窗户玻璃上的灰尘，一点
干净了、一片明净了、一扇窗户明亮、
一间屋子亮堂了，我的心里也通透明
亮、豁然开朗……

写罢这篇“陈言新语”，正愁着起
个什么标题。一抬眼，温暖明媚的阳
光沐透过明亮的窗户，沐浴着办公桌
上郁郁葱葱的绿萝和吊兰。刹那间，
一个标题跳跃出来：“擦亮心境，享受
阳光”。

擦亮心境，享受阳光
●陈风波

心里洒满阳光，风雨也是彩虹；心
里弥漫阴霾，阳光也是尘埃。擦亮心
境，阳光就会照亮心灵。面向太阳前
行，眼前总是明媚的阳光，雾霾就会远
远地甩在身后……

浅吟低唱浅吟低唱

冬日的清晨，红红的太阳升起
来。阳光洒在飘窗前的书桌上，一本

《太阳正红》的书名正应此时的景色。
一本小说，赵良武写了二十五年，是什
么让他坚持下来的？写了什么故事
呢？让起初怀着同样期待的我慢慢告
诉你吧。

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开始创作
这部长篇小说。近日，这部书出版
了。小说讲述，上世纪 80年代初，冀
南农村改革开放后，农村在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集体企业、个体
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
这一大历史背景下，农村青年郑朝阳、
郑勇、周晓雷、孟华等人在实现个人梦
想的路上，奋斗、迷茫、挣扎的故事。
该书全景式地展现了冀南农村的地域
文化、传统民俗、地方特产，堪称一幅
多彩的社会画卷。

小说内容洋溢着浓浓的时代气
息。打开小说，黑白电视机、录音机、
磁带门市、小卖部、摩托车……一个个
熟悉的风物扑面而来，一个80年代洋
溢着浓郁乡村气息的典型农村生活环
境出现在读者面前，带着我们一下子
穿越到 30多年前。在这个充满浓浓
乡土气息的环境里，设计了夜半浇地、
砖厂遇阻、进城开门市、新媳妇焚书等
一个个故事，塑造了郑达父子、孟华、
郑勇、王昌、文文等等人物形象，把那
个时代各色人物心理、生存情态进行
了真实再现。尤其是郑达父子、孟华
这样一些人都能找到原型，他们爱看
书，喜欢创作，有理想，渴望知识，对文
化知识充满向往。他们热爱生活，向
往美好生活，留恋自己的土地，被美好
土地孕育的同时，也被自己深深热爱
的土地煎熬着。在当时农村文化落后

的现实中，在人人向钱看的社会风气
下，在经商致富的种种诱惑里，在农村
经济刚刚发展时，一些嗅到商机的人
纷纷富裕起来，在社会浮躁的背景里，
他们在经历清苦、迷茫、无助后，仍能
坚持自我的选择，这不再是单纯地选
择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简单，而已成为
把文化、理想、使命融到骨子里、血液
里的真正文人，而是去为生命进行一
场希望渺茫，却又奋斗不止的远行，这
是最能打动人的。但在当时这样的农
村环境下，他们的命运往往充满了悲
剧色彩，读来真实，让人辛酸。

语言是小说的载体，有特色的语
言更能让小说的生命产生张力。这部
小说语言富有特色，充满了浓浓的邢
襄乡土气息，让小说具有了一种独特
的生命力。我想这与作者长期扎根乡
土，观察农村，思考地方生活有关。比
如，“暗下嘴”“闹脆乎”“躲钉”“不顶
事”“捣借”等等，这些词语，单独看不
知道说什么，放到句子里意思一下子
就明白，这样的语言有地方特色，表达
独特，让小说的生命力一下子有了独
特的存在感，具体起来。

一部小说写就后，它的问题也形
成了。我认为小说在情节设置上，如
果把郑朝阳夫妇的生活矛盾更激烈
些，更能突出时代巨变下人性的复杂，
小说读起来也许更爽些，总感到没有
读够。

读完这本书，我常常被小说感动
着，我想这不能不说是有一些文字之
外的魅力影响着我，让我对理想和梦
引起触动、思考，这部小说之所以能超
越了一切困苦，带给我感动，让我的视
野和心胸变的高远、宽广和美好！我
想这一切应归于作者生活之上的情
怀。

生活之上
陈兆海

书法 张书义

前几天和一位学者型的官员交谈，这位朋友对《中庸》推崇
备至，并且能够倒背如流，惹的我技痒，也凑趣谈谈我对《中庸》
的看法。

《中庸》之“中”字是不偏不倚，就是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
而是恰到好处。有人理解“中”就是折中的意思，就大错特错
了。致“中”目的是要达到“和”。以“中”来调和各种事物以达到
和谐统一。使每个个性都得到发展的同时又不妨碍社会其他
人。“中”字好理解，但“庸”字歧义很多。按照朱熹的解释，庸，是
庸常，就是普通和平常的意思，正因为平常，所以“不可须臾离
也”，是将极高明的道理蕴含在平常生活之中“极高明而道中
庸”。所以又说“道不远人”，道不会脱离实际人生，脱离人生的
道就不是真正的道。这是什么方法呢？《中庸》说，“忠恕违道不
远”，注意，忠恕不等于道，只是接近道了，忠是尽己之心，一定要
尽心为人谋事。这是积极的一面。恕，从字型看就是如心，对待
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自己不想做就不要强迫别人做。比如
自己不想挨训，就不要训别人，自己不想被偷，就不要偷别人。
这样推己及人，人人如此，则天下大治。所以中庸说，“修己以安
天下”，首先从自己做起。如果没有这样逐级推广扩大，孔子说，
连尧舜都感到力量不够。

《中庸》的核心是诚，“诚者，天之道”，上天运行模式是真实
无妄，不会多也不可能少走一圈，而人的运行模式是效仿上天追
求真诚。而追求真诚并不困难，因为真诚就是我们的本性。我
们只是率性而已。问题是人由于没有充分做到，所以还需要修
道，让人觉悟。这就是“修道之谓教”。诚又与明联系一起，一
个人若是明白了日常生活活动的一切意义，他就已经是圣人
了，一个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能完成做到，他也就是圣人了，

“明则诚矣，诚则明矣”，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相公的名字就是赵
明诚。做到这一步，实际就接近了佛教倡导的“明心见性”。所
以到唐宋，首先是佛教大德推崇《中庸》。当代余英时先生进而
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回流假说”，《中庸》在北宋是从释家回流而
重入儒门的。

前几年有部电视剧，为了表现电视剧的思想深度，编剧特地
安排张之洞发表了一番高谈阔论，说四书五经，开篇便是中庸，
因为高明莫过中庸，那是做人做事的根基，《四书》开篇是《中
庸》，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按照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顺序是先

《大学》后《中庸》。如果说都是培养后备干部的教材，《大学》是
本科生的教材，《中庸》则是研究生教材。是列在《大学》之后
的。电视剧中的张之洞又说，儒家之经典中庸融入了道家的出
世精神。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也谈中庸
□黄志军

战友，
是青春的符号，
那时我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
战友，
是年轻的记忆，
那时我们富有朝气，勇于担当。
战友，
是军营的殊荣，
那时我们刻苦训练，汗洒操场。
战友，
是战场的礼物，
那时我们打击越寇，血洒南疆。
战友，
是理想的一致，
是目标的相向，
是人格的检验，
是品性的考量。
战友，
是心与心的交换，
是情与情的碰撞，
是欢与乐的相伴，
是苦与难的担当。
战友，
是军营的兄弟，
是人群的榜样，
是一生的牵挂，
是永远的力量。
战友，
多么伟大的名字，
这个名字让人一辈子骄傲。
战友，
多么响亮的字眼，
这个字眼让所有人际关系黯然失色。
战友，
多么亲切的称呼，
这个称呼胜过亲情，超越爱情。
战友，
多么珍贵的名片，
这个名片让人一生珍惜，永远难忘。

（作者系原236团9连指导员）

战友
张正伟

黄浦江畔晒外滩，
一道靓丽风景线。
西洋古堡呈异彩，
东方明珠耀人眼。
百年风云苍而黄，
万国争霸惨亦烈。
忆昔屈辱岁月多，
沧桑巨变喜空前。
外滩春秋谱新章，
八方游客翘指赞！

游上海外滩
沈五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