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心得

书香
邢台

□诗词赏析

赏析：
上元元年上元元年（（760760），），杜甫卜居成都西郭草堂杜甫卜居成都西郭草堂，，在饱经离乱之后在饱经离乱之后，，开始有了安身之所开始有了安身之所。。

春暖花开时节春暖花开时节，，他独自沿江畔散步他独自沿江畔散步，，情随景生情随景生，，一连成诗七首一连成诗七首。。此为组诗之六此为组诗之六。。
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是在““黄四娘家黄四娘家””的小路上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生活情趣较

浓浓，，颇具民歌味颇具民歌味。。次句次句““千朵万朵千朵万朵””，，是上句是上句““满满””字的具体化字的具体化。。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
蹁跹蹁跹，，因恋花而因恋花而““留连留连””不去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正赏心悦目之际正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恰巧传来一串
动听的莺啼动听的莺啼，，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
点点。。““自在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同时也传达出它所带给人心理上的愉快轻松同时也传达出它所带给人心理上的愉快轻松
之感之感。。诗在诗在““娇莺恰恰啼娇莺恰恰啼””声中结束声中结束，，饶有余韵饶有余韵。。读这首绝句读这首绝句，，仿佛自己也走在千年前仿佛自己也走在千年前
成都郊外那条通往成都郊外那条通往““黄四娘家黄四娘家””的路上的路上，，和诗人一同享受那春光给予视听的无穷美感和诗人一同享受那春光给予视听的无穷美感。。

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莺恰恰啼。

江畔独步
寻花七绝句

［唐］杜甫

繁华五月
茶酒诗意品文章

编者按：繁华五月，恰是读书好时光。
初夏读书，能让浮躁不安的心归于平静，在
如诗如画的季节里，不妨舒卷耕读，书墨凝
香，心随文字而跌宕起伏，或温婉，或澄澈。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三本书，当纸墨之
音遇上初夏之美，又是怎样的一番风景呢？
胡竹峰《中国文章》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与天地
精神独往来的逍遥与高妙，《埃及四千年》以
古埃及4000多年一代代的王朝为阶段，按时
间推行的王朝兴衰为轴线来讲述不同王朝的
情况。《茶经——煎茶滋味长》从“春”“夏”

“秋”“冬”四个方面去感悟这部古代经典，引
领读者品味茶文化，追寻古人雅致生活。

《中国文章》
胡竹峰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推介】胡竹峰的散文大

题小作，古雅成趣，文脉纯
正，笔墨简练。浸淫于古却不
泥古，洞明世事亦不佯狂。写
人记物灵动洒脱，谈文论艺明
心见性。看似云淡风轻，波澜
不惊，实则一唱三叹，意在言
外，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与天地
精神独往来的逍遥与高妙。

《茶经——煎茶滋味长》
陆羽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推介】“自从陆羽生人间，

人间相学事新茶。”《茶经》是世
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由唐朝
陆羽隐居江南撰写而成。《茶
经》一书，为中国的茶文化史勾
勒出一个整体轮廓，构建了丰
富的心灵感受，展示了深厚的
人文内涵。

作者从“春”“夏”“秋”“冬”
四个方面去感悟这部古代经
典，引领读者品味茶文化，追寻
古人雅致生活。

《埃及四千年》
乔安弗·莱彻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推介】埃及——世界上

最伟大的文明体，其古代故事
跨越了四千多年的历史时段，
而这一历史时段又塑造了日后
整个世界的形态。

全书以古埃及 4000 多年
一代代的王朝为阶段，按时间
推行的王朝兴衰为轴线来讲
述不同王朝的情况，根据考
古实物，如壁画、神庙、金
字塔等，以及各类出土的文献
来还原每代帝王的生活和王朝
的发展，记录当时民众的世俗
生活。

有人说，读书是一个人的优雅，一个人的深刻。我觉得
不尽然，读书不但可以深刻自己，还可以潜移默化影响身边
的人。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一家三口各自捧着自己喜欢的书，
共同徜徉书海，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其乐融融？

读书使人充实，读书使人睿智，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
个优秀的人对话。读古人之书，好比与贤人对话；读今人之
书，好比与智者交谈。阅读一本好书，犹如受一次精神洗
礼，阅读一篇好文章，可以使人茅塞顿开，仿佛推开一扇崭
新的门窗。

时光荏苒，读书伴我走过了美好的少年、青年时光，也
必将伴随我度过漫漫的人生之路。

掬一杯香茗，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将那些古代的、现代
的故事一一收录心底。

——刘 静

虽说现代人心求物流，粉香墨，品香酒，香易熏人。但
我更爱读书女子的书香。读书虽说是股看不见的书香，但能
够给予人理性思考的能力，给女人以内在之美，内在之香。
说来我更喜欢读书女子的积极上进，若书香熏人，就能让人

“闻”到读书女子的书香之美。
读书人将世事沧桑人生百态尽收眼底。读书，等于在神

秘的文字中望蓝天，观沧海，谛听历史的脉搏，咀嚼人生的
况味。

每天好心情，还是读些书吧。你将人生有益，其乐
无穷。

——李兰弟

“我知道的事太多，见过人们绝望、
自私的一面，而这一切让我变得小心翼
翼。于是我学着伪装，学着微笑与点
头，学着在毫无触动时佯装感同身受。
我学习装模作样，装作与众人一般无
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

不管你有没有被这句话触动情弦，
反正我是被戳痛了。2000年左右的时
候，我就曾有过一段很难熬的日子……

一个本应柔弱的女孩儿，本应在宠
爱中生活的女孩儿，她活的偏偏不是一
个女孩儿该活成的样子，在生活中慢慢
地被磨练，磨练成变形金刚，可以把自
己随意塑成任何一种样子，你判定一
下，她所经历的，她所遭遇的，一定是你

无法想象的。否则，她还会是一个柔弱
的女孩儿。

世界上，没有哪位女孩儿喜欢将自
己变成一棵怪树。都喜欢做一朵娇嫩
喜人的花朵。

薇薇安是个女孩儿也是个孤儿，娇
小无助的她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她活
在孤独无依的状态下，她的命运被一列

“孤儿列车”承载，她期望下了这趟列车
就是她好运的开始，列车上的每一个孤
儿都和薇薇安一样期望自己能有个好
运。当命运之手把一个个“孤儿”送到
他该经历的归宿中，注定这些孤儿必须
以爱和勇气接受命运赐予的一切，不管
是欢乐还是悲伤，是荆棘还是鲜花。

读《孤儿列车》，让我想到《老人与
海》中的那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一
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薇薇安从不言败。她的生活变来
变去，就像一汪水，哪里有缺口就往哪
边流，流到尽头再返回来，最后，这汪水
流进了大海，她赢了命运。

“你不知道我曾经多少次在人群中
找你，也不知道我曾经多少次以为见到
了你的背影。”

读到此时，我已潸然泪下。薇薇安
如此幸运的在若干年过得还不错的时
候与“孤儿列车”上的同伴德国仔再次
相遇，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那一根经
脉。那一刻，她的感觉一定是眩晕的，
不仅让所有人同样期待有那么一场若
干年后与初恋相遇的感触。就算她们
那么短暂的幸福，最起码她们又相遇
了。用一句“萍聚”的歌词来形容一下
那种感觉：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
我来说已经足够。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孤
儿”，只有成为“孤儿”才会意识到自己
的长大，才不会想着总去依靠别人。用

“孤儿”的心去锻炼自己的意志，用“孤
儿”的意志去打败每一个生活中的磕绊
虫。生活总有那么多盲人摸象，总有那
么多的隔鞋搔痒，总有那么多的南辕北
辙，总有那么多的酸甜苦辣，总有那么多
的无是生非。学会用“孤儿”的姿态去迎
接每一天的朝阳，告诉朝阳，告诉这个世
界，没有什么是你不可以的。

《孤儿列车》的写作风格让我想到
了《穆斯林的葬礼》，过去现在互相交
叉，感觉有点乱又有点触动心底。无
论好与坏的写作手法，总之让人能够
很完整地读下去，当翻到最后一页，合
上整本书，我想，你是久久不能入眠
的。因为，我也有回忆。我们大家都
有回忆。

倘若你的生活是顺利的，你将会觉
得你很遗憾。倘若你的生活是坎坷的，
你会拥抱明天。这就是《孤儿列车》带给
你的震撼。这就是薇薇安带给你情怀！

再次引用海明威小说中《老人与海》
的经典句子诠释一下薇薇安永不言败的
精神：我们可以被毁灭，不可以被打败。
《孤儿列车》将带你远行！一起出发吧！

试把自己看作“孤儿”

□书人书话

孙犁文学奖获得者

汉字，这具有魔性的古老神秘的方块
字，无疑是时间和空间、情感和审美的纽
带。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汉字，是
一道从时光深处照拂过来的智慧之光，点
燃了文明，照亮了黑暗，摒弃了蒙昧。

横平竖直见风骨，撇捺飞扬显气
韵。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一
个字可以表达丰富的意思，汉语言，是世
界上最有张力的语言，在联合国六大工
作语言中，同样的工作报告，中国的最显
精薄。汉字，令人景仰，教人回味。

汉字是最讲道义平等的。一个
“仁”字，左边的单立人，是普天之下不
同身份的生活者，右边的两横，是等同
和等齐，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对不同
身份的人等而视之。具有象形意义的
汉字，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烟，因火而成烟；安，静如处子，安居屋
中；休，正是劳作之人，树下乘凉；仙，如

人在山巅，临风独立；艳，丰富的色彩构
架多姿的世界……

民族的自信，源于文化的自信。汉
字，是地球上最美、最有特色的文字，凝
练含蓄，婉转绮丽。它形美如画，音美
如歌，意美如诗。它是时间的纽带，传
承至今却璀璨如新；它是空间的纽带，
使用它的人虽然口音各异，但看着同
一封家书会有同样的喜怒哀乐。它是
情感的纽带，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华族

群，包容团结，共生共荣，延续至今。
汉字，一笔一划都浸染着历史，一词一
句都承载着未来，让人心怀恩泽、心存
敬畏。

神性的汉字具有诗意之美，每一个
汉字都闪烁着诗意的光芒，每一个汉字
都散发着生命的气息，每一个汉字都蕴
藏着宇宙万物的奥妙和玄机。一个个
汉字，把散碎的生活拼接成一个整体，
连缀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从前，有现

在，有将来。神性的汉字具有形态之美，
一如甲骨文之神秘美，钟鼎大小篆之古朴
美，隶体之端庄美，楷体之隽秀美，行书玉
树临风之飘逸美，草书笔走龙蛇旷世奇
美，“腾蛇”“游龙”“坠石”“悬针”“垂
露”……其形体上的多变，使它富有生命
情趣，显现山川灵秀。汉字的形态之美，
与自然和生命休戚相关。神性的汉字具
有音韵之美，汉字的发音变幻莫测，极富
音乐性。四种声调再加轻声、变调，使汉
字于口唇之间，平平仄仄，错落有致、音韵
和美。

读书品字，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里
徜徉，你感受和享受的，是视觉、听觉和感
觉的盛宴，有花开，有叶落；有点点滴滴，有
滂滂沱沱；有空谷回音，有驿道蹄疾；有阔
野平阳，有云卷云舒……一切的一切，折
射在心上，又教人怎能没有推陈出新的
神思和向往。

汉字之美
程应峰

□书苑杂谈

□百泉书架

□悦读阅好

我同沈五群是从稿件往来中认识
的。他忠厚、虚心、热情。在谈话中古今
中外、世故人情、艺海沉浮无所不论，无
所不及。就这样我们走出条相识到相知
的路。但我没想到，在他的游记散文集
《太行追梦》付梓前，要我为之作序，我实
感为难，因为作序、题跋是名家学者的专
利，它涉及到作者的艺术之道和文章的
人生之理，没有对作者的深刻了解，对作
品的深刻认知，谁也不敢妄为。但从友
谊计，感到沈五群为学聪敏，做事谨慎，
他平凡而非浅薄，谦恭而不懦弱。在写
作上规矩方正，深入浅出，一丝不苟，忌
狂大、浮艳为本，奉踏实、凝炼为师，而这
又是有目共睹的。今虽不敢妄为序引，
权将所感记下一二，我以为尚不为过。

沈五群是邢台县人。邢台县素有“太
行明珠“之誉，它拥有罕见的奇峡幽谷，沉
淀丰厚的历史文化，是一片古老而神奇
的土地，更是一片多姿多彩的文学沃土。

自古至今，曾有多少文人雅士在这
里妙笔生花，曾有多少文学大家在这里
体验生活，曾有多少本地作者在这里生
根发芽。他们一个个从这块丰富多彩的

沃土里汲取营养和灵气，捕捉瞬间的闪
光灵感，然后从这里脚踏神奇起步，一步
一个脚印地走向文学创作的灿烂辉煌！

远在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有文
人墨客前来邢襄大地吟诗作对，以文会
友。诸如王维、元稹、张籍、范成大、元好
问、刘秉忠、皮日休、李攀龙等著名诗人，
他们即兴创作了优美动听的传世佳作。

近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著名词作
家乔羽、著名作家秦兆阳、著名诗人王石
祥、尧山壁、刘章等，都曾慕名前来这里
考察采风、体验生活和挂职锻炼，写下了
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美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邢台县
文学创作如火如荼蓬勃兴起，有多名邢
台县籍作家活跃在省内外文坛。如国家
一级剧作家王昌言，他创作的河北梆子
《宝莲灯》全国飘红；国家一级作家、原河
北省作协副主席、邢台市文联主席宋聚
丰，先后有 3 部长篇、7 部中篇小说面
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沃
土》《黑脸》和《情系北大荒》搬上银幕后，
立即引起轰动并连获多项国家大奖。在
沈五群心里，从古至今他想的统统是文苑

巨星和达人，“心有所思，情有所感，笔有
所运，行有所追”。也正像他常说的“邢台
县名副其实是一块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
文学沃土，就连普通农民工沈五群，竟也
在这块沃土上默默生根发芽，悄悄开出了
一朵朵浥露芬芳的小花”。

沈五群是邢台县一位业余作者。远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便在刚复刊的
《邢台文艺》杂志刊发了处女作《旧影新
摄》组诗，并惊喜地获得了一笔意想不到
的稿酬。从此，他便迷上了业余文学创
作。

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不下岗失业，为
了追求作家梦，他数十年如一日扎实工
作，埋头实干，像一头老黄牛在单位任劳
任怨，独当一面。他不但能轻车熟路地
撰写旅游资源考察报告、旅游规划方案
和旅游开发汇报材料，而且还能熟练地
起草领导讲话、请示报告、会议纪要等日
常公文。业余时间他秉烛达旦，刻苦攻
读，博览群书，勤奋创作，水到渠成地夯
实了公文写作的基础，把枯燥平凡的公
文写作干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同时，
一打柴二放羊地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

了新闻和文学作品500余篇（首）。他在
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坚守寂寞坚持艰
辛写作，熟练掌握公文、新闻和文学写作
的各类武器，并能达到优势互补相融贯
通，实属难能可贵。其中苦辣酸甜，只有
亲身经历才得知晓。

年过花甲退休后，沈五群依然如故
笔耕不辍，并以优异成绩加入了中国散
文学会。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小女儿沈
彩虹也加入到邢台自由撰稿大军行列，
成为市作协一名新会员。

沈彩虹是名硕士研究生，现在一家
县办中专任教。她业余时间也喜欢读书
写作，2017年曾被评为《牛城晚报》优秀
通讯员，并有诗歌在全国获奖。

为把父亲的“黄牛精神”传承下去，
她果断拍板要把父亲发表的文学作品汇
编成册，以便保存查阅和薪火相传。从
数百篇文稿中，精选出60余篇，按传说
故事、游记揽胜和人物特写进行润色加
工，汇编成《太行追梦》一书。

“自是芳华能修远，洗尽铅华始见
真”，愿沈五群先生洗尽铅华，刻苦躬行，
上下求索，多出作品，喜圆文学梦。

自是芳华能修远
子 拙

受 委 托 ，我 公 司 定 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0 时
在邢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公开拍卖以下标的：1、邢
台县路罗镇七孔桥至游客
集散中心北岸大坝东切面
段河道的砂石料。2、邢台
县路罗镇游客集散中心北
岸大坝东切面至路罗与白
岸 交 界 处 段 河 道 的 砂 石
料。3、邢台县路罗镇小庄
口至峡谷群段河道的砂石
料。竞买人资格要求：邢台
县境内注册资金在 1000 万
元以上的独立法人资格企
业、无违法开采和盗采河砂
等不良记录，有意竞买者请
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 17 时前
（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持企业相关证件和法人身
份证明到本公司办理报名
手续。

竞买保证金：预交 500
万元人民币到指定账户

集体踏勘时间：2019 年
5月13日、14日（自公告之日
起竞买人也可自行踏勘）

踏勘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 询 电 话 ：0319-

2296865
公司地址：邢台市桥西

区莲池大街866号
河北融德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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