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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思二首

□ 姚三石

抒怀
飞花点翠绣河山，
跃马扬鞭焕地天。
万首抒怀新赋作，
一杯美酒梦归园。

和风
桃萱并茂草连天，
柳雨和风碧满田。
把酒高吟圆梦赋，
挥毫大写乐丰年。

□ 龚安明

文字是等待

发芽的种子

在历史的书页里
粮食和水

是养育世人形骸的东西
而文字是精神的营养素

是人类文明进步
必需的粮食

浩如烟海的书籍
像一个个巨大的仓库
集中存储着这些粮食

就像江河湖海中
有着大量的水体

不同的是
所有的粮食

不一定都能发芽
但每一粒文字

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
都是等待发芽的种子

那些从书籍里、字典里
被挖掘而来的文字

一旦种入心田
每一个胚芽

都蕴藏着旺盛的生命力

因为有了可以滋养人的文字
生命之花才更加绚丽

◎

◎ 读书琐忆
□ 胡乐浩

书为媒
□ 戴忠群戴忠群

星期天，朋友相聚，席间，
一位朋友讲，他侄女芳龄二十
三，该谈婚论嫁了，经媒人介
绍，男方人品家境都不错，特别
是当提到对方还是“书香门第”
时，大家点头称道，“书籍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书中自有黄金
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多读书，学识更渊博”，“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己也
曾是一位读书人，对这些名言，
感同身受。不过现在社会在进
步，时代在发展，科学技术日新
月异，突飞猛进，电子技术更是
在分分秒秒发生“裂变”，“一不
留神”会被高速运行的“科技高
铁”车轮远远抛在后边，跌入到
一个陌生的世界，变成一个被时
代抛弃的人，我是一名无线电爱
好者，有很深的危机感，如不多
读点书，会成为一个“科盲”，
为此，八大附近的书店，我是常
去的客，看看书、查查资枓，已
成家常便饭，一来二去，也和常
来此书店看书的人们搭讪，其中
有位小伙子，碰面最多，我在电

子专柜前查找资枓，他也在那里
埋头阅览，抄抄画画，有时他一
边啃着煎饼卷，一边津津有味、
贪婪地读着书，总想把它连同饭
都“吃”下去，时间长了，我们
俩心照不宣，都是冲着书海中的
电子技术来的。

去年秋天，在人们分享金秋
送爽、硕果飘香的美好时光时，
我们俩成了电子情怀的“忘年
交”。他是一名三十多岁的退伍
军人，叫李兵，酷爱无线电，虽
家境贫寒，又居住离城十几里的
乡村，可这位年轻人，人穷志不
短，在农村拼博，利用一切业余
时间，维修家用电器，由于电子
技术不断更新，新的电路层出不
穷，不拼命读书就赶不上形势，
因此他就养成了爱读电子书的习
惯，经常骑车带饭在书店刻苦钻
研，博览群书，有意无意在方寸
电子书柜前，觅得知音。

从那时起，我们以文会友，
以书为媒，做一个爱读电子书、
爱藏电子书的好朋友，让生活充
满了文人雅士的浪漫情趣。阳春

三月，一个周末，我约小李到我
家，当他踏进我那简朴的居室，
来到弥漫着书香的书房，看到书
架上琳琅满目的电子书籍时，无
比激动和兴奋，顺手摸出一本书
皮都有些发黄的《分立式超外差
收音机的原理和维修》，扉页上
还写着 1968年购于北京王府井，
凝视这本47年前的藏书，我给小
李讲出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一
年，为了能组装一台，当时需花
百元才能买到的，超外差半导体
收音机，我托亲告友才买到零
件，组装成功，但使用中不断有
问题出现，虽可以随时请教老
师，不过如果有本书陪伴在身
边，那可是梦寐以求的亊了，可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科技书籍真
是太少了，电子书籍更是凤毛麟
角，碰巧我的一位无线电教授老
师亲戚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工作，
几经周旋，寸买到这本书，有了
它如获至宝如鱼得水方便极了，
收音机有问题随时查找，有了这
位百问不烦的“老师”在身旁，
随到随“问”，“药到病除”，小

李听到这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往
事，无比感慨：“现如今，在营
造书香社会的大环境下，各种电
子书籍繁花似锦、姹紫嫣红、想
看什么就有什么，对爱书人来
讲，真是太幸福了。”小伙子还
表示，他会孜孜不倦地读书，抒
发电子情怀，总有一天，会从读
书人到书中人。

久而久之，为了让我的晚年
生活更加丰富多采，我与这位书
友时常到一起聚饮、侃谈、观
书，分享家用电器维修成功后的
情趣快乐，毎当从书海中找出能
觧决电子产品疑难杂症的方法，
又能易如反掌解决难题后，心情
甭提多兴奋，那真是，“三军过
后尽开颜！”从读书的情趣中感
悟到：作为人生，要有一点健康
的追求，要有一点高雅的爱好，
那就是让书香充满生活，这样活
得才更加有滋有味，以文会友，
友谊天长地久，以书为媒，生活
溢满馨香！

读书与做人
□ 牛飞雁牛飞雁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
深思子自知”。什么是好书？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想必是
有风雅的情趣、健康的思想，
更兼中正利人的道义。儒释道
圣贤的经典自不必论，即古今
文学大家、学者、诗人，亦不
能诲淫诲盗，而仁德哲理自在
其中矣！由此可知，读书与做
人不能说完全有关，更不能说
完全无关。虽不能说由读书而
成圣成贤，却能因读书而明辨
是非，即使自己未能完全做得
到，知有规矩在焉、道义在
焉，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是故古人云：“三日不读书，
则面目可憎”。汉代经学家匡
衡因家贫买不起灯油，为使夜
读不辍，竟至凿壁偷光。北宋
文学家范仲淹，因生活无以自
给，常年寄读于僧舍。孔子以
天纵之资，晚读《周易》，尚
且韦编三绝。至于悬梁刺股、
目不窥园，此皆正史嘉范，勤
苦之楷模。而司马温公曾自
云：“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
不可告人言”。不仅有未曾博
通经史之自谦自叹，更有一生
光明磊落、真诚无欺的坦荡胸
怀。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
经过不知难”。所谓学无止
境，而百科千行，自有融通之
处、交叉之点，一切知识尽可
互相裨补、互相借鉴。人间有
未读之书，天下无可弃之才。
即便专攻一门，亦无妨触类而
旁通。纵然是天文物理之专
家，又何妨博古典雅、兼诗能
文。《徐霞客游记》、沈括之
《梦溪笔谈》，不仅是地理与科
学专著，亦是文学，亦兼理
趣。据说华罗庚诗多风雅，杨
振宁为文不俗。而为官从政，
似乎亦不可寡然笔墨，若其不
然，何以有《岳阳楼记》、《醉
翁亭记》、《小石潭记》、《石钟
山记》？真若做到“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可谓至善圆
满。如其不能万里而行，亦当
万卷在握，而游目骋怀，天地
自在胸臆。

随着人类的进步与社会发
展，万卷书籍可以浓缩于一张
光盘，亦可浏览于盈尺的网络
空间。现代人可以学富五车，
而不必汗牛充栋矣。

柳哨
□ 马西良

当风儿柔柔地吹到脸上，当
阳光灿烂之时，当大地散发出新
土的滋味，当小燕子飞到屋檐下
呢喃，小虫儿从地下苏醒后爬出
地面，当山林、村头间树梢出现
一抹新绿时,春天就来到了。

人们穿上花枝招展的衣服，
手里牵着漫天飞舞的风筝，来到
小河边时，柔柔的柳条像婀娜多
姿的少女，舒展起腰际婆娑起
舞，折下一根柳条，在手中慢慢
拧动，柳枝的皮慢慢松动旋转起
来，拔出里面的棍，用牙将柳管
一咬一掐，柳管就出现白生生的
笛嘴，放在唇边轻轻一吹，一阵
清脆悦耳的柳哨声就会响起，立
时使整个春天活跃起来。

那悠扬的柳哨已
记不清有多
少年不再吹

起，已变成了我一段童年美好的
记忆。那悠悠的柳哨带着一丝丝
苦味，给我们的童年带来无限的
乐趣。放学后赶到河边，放下书
包，脱掉鞋子，三下五除二爬到
柳杈，顺手折下几段柳枝，很快
造出多个柳哨。你一枝我一枝，
看谁吹得响，声音高，直吹得脸
儿红头冒汗，吹到家里喊吃饭。

柳哨是春天送给我们的最好
礼物。那吱吱的柳哨声伴着意气
风发的我们的童年，把欢快
的笑声洒遍乡间小路和
家庭、校园。柳哨

声 吹 得 风
更柔，花更
艳，伴着鸟
儿 的 欢 唱 ，
荡漾在三月
的乡村，放飞
着 年 少 的 心
弦。

世界读书日前夕，报刊上一
幅三口之家、亲子共读的大型公
益图片，勾起了我对读书时光的
甜蜜回忆，也再次引发了我对阅
读的兴趣与关注。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经常需
要加班加点，我的阅读大多时候
只能放在业余时间进行。

古人云：“有工夫读书谓之
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
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谓之
福，有多闻直谏之友谓之福。”
五福之中，读书排列位首，足见
古人对读书的推崇。

一向钟爱阅读的我，前两
年，曾先后写过《让每一个家庭
都成为“学习型家庭”》、《书摊
情结》、《喜欢传统阅读》、《感恩
读书》、《向往“读者”身份》等
与读书有关的短文，算是对自己
读书生活的阶段性的总结。

凭我个人体会，真正的读书
人，是可以不吃不喝、不眠不休
的。看到美的文字，那份赏心悦
目，仿佛月明人静的夜晚中暗放
的幽兰，飘芳的丹桂，又如观春
花，如淋夏雨，如赏秋叶，如沐冬
雪……那些闪烁着理性光芒的语
句，犹如一只只灵慧啁啾的小鸟，
在语言的丛林中，为我歌吟一段
又一段神奇美好的人生旋律。

关于读书的好处，记得梁实
秋先生说得最传神：“读书得以
开茅塞、除陋习。得新知，增学
问，广见识，掌性灵，使人较虚

心较通达，不孤陋不偏执。”
阅读亦是快乐生活的需要，

是慰藉心灵的一种精神寄托。读
司马迁、韩愈、柳宗元、和苏东坡
等大师巨匠，如观日月，如会旧
友，温润灵妙，让人乐在其中……

在读书中思考，在思考中写
作，在写作中进步，现已成为我
日常生活的常态。

日前，手头新得一本《山东
青年作家》的杂志，虽是 2013
年度的，但它让我爱不释手，看
着一篇篇大家的美文，我幻想着
有一天能走近他们，并开辟自己
的文学世界。

平时，家里面除了报刊，就
是各种各样的书了。每天浸润在
书卷中，我如饥似渴地读着，遇
到优美的句子和段落，还会随手
摘抄、记录，并反复吟诵，心底
揣摩，直煲得暖意盈怀，直嚼得
唇舌生香，那份美妙，只有读书
人才体会得到。

读和写是一对孪生姐妹。读
得多了，手就痒痒起来。正
如吴晗所说：“读书是学
习，摘抄是整理，写
作 是 创 造 。”
当 今 时 代 ，

“ 信 息 靠 网
络，知识靠
读书，而
思 想 ，
非靠自
己 的

沉思不可获得。”在我看来，写
作正是整理自己思想的过程。可
贵的是，我已养成笔不离手的习
惯，平时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
上纸和笔，随时作记录，为写作
积累了不少素材。

儿子已上七年级，我对他没
有别的企求，只希望他长大后能
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幸
福的人，同时成为一个拿笔杆的
人，闲暇时能写出自己的喜怒哀
乐，写出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

按说，“人到中年万事休”，而
我做不到，或许因为爱书的缘故，
我每天不但过得很充实，而且感
到时间非常快，经常地，一卷在
手，不知不觉，一下午的昂贵时间
用完了。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又
一个读书日到来，让“开卷有
益，文明生活”的宣传口号铿然
在耳，让我们行动起来，快快加
入到全民阅读的行列中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