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
画廊

主编：金锐 电话：010-82296735 投稿邮箱：zgjsbjssh@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全 年 定 价 ：135.00 元 零 售 价 格 ：3.00 元 印 刷 ：人 民 日 报 印 刷 厂 地 址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金 台 西 路 2 号 质 检 电 话 ：010- 65369738

周刊文 化
让 教 师 诗 意 地 栖 居

16版
2018年6月6日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哈宝泉

阿娘

晓来篱下唤家禽，

园菜青青露湿襟。

何日秋霜飞上鬓，

一回相见一重深。

小儿迎考

初夏考期将近身，

小儿温习坐清晨。

啾啾飞鸟浑相识，

不劝读书偏逗人。

仁和文明塔

土塔人间称第一，

苔身斑驳证文明。

登临遥望山罗列，

如护家乡百万兵。

苏邦莲台山

径上秋花似远迎，

山门才入一何清。

满池静水涵云影，

时听木鱼三两声。

春风

随心一撒绿分明，

才过花枝百态生。

惟有白头从未改，

春风到底是无情。

石榴花

不知红汁何时染，

占断风流只一株。

若借天姿几分好，

人间憔悴信应无。

（福建省龙岩二中 谢丽琼）

如切如磋

□周 丽

第一次听到《平凡的世界》，是

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午放

学回来，哥哥正趴在柜顶上聚精会

神地听广播，根本没有看见我就站

在他的身后。

“哥，今天播的是什么呀？”我

迫不及待地放下书包，一个箭步蹿

到他跟前。如痴如醉的哥哥根本

没有理会我问了什么，只是示意我

安静地坐下来听就可以了。带着

满脑子的疑惑，我搬了一把小板凳

挨着哥哥坐下来。就这样，我与

《平凡的世界》不期而遇，从第一集

小说连播开始一直到大结局，书中

人物的命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给

了我很大触动。每次听完一集，我

和哥哥都要讨论半天，哥哥说他喜

欢孙少平和孙少安两兄弟，我却更

喜欢孙少平的妹妹兰香，我也想像

她一样考上大学。

哥哥听完我的话，眼睛里亮晶

晶的，从那天开始，他对我的学习

格外重视，在我写作业的时候从不

让家人打扰我。嫂子偶尔喊我哄

小侄女，哥哥便十二分不乐意，总

会拉长脸说，没看见她正在写作业

吗？而且，哥哥每次从外地打工回

来，都会给我带一些学习用品，意

味深长地对我说，“你就是咱赵家

的兰香”，惹得莫名其妙的母亲摸

不着头脑，我和哥哥却总是心领神

会地微微一笑。

后来，我成为村里第二个考

上大学的女孩，哥哥为此骄傲得

不知如何是好。他逢人便说自己

的小妹妹是多么有出息，果真像

《平凡的世界》里的兰香一样考上

了大学。其实，我一直对考大学

的概念是模糊的，直到听完《平凡

的世界》后，兰香勤奋刻苦的精神

以及她对未来的明确规划，让我

一下子有了目标，我向往兰香那

样的人生。

上了大学，学校图书馆里丰富

的图书资源终于让我有机会接触

到《平凡的世界》。之前魂牵梦绕

的那部书就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

手心，心里的那份激动无以言表。

听完小说连播之后，我和哥哥就一

直渴望能够“一读为快”，无奈那时

的我们无力购买，愿望只能深埋心

底，如今梦想成真，顿时觉得自己

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拿到《平凡的世界》之后，我才

明白孔夫子所说的“三月不知肉

味”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几乎是废

寝忘食地读完这部书，原来在听小

说连播时那种不能细细琢磨的遗

憾被弥补回来。我在心里一遍遍

重温作者的情怀，一次次感受人物

的悲欢离合，仿佛自己亲历了一次

他们的人生。

后来，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

对于这部书的喜欢也潜移默化地

传给了儿子。小家伙在读三年级

的时候用自己的压岁钱买回了这

部书，母子俩在寒假一起阅读、一

起评论，那样的岁月简直就是一

首歌。

有时候，一部书可以改变一个

人的一辈子。对我而言，《平凡的

世界》就是这样的。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凉城县第

四中学）

《《静物静物》》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叶沛榆叶沛榆

与“安”结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其中家国情怀、学习精神、道

德修养、忧患意识、创新思维等方面尤

其值得传承发扬。

家国情怀体现在“修齐治平”4个

字，“修齐治平”出自《礼记·大学》，即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提高自身修

为，管理好家庭，治理好国家，安抚天下

百姓苍生的抱负和理想。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但

是以修身为基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

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

家与家庭、社会、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

整体。从孝老爱亲、兴家乐业走向济世

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

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

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无论是

《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

文理想，还是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大

任担当，那种与国家、民族、百姓休戚与

共的情怀都令人感佩。

关于学习精神，古人的相关诗句

多如繁花。比如李白的“三万六千

日，夜夜当秉烛”，杜甫的“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颜真卿的“三更灯

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苏轼的

“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

书”，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等等。学习是一个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是坚定文

化自信的基础条件。

“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本命题，最早出自儒学家金履祥

所著的《论语集注考证》：“圣贤先觉之

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

之。”之后由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成

为较完备的哲学体系。“知行合一”有

两层意思：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二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这一观点

强调了理论适用、学思结合，强调了道

德践履与个体修养过程的一致性，提

示人们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的循环运动，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的

境界和水平。

“居安思危”出自《左传》：“居安思

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中华民族是

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在几千年生存

发展进程中，始终强调“生于忧患而死

于安乐”，倡导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

任，任劳任怨。忧患意识还经常与勤

俭、勤政相联系，“忧劳可以兴国，逸豫

可以亡身”“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

骄逸，必至丧败”等都是关于忧患意识

的警句。

创新思维是人类创造力的核心，

是人类思维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

一种形式。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历

史就是一部创新求变的历史，《盘铭》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

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没

有创新意识，就没有古代的造纸术、

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

明”，也没有当代的一系列重大科研

成果问世。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要

深入研究，从中汲取深厚的养分和智

慧，从而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发扬，

创造新时代的文化价值。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聊城市教育局）

我与《平凡的世界》
□赵润莲

人生边上

有的字，仿佛前世结下的缘，

茫茫词海里只是多看了一眼，从此

便在心里扎了根，赶不走，挥不去。

与“安”，便是。

起初，喜欢得简单纯粹，只在

行笔快意之间。起笔轻轻一顿，

不偏不倚，仿若在女子眉心间点

了一颗瓜子大小的美人痣。撇点

好似袅袅女子，蔷薇花前半蹲，身

体微微前倾，微闭双眼，沉醉着迷

人的芬芳。一颦，一笑，一回眸，

淡雅风情。一撇最是知心领会，

不慌不忙，行至半路，悠悠然收住

脚步。而最后一横，既像一把碧

玉簪，穿过束起的发髻中间，又像

琴上一丝弦，轻拨、慢捻，了然曲

中意。

后来，写得多了，看得久了，

“安”已远远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字

符，而像一位温情脉脉的女子，从

笔尖、纸上走下来，端庄秀丽的身

姿，孑然独处时的静气，以及与另

一半组合成词时流淌的那份淡然

和暖意，不可言说的美妙尽在会意

之间。

也因此笃信不疑，浩如烟海的

单体字里，最有温度的当是“安”

字。不论独字成句，还是加上前缀

后缀，有如春风拂面，或似冬夜炉

火，温暖着熟悉的、陌生的心灵。

故而，与人信里往来，长短不论，最

后送上的祝语或问候，“安”必是不

变的。时序更替，唯“安”永恒：春

安，夏安，秋安，冬安……赠予客套

千言，莫若一句“愿安”。身泊红

尘，喧扰纷纷，最难求的是安。心

安，哪里都是故乡；心无处安放，到

哪都是流浪。

看似简单的寥寥几笔，有多少

人倾其一生，也难以写得圆满！

那个名字里含有“安”的女

人——朱安，鲁迅的原配。犹记

那年留洋日本前，鲁迅渡口相送

时 说 的 话 ：“ 你 名 朱 安 ，家 有 一

女，即是安。”为了让他安心，让家

安宁，那一刻起，朱安心甘情愿，把

自己当成周家的人。每当夜深人

静，她才小心铺开自己的女儿梦，

轻轻地擦拭，憧憬着他来娶她的幸

福时刻。一等整5载，满怀期待等

来的结果却是一枚堪比黄连的苦

果。洞房花烛夜，彼此默然的一

夜，一沉默就是一辈子。在鲁迅眼

里，朱安是母亲选的太太，是母亲

送给他的一个礼物，他只有赡养义

务，至于爱情，他不知。而她，经年

的忍负和牺牲，换不来一缕柔情，

而是几十年的冷落。心，无依无

靠，无处安放，就像横在野渡口的

那只小舟，风雨中独自飘摇。

世间红尘客，愿能一世安妥，

谁不渴求？

夜深千帐灯。且做不眠人，

一段曲，一杯茶，一段文，一浮生，

转过身来，与尘世握手言欢，遇见

更好的自己。周国平说：老天给

了每个人一条命，一颗心，把命照

看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

满。照看生命不难，安顿灵魂不

易，所以有人深夜买醉，有人独自

流泪。隐于烟火寻常处，我能想

到最温暖的事就是：说话时，有人

微笑聆听；委屈时，有人敞开胸

怀；临睡前，有人道声晚安。

此时窗外，夜雨初歇，寂静安

宁，小儿过来，轻轻一声“晚安”，

顿时暖意融融。愿能闻得这世间

最温暖的两个字——从青丝，到

白头。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巢湖市东

风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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