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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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刊文文 化化
让 教 师 诗 意 地 栖 居

16版
2018年11月28日

吟游前贤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莫能废也！”于是，出湘西，历鄂

豫，达于东鲁。行走邹鲁圣地，追寻

先贤足迹，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浸染

人文，了解根脉，日渐明晰儒家道统。

瞻谒孟庙，从正南走进，首先是

“棂星门”，两侧各有一坊，东侧题写

“继往圣”，西侧便是“开来学”。导

游介绍，南宋大儒朱熹推崇孟子，

“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

有功于斯世也”。

走过“亚圣庙”石坊，便见第二

进正门“泰山气象门”，左立“知言

门”，右立“养气门”。一路古柏参

天，苍劲盘虬，风骨毕现，蔚为壮观，

果然“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

走进第三进正门“承圣门”，左

为“启贤门”，右为“致敬门”，康熙

御碑亭中耸立巨大石碑，碑额浮雕

泰山祥云、二龙戏珠图案，碑文字体

工丽雄浑。石碑东侧是“五通碑”，

竖有“孟母断机处”“孟母三迁祠”和

“子思子作中庸处”“述圣子思子赞”

“述圣子思石刻像”等石碑。

孔子是至圣先师，孔庙还有“四

配”——

复圣颜渊，仁德修为最高，是孔

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称赞他“闻

一而知十”“贤哉，回也！一箪食，一

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颜回死时，孔子失声恸

哭，大呼“天丧予”！

宗圣曾参，与父亲曾点一同受

业于孔子。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

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提出“修齐治

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

观，参与编制《论语》，著写《大学》

《孝经》等作品。曾子尤重孝行，认

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述圣子思，孔子之孙、孔鲤之

子，名孔伋，曾师事曾参，上承孔子

之学，下开孟子之论，并由此对宋代

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史

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于宋，子

思作《中庸》”。

亚圣孟轲，《史记》记载，孟子

“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聚众讲

学，游历各国，因其主张不被重视，

退而授徒著书，写成《孟子》七篇。

他提出“性善论”，主张“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应该“法先

王”“行仁政”，养成“重义轻利”之

“浩然正气”，达到“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

碑刻实证，古圣前贤形神毕现，

穿越两千多年历史烟云，栩栩然如

在眼前！

正面中轴线高台之上是孟庙的

主体建筑“亚圣殿”，康熙十一年钦

定重建的一座画栋雕梁、重檐飞翘、

歇山转角、丹陛碧瓦的宏伟建筑。

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

“亚圣殿”，正面朱槅并列，正中门额

上悬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

孟庙不过占地60余亩，却储存

无限能量。我仿佛看到，两千多年

前，一位老人、一位圣哲，在这个庭院

里思考、徜徉。庭院似深深的湖泊，

蓄满了孟子深刻的思想：民本、仁政、

性善、养气……每一种思想，都会激

起阵阵涟漪，都会使人思潮飞扬。

这里，太浩渺、太深奥，引得古

往今来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咏叹

吟哦，勒石铭碑。在这里，我只能从

中采撷出一片羽毛、一朵浪花而已。

面对亚圣，深深地鞠一个躬、道

一声安。红墙之内，松柏之间，长长

的幽思，深深的怀念。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张家界市

天门中学）

继往圣，开来学
□覃正胜

暮秋雨落
秋末阴云缓昼明，

辰时行道路难清。

蒙蒙细雨花羞涩，

片片惊鸿叶体横。

降水涟漪池水谊，

橘红打扫落红情。

冬临味韵春不远，

寒暖交融岁月声。

晚秋寄怀
梁邹冷月落楼头，

万里萧条到暮秋。

黄叶飘零随雨泪，

红花褪尽入风愁。

归家育子吟黄鹄，

在外勤工咏白鸥。

力读博知天下事，

耕耘书写志神州。

黄山冬眺
黄山烟黛露霜加，

卧虎岩攀遇野花。

寒叶层排安劫石，

游人漫踏惹恒沙。

西遥唐李修仙地，

东向希文苦读家。

转眺城南楼栉比，

朝晖映射满天霞。

梁邹如画
黄山脚下黛溪湖，

大美梁邹展画图。

绿水清波凫白鹭，

蓝天秀色耀明珠。

冬初冷峭浮云彩，

午后温阳落叶孤。

百鸟争鸣游客醉，

湍飞逸致景堪殊。

红豆寄怀
素影丹珠翠叶浓，

谢君千里寄芳踪。

瘴南红豆归途断，

雪域相思去路封。

刻骨悲欢消斗胜，

萦怀冷暖忘争锋。

初师无畏清寒苦，

瓢饮箪餐任从容。

（山东省邹平市教育局 布汝奎）

窗外，连日的雨滴滴答答，露台

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拌嘴还是聊

天，不得而知。细雨破门而入，推开

栀子花半掩的心事，洁白的身姿随风

翩然摇曳。一夜风吹雨打，细弱的枣

花 落 了 满 地 ，心 生 隐 隐 的 不 舍 和

怜惜。

手上的《西厢记》已是半天没翻

页，依然停留在张生和崔莺莺偶遇的

章节。普救寺里，张生步步流连，突

然眼睛一亮，一位千娇百媚的小姐走

进他的视线，就在一瞬间，他窒息得

快要无法呼吸，“颠不剌的见了万千，

似这般可喜娘儿的庞儿罕曾见。则

着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

天”。回去厢房，饭不思，茶不饮，朝

思暮想，为伊消得人憔悴。爱情里从

来不怕相遇的早或晚，只怕一见钟情

的人擦肩而过。所幸，一念执着的张

生有热心的红娘从中撮合，千里姻缘

一线牵。

《红楼梦》里的宝黛初见，也恰恰

如此。当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

花的贾宝玉进屋时，林黛玉吃了一

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

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贾宝玉

的感觉何尝不是，他对林黛玉说的第

一句话就是：“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看着面善，心里就像是旧相识的。”无

独有偶，风景旖旎的西湖边、断桥下，

白素贞看到许仙的第一眼也是，“这

个公子很像我的旧识”；而貌美灵慧

的秋香见到风流才俊唐伯虎的第一

句也是——“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吧？你看起来好面善。”

这初见，犹如含蕾的花苞遇春

风，只消轻轻一吹，呼啦啦，矜持和羞

涩便落了地，满满的浓情爱意全都鼓

胀开来，绽放出爱的花朵。这世间一

定会有一个人，相逢于茫茫人海之

中，在初相遇的一瞬间，看似不经意

的惊鸿一瞥，仿佛一枚小石子投入心

海，泛起层层涟漪。从此，心心念念

都是对方。

有时候，人与人的缘分，一面就

足够了。书香门第出身的杨绛清逸

温婉、知书达理，时逢时局动荡，无奈

北上，借读清华大学，正是这无奈之

举，冥冥中注定了她与钱钟书的“一

面之缘”。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

口，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

钱钟书。只见他身穿青布大褂，脚踏

毛底布鞋，戴着一副老式眼镜，目光

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蔚蓝而深

秀”。在钱钟书眼里，个头不高的杨

绛也是自有一番神韵，面容清秀，身

材窈窕，“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

浸醍醐”的清新脱俗气质深深吸引

着他。

两人一见钟情，怦然心动。钱钟

书急切地澄清坊间传他订婚的谣言，

杨绛也趁机解释她有男友的不实传

闻。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让两颗年轻

的心紧紧靠在一起。苦难的岁月里，

他们风雨与共、相携相依，谱写了最

朴实、最动人的页章。只一见，便是

一辈子，世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

世间女子，谁的心里不曾生长过

这样的梦？渴望一次浪漫邂逅，渴望

初见的怦然心动，渴望执子之手，相

守终老。爱到浓时，说不尽小情话，

做不尽浪漫事，面对面还是忍不住想

念。不过是刚分别，思念便波涛般汹

涌而至，没有音信的日子里，心里空

荡荡，不住地念，胡乱地想……可是，

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

西风悲画扇”，世间变幻，沧海桑田，

再见怎如初相见？“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心不在了，留不留

下都是痛。那就打马至悬崖，痛快地

哭出声来，然后挥动着手中的皮鞭，

前尘往事纷纷坠落深渊。

再转身，各天涯。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巢湖市东风

路小学）

鲁迅先生写江南的雪，用了“美

艳”二字，这手法够大胆。继而又写朔

方的雪与江南的雪截然相反，我想先

生内心满怀的也是两个字——深情。

除此，更觉得朔方的雪天然成趣，一下

子就揪得人心动起来。

与这天地精灵相映成趣的该是稚

嫩的孩童，雪中嬉戏的乐趣是谁都阻

挡不了的。三五个先滚了大雪球，再

滚了小雪球，上小下大叠在一起，雪人

就在他们冻得通红的小手中初具雏形

了。再用黑煤块给雪人做眼睛，用胡

萝卜装上鼻子，这就完工了。可笑的

是，直到现在我一直把雪人叫匹诺曹，

就是那长鼻子的缘故。可是，这个“匹

诺曹”是不会跟孩子撒谎的，它与他们

一样，都是那么纯洁。

孩子们开始围着雪人打雪仗，怎

样摔、滚、趴都不介意，每个红润的笑

靥都透着纯真。想起也是在那个年

纪，笨拙的我为了在雪地上滑起来，竟

穿起塑料底的单鞋，如滑冰一样飞舞，

还会故意摔倒，仿佛那样快乐会更

多。成年以后，当我装备齐全地立于

现代豪华滑雪场时，却再也寻不到那

时的情趣、那时的笑声了。

情趣也会成熟，那是暗藏在天地

间的喜悦，不与人言，随片片雪花，落

在情怀里。

少时读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觉

得古人对雪的兴致真是难以想象。现

在想来，便是趣中有雅，空灵清澈。即

便隔着时空，也会惊扰内心，却又如此

安宁。这样的雅趣真是让人羡慕，虽

不喜好饮酒，却喜极了古人的另一种

雅趣——烹雪煮茶。

我是茶道的追捧者，却也不曾有

过烹雪煮茶这等雅事。除却环境不够

澄澈，也源于内心的敬畏，怕自己的俗

气亵渎了雅趣。明人高濂在《扫雪烹

茶玩画》中说：“茶以雪烹，味更清冽，

所为半天河水是也。不受尘垢，幽人

啜此，足以破寒。”虽然陆羽《茶经》上

讲究的泡茶水为“山水上，江水中，井

水下”，实则古人最推崇的还是雪水。

若是一位超凡脱俗的文人烹雪煮

茶，那样的意境更让人心动。这般滋

味，莫过于妙玉招待黛玉、宝钗、宝玉

喝的“体己茶”。妙玉道：“这是五年前

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

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

舍不得吃……”这梅蕊上的雪水煮的

茶，又何止淡淡的茶香沁心呢？茶禅

一味，让人心如止水，竟似穿越到古老

时光，再也走不出了。

若能效仿古人雅趣，我希望有个

听雪轩。一个人在幻境中，独倚窗前，

望窗外飞雪簌簌，听雪的孤寂与深

情。像与我的私会，低低地说着情语，

内心有一种痛痴缠着——每个有爱的

人内心都会有疼痛。我在听雪，雪也

在听我，柔情中带着委婉，寂静、欢喜。

这听雪轩，听的也是内心的宁

静。二三知己，偷半日清闲，品一盏清

茶，一曲古琴在侧，桌上还有墨香长

卷。开着窗，偶有雪片飘进怀里，然后

相视一笑。不语，唯有雪落，不惊扰

时光。

世界喧嚣、凡心浮躁，就让心中有

个听雪轩吧！难得有古人这般雅趣，

超然出尘，安享岁月。不过，人生所追

求的境界，不就是时光里怡然恬淡的

乐趣吗？“乐”是暗夜里开出的花，内心

更在乎的是一个“趣”字，那才是高处

的风景。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辽中

区乌伯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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