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之乐
□胡永军

近日， 一名旅居上海的印度工程
师写的文章《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
人》 红遍网络：“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
间，机舱已熄灯，我吃惊地发现，不睡
觉玩 iPad 的基本上是中国人，而且他
们都是在打游戏或看电影， 没见有人
读书。 ”

许久以来，端坐书桌的情景已经
一去不复返 ；静下心来 ，细细品味书
中情韵的时光也已消失殆尽。 然而，
生活中不应该没有阅读———四季可
能平淡 ，但生命不可以无光 ；人生可
能平庸，但精神不可以粗糙。 这便是
读书之乐。

读书之乐，乐在静心。 宠辱不惊，
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喧嚣尘
世中不俗不谄，独立自重。

读书之乐，乐在怡情。 “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的苍凉雄浑，“今宵酒
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的凄清哀
婉，“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
水”的怅惘慨叹，一一浮到心头。 春读
李太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开琼筵
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夏读王羲之
《兰亭序》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秋读欧
阳修《秋声赋》中“奈何以非金石之质，
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
恨乎秋声”， 冬读孟浩然 《兴雅志》中
“踏雪寻春，诗酒相酬”……一年四季，
而不知老之将至。

读书之乐，乐在濡染。培根在随笔
《论求知》中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
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
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
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要
想获得生命的充盈、境界的提升，阅读
是一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阅读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可
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回到书桌前，
展开一本书， 任些微阳光照拂在书卷
之上，感受着淡淡的墨香，人也不由得
陶醉了。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安化县江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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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芳菲尽。 本是惜春之时、
落寞之季，但想起古诗中描写的“蜜蜂
亲花绕树舞 ，酿蜜忙于五月节 ”，心里
还是多了一份感情的寄托和向往。 于
是 ，周末驱车 60 公里 ，赶到孤岛万亩
槐林， 去探望这位神交已久却从未谋
面的“故人”。

一进大门， 面对一望无际的槐林，
感觉自己就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中，碧绿
的，浅绿的，浓绿的，灰绿的，绛色的底
子，深深浅浅的光影。 更难得的是绿树
上的白花，一嘟一串缀满枝头。 向槐林
深处走去，两边的槐树尽收眼底———有
的笔直 ，刚劲挺拔 ；有的婆娑 ，婀娜多
姿；有的佝偻，仪态万方……此时正当
春夏之交，野花遍地，鸟声如洒，游客沉
浸在花香的温馨中，沐浴在鸟语的清脆
中，再伴着这一片槐林，芳菲了视野，苏
醒了记忆。

沿小径步行四五里，汗水已微透薄
衫，便于林中寻一片空地小憩。 正值午
后 ，阳光明媚 ，林间空地之上 ，日影斑
驳，杂草丛生，静美至极。 偶然有香风过
林，落花缤纷，便想拈起一片落叶，寄情
大地。 不远处的一张石桌上，一群人围
在一起，或坐或站，边喝边谈，叙自家之
长短，论生活之见闻，其乐融融，其情怡
怡。 想来，竹林再会，兰亭又集，也不过
如此吧。 忙里偷闲，让心情在万亩槐林
放个假，看林中花开花落，任天上云卷
云舒，岂不美哉？ 忽然，不远处传来几声
长啸，正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因缘际会，我竟在这里体味到王摩诘当
年写诗时的意境。

走得有些累了，我开始羡慕那些骑
车的游客。 这里的自行车大部分是情侣
车，两个人骑行，蹬车频率相同，走走停
停，说说笑笑。 槐林就像一个媒人，让许
多年轻人永结秦晋之好。 不由得想起槐
树做媒的故事：传说玉帝最小的女儿随
6 个姐姐到凌虚台游玩， 偶见下界卖身
葬父的青年董永，被他的忠厚老实所打
动。 经过土地爷说和，由槐树做媒，仙女
与董永结为夫妻。 从此，老槐树更加繁
茂，而且惠及同类，竟有“山东无死槐”
之说。 后来，玉帝传下圣旨，让女儿离开
董永。 仙女无可奈何，只好在槐树上刻
下“天上人间一条心”的誓言，怀着悲愤
的心情返回天庭。 这个美丽的爱情传说
为孤岛的万亩槐林增添了神秘，增添了
诱惑。

陶渊明心念自然，他的方法是“方
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 找个地方住
下，与田园终生厮守。 我身在江湖，身不
由己，没有陶渊明的决绝气魄，还是做
一回俗人吧。 采撷一袋槐花带回家，虽
然“焚琴煮鹤”大伤风雅，却也让这份宁
静与馨香更多地留在身边。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垦利县第一中学）

万亩槐林
□孙海清

我的干爷
□熊德斌

小令·怀人
□楚凌岚

临江仙
忆昔芦江同少驻，小楼枕水依山。

杏花沽酒绿杨湾。画桥曾解佩，微雨共
凭栏。

此际粉笺何处寄，闲愁夜夜无端。
一朝酒醒又春寒。可怜分别久，不敢问
平安。

菩萨蛮

萧萧枫荻秋山北， 所思不见重云
隔。 瞻望碧云中，倚楼听绪风。

倩风将别绪，吹向郎边去。吹不到
郎边，夕阳山复山。

思佳客

不寄双鱼已隔年， 沉沉帘影小凉
天。 半窗萝月临秋扇，一径松风入夜弦。

情似旧，恨依前。 几回酩酊换无眠。
如今始信生离好，叵耐重逢两默然。

浣溪沙

点检平生剩惘然， 披书坐对夜灯
寒，小红楼上月初残。

晚岁闲愁曾拟赋， 少年绮语讵能
删。 更无一字不相关。

好事近

花落月胧明，还似去年今夕。拚却
一襟风露，倚绿窗吹笛。

君心倘许识侬心，岁岁苦相忆。先
遣陌头垂柳，带归来消息。

（作者系中南大学学生）

我的干爷并非一个人， 而是一棵
黄葛树。

小时候，我瘦弱不堪，常是一副病
恹恹的模样， 父母听八字先生说要找
一个长寿的人或物做干爷方能解困。

某日清晨，天刚麻麻亮，父母便用
木盘端着一碗菜、 一瓶酒、 一条红布
带，拉着睡眼惺忪的我，沿着门前河边
的大道，去完成“闯拜寄”的仪式。 走了
一段路，未见一个行人，只有前面赫然
耸立着一棵黄葛树，遒劲沧桑，青翠的
枝叶在晨风中荡漾。 父亲说：“这棵黄
葛树怕是有几百年高龄了， 就拜黄葛
树为干爷吧。 ”于是，父母便把红布带
系在黄葛树的主干上， 然后坐在树下
打开酒瓶， 就着一碗菜饮起酒来。 从
此，黄葛树就成了我的干爷。

我的黄葛树干爷，临水而立，一把
裸于地面的树根， 犬牙交错、 虬曲劲
道， 主干从底部被一块硕大的石头分
开， 一分为二的两根枝干不屈不挠地
向天空生长，横伸斜逸，到空中十几米
处又亲密地拥抱在一起， 苫蔽着方圆
几十米的地盘。 干爷脚下有一条宽阔
的大路伸向远方， 驮着层层叠叠的脚

印，也记录着来来去去的欢乐和忧伤。
每逢过年， 我都要去给黄葛树干

爷拜年。 端一盘荤菜，倒二两白酒，燃
三根木香， 虔诚地祝愿干爷来年蓊郁
葱茏， 更多的则是祈求干爷保佑我平
安顺畅。 最后，还要在干爷身上砍一个
小口，将年饭灌入其中。

到了夏天， 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
在黄葛树下的河塘中嬉戏。 黄葛树有
一根枝杈伸到河面， 成了我们跳水的
平台。 小伙伴们赤身裸体，争先恐后从
枝杈上跳入水中，看谁跳得又高又远。
没有秩序，也不需裁判，说不清进行了
多少次这种原始的跳水比赛， 也不知
道诞生了多少个“跳水冠军”。 尽管我
多次强调黄葛树是我干爷， 但伙伴们
却不以为意，令我怏怏不乐。 不过，河
面上翻卷着的阵阵笑声， 的确是拜干

爷所赐。
有一年，暴雨如注，河水猛涨，上河

村庄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为救一只小
羊不慎被河水卷走， 几起几伏就到了黄
葛树下。在回水凼中一个漂旋，姑娘牢牢
抓住了黄葛树斜向河面的枝杈， 年轻的
生命幸免于难。此后，人们便把黄葛树当
神一样敬奉，逢年过节，陆续有人前来焚
香叩拜。 树上的枝枝杈杈系着无数的红
布条，风一吹，呼呼啦啦地飘动起来，似
乎在向人们诉说着满腹心事。 干爷 “走
红”了，我自然也暗中得意。

离开故土已经几十年了， 每次回
到老家， 必定要去拜谒我的黄葛树干
爷。 干爷还是那么傲然挺立、 绿意流
泻，依然在默默地护佑着我，也荫庇着
故乡的一方土地。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万州区龙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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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秀

阅读时光

人生边上

今夜月色如水，倾泻一地。 我仰
望星空，掬一缕入怀，枕着月色入眠。

月是故乡明。 我的老家，是一个
依山傍水的小村庄，村子四周全是怪
石嶙峋的山峦，山下有一条蜿蜒前行
的小溪， 溪水一年四季活泼地唱着
歌。 我的家就坐落在小溪边，高高的
院落，白白的房子，红红的屋顶，还有
满院的花草果木。 一年四季，庭院飘
香，我们总能吃到新鲜可口的果蔬。

村子的傍晚最热闹。人们喜欢聚
在溪畔的柳丛边拉家常、 下围棋、打
纸牌，安闲地享受好时光。 每当夕阳
西下， 妈妈总会带我沿小溪去抓小
鱼、采野花、捕蝴蝶，有时我们也会叠

许多漂亮的纸船放到溪水中，追逐它
们顺流而下。 我们走，初上柳梢的月
亮也跟着走，满地的清辉宛如爽朗欢
乐的心情。 玩累了，我就躺在院子里
的瓜棚下美美地睡一觉。我家的瓜棚
别具特色，两旁各有一扇镂空的木制
小轩窗， 里面悬挂着奶奶编织的吊
床，还有一个翠蔓璎珞的门帘，这是
爷爷特意为我造的“绿色城堡”。每到
农闲 ，明月夜 ，瓜棚下 ，便会摆上茶
几，一家人围绕而坐。 那个被擦拭得
锃亮的大果盘，里面总有各种好吃的
零食，我俨然成了一只贪吃的小猫。

记忆中，老家的月亮总是很圆很
亮，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看月亮似乎是
很平常的事。 尤其在夏日的晚上，我
常常坐在院子里数星星听故事，倦了
就在父母有节奏的摇扇声中进入甜
蜜的梦乡。 淳朴宁静的小村庄，像一
方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我们的心知
足而安详。 人们每天面上含着笑，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疾不徐地行走，
感受着季节的变迁。

现在，家也搬了，山也远了，老家
那段岁月时常会悄悄走进我的梦里。
在繁华喧嚣的尘世间，城里的月光遥
远而清冷，被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和车
水马龙的人流所淹没。想静静地看一
看月亮，似乎也成了一种奢侈或附庸

风雅之事。我喜欢站在自家阳台看月
亮， 看它的清辉透过淡淡的云层，一
点一点沿着树叶的缝隙筛下来。 树，
迎着月光的一面皎洁澄澈，逆向月光
的一面幽暗朦胧，就像一幅幅斑驳的
剪影。

自古以来，月就是文人笔下的精
灵。心境不同，看到的月亮也不相同。
旷达的苏轼， 对月祈愿，“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浪漫的李白，月下
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颠
沛游离的白居易，望月抒怀，“共看明
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思乡心
切的王安石，寄月呓语，“春风又绿江
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月，已成
为一种文化，承载着人们的情思。

在自然万物中，也许月是最懂人
心的。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
合，此事古难全”，月的阴晴圆缺，亦
如人生的成败得失，无法强求。 在顺
境中泰然自若， 在逆境中保留本心，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这是人生极
美的佳境。 只要拥有一颗豁达、超脱
的心，就一定能够穿越尘世的阴霾。

一钩新月天如水。在这如水的月
光下， 我的心游弋在梦想与现实中，
惟愿月圆人圆梦亦圆。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汉江
中学）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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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会议内容：
权威专家解读学生核心

素养、新考试评价；
知名中学校长、 教育名

家共商新课改、新课程建设；
京浙沪试点校分享选课

走班、综合素质评价经验。

全国“高中新课改与学生核心素养”
研讨会

问道新课改 探路新高考

面对新技术变革，高中新课改路在何方

学生核心素养，如何影响学校育人模式

新高考山雨欲来，高中校如何应对

2016年6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教师报编辑部主

办的“高中新课改与学生核心素养”研讨会将在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举行。

一场先进教育理念交相辉映的思想盛宴，

一次名校课改经验同台切磋的“华山论剑”。

2016 年 6 月 18 日—19 日（6 月 17 日报到）

热线电话： 刘老师 010-82296736 康老师 13146580096 高老师 18611372756

主办单位：
中国教师报编辑部
北京中教社文化传播中心
佳木斯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会议亮点：
专家报告 +名校分

享+现场展示+沙龙研讨;
与教育名家、名校长

零距离互动;
现代媒体技术保障

良好参会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