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爱的《飞鸟集》
□曹瑞欣

父亲的耕读梦
□李燕云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是我
爱不释手的诗集之一，它是我来到济
南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书。

初中毕业时，我中考成绩虽然远
超县一中录取分数，然而按照政策最
终成为济南幼师在潍坊地区录取的十
人之一。开学后，我最盼望的事情是可
以有一张借书证，课余时间由着自己
的兴趣借书读真是太美了——— 就读北
京大学的二哥告诉我，开学后会发到
借书证。盼了三周借书证还是没有盼
到手，但我们可以读书了。先以班级为
单位，按照人数从图书馆领来书，再分
到各个宿舍，每人一本。

秋风吹拂的那个幸福的中午，舍
长将分到的大摞书本放到靠近窗户的
公用大桌子上。书刚放稳，大家就好奇
地围拢上去，大声说笑着，伸手取出自
己相中的书。我正躺在高高的上铺想
家，因为参加中考才第一次进了县城
的我，真如母亲所说，一翅子飞到了省
城济南。我忍不住开始想家了。直到舍

长当当当敲打着铁床的围栏，喊着我
的名字，才把我喊醒。她拿起被大家挑
选之后剩余的那本单薄的小册子递给
我———《飞鸟集》。轻轻地打开扉页，首
先读到1956年郑振铎写的《新序》，1922
年他初次翻译《飞鸟集》是多么遥远
啊！《新序》简洁明快优美如诗，“它们
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野花，在早晨
的太阳光下，纷纷地探出头来。随你喜
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
的。”接着读到《泰戈尔传》，开篇引用
的是《新月集·孩子天使》，“我的孩子，
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如一线镇
定而纯洁之光，使他们愉悦而沉
默……”我不由得拿起笔来，在天蓝色
的日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录下这些
水晶般优美的句子。

《飞鸟集》真是本好书。读书让我
没有心思想念家乡的亲人和果园。当
天中午利用午休时间，我读完了《飞鸟
集》。因为书本小巧玲珑，我便随身携
带着，课间读几页，晚上入睡前也会安

静地读几页。抄录在日记本上的那些
诗句已刻骨铭心。“如果错过太阳时你
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爱
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
酒杯。”“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
获得童年。”“人类的历史很忍耐地在
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这些诗句如
同沙漠甘泉，滋润着初离家园的我那
颗孤寂的少女灵魂。光阴水般流淌，这
甘露般的滋润啊，令那个敏感脆弱的
灵魂日益强健优美。

借书证在某个下午办好了。晚饭
前，舍长将八本书收回，摞到公用大书
桌上。我无意中发现，八本书中《飞鸟
集》最薄，也是唯一的外国文学。多少年
后这个春末夏初的傍晚，我抬头看着窗
外白杨树茂盛的叶子，心中再次默默地
咏起《飞鸟集》中的诗句，“我不能选择
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我。”

心爱的《飞鸟集》，谢谢你将恒久
的爱与美播洒在一个少女单纯的心
田。

纸上的家园
□高方方

小时候，书之于我，是母亲写在
火柴盒上的“人口手、牛马走”，是父
亲抄在南墙根的“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它简单粗陋，甚
至都不能称其为“书”，然而在那样
一个知识贫乏、文化禁锢的岁月里，
让我感受到文字最初的温度和力
量。后来，我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本书，再后来又有了十本、二十
本、一百本，却总也忘不掉“原初的
那一本”，因为它总能让我想到母亲
额角的汗水和父亲指尖上的温度，
以及童年那温暖人心的如花笑靥。

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小的时候不
明白个中道理，后来偶然翻读了《菜
根谭》，才恍然知晓父亲所说“嚼得
菜根”的真意。

父亲说，《菜根谭》是一部古人
论说修养、人生、处世、出世道理的
奇书，糅合兼济了儒家的中庸思想、

道家的无为思想和释家的出世思
想……父亲讲得很细很深，我当时
也认真听了，但听得十分懵懂，《菜
根谭》由此成了第一部让我着迷的
书。再后来，它成了我最常翻阅的
书，甚至都能咏诵成段的妙语佳
句———“一念错，便觉百行皆非，防
之当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针之罅漏；
万善全，始得一生无愧”，“欲做精金
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
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
过”，言浅意深，似训诫、似语录，又似
智者的随笔，听来亲切自然，有着雨
余山色、暮鼓晨钟的警豁之味。

再到后来，读书就成了我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我从《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读到《林海雪原》，再
从《红与黑》读到《平凡的世界》，后来
读老庄，读七侠五义，从文学读到哲
学再读到侠之大者……读舒婷的

《致橡树》,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情；读龙应台的《目送》，我懂得了生
命的相聚和离别……一本好书就像
是一个世界，走近它、亲近它，你就
会看到它的逐渐绽放与敞开，因为
它会让你感知更多的美好、获得更
多的启悟。

任何一位选择坚守文字书写、
聆听书卷清音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
和热爱，因为每一位书写者和阅读
者都像是野地中经久站立的稻束，
他们冲破尘音，用羸弱的臂膀抱紧
了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以及明
天不知吹往何处的风。而现在，作为
一名编辑，作为一个作者和读者之
间的引渡人，我感到生命的美好和
充盈。用纸笔为自己起造一座纸上
的家园，跟随时光的针脚一路记行、
一路歌唱，我相信你会在某个不经
意的瞬间，听到记忆院落里古旧柴
扉的吱扭一响，以及这背后的宇宙
洪荒。

我
与
书
的
故
事

灯下的梦想
□葛小明

从小有个梦想，就是想成为大作
家，上世纪90年代的鲁东南乡下，日子
虽不像解放前那样清苦，但要想读一
本课外书，却不是易事。

《平凡的世界》是新疆的哥哥带来
的，那年我14岁。我已经无法记清拿到
那本书时的喜悦。一个初中孩子，全部
的生活，除了课堂，就是在地里帮忙做
农活。我端着《平凡的世界》看了很久，
没有翻开，光是一个红红的封面就让
我兴奋很久。很小心地翻开，很认真地
读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段故
事。孙少平在我的14岁的青春里开始
划上重要的两笔，一撇一捺出一个大
写的“人”。

和他一样，我有一个贫穷的家庭，
有疼自己爱自己的父母，我的世界和
所有农村孩子一样平凡。一个个农活
后的晚上，一个故事里的孙少平，一盏
为了省钱而昏暗的15瓦的钨丝灯，很
快，一切就结束了，那个年少的孙少平
老了，那个爱自己的人没了，那个生自
己养自己的村庄低了。我的心也跟着
沉了下去。

院子里的蚯蚓又叫了一个晚上，
父亲起床下地，母亲做起饭来，平凡的
一天重新开始。不一样的是，我对生活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而我的作家梦，
因为这本书而愈发强烈起来，因为我
生活在另一个双水村，我就是孙少平。
我甚至下定决心，帮家里收完花生就
开始动笔。

可是，收完了花生，又开始收玉

米，地里的活永远忙不完。母亲盛饭的
时候，我才注意到她的白发，不均匀地
夹杂在她的岁月里，好像风一吹，就白
一次。父亲永远都不爱说话，喝劣质的
散酒都得省着点，不小心倒多了，还得
倒回桶里去。我开始害怕冬天。冬天一
到，我最头疼的事情就来了——— 交学
费。百八十块的学费，难为了一个家庭。

我的作家梦又浮现了，我想成为
作家后家里的生活会改变许多。可是
生活，再一次打击了我，打工的哥哥要
结婚了，家里要出一笔钱，我们必须更
加勤奋地种地，更加节约地少吃少用，
甚至我都买不起一支写字笔了。就这
样，我背起铺盖，像孙少平一样，开始
了打工之旅。漫长的打工生涯，日子并
没有因此富裕，我也始终没有动笔成
为作家。

直到一个单休的午后，我路过工
厂门口，发现了一个书摊。一个中年人
在卖书，武侠的，玄幻的，时尚杂志，该
有的都有。其中有一本书藏在杂乱无
章的深处，静静地，无人问津。是的，就
是《平凡的世界》，红红的封面，路遥的
微笑从书堆中绽放开来，好像春天一
下子就冒了出来。

几乎没有犹豫，我把兜里仅剩的
十几块钱给了他。那是我的梦想，我把
它放在床头，放在离自己心最近的地
方。接下来第二遍，第三遍，无数遍读路
遥，一百万字的小说就这么一次次地
进入我的世界，渐渐地，它改变了我。

以后的日子，学着孙少平借阅厂

里为数不多的图书，一本读完，接着一
本，全部读完，全部再读一遍。我的人
生开始涅槃，不会再躲在被子里哭，不
会怨有人欺负我，不会再冲动地要和
别人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再难过于这
风雨消磨的流水线和这平凡的像一枚
螺丝的人生，因为我和孙少平一样，是
个男人，有着可以不平凡的心。

我的梦想断断续续，再一次亮了。
领导留下了我，工友们也接纳了我。学
费有着落了，父亲可以少抽几根烟，母
亲也不用愁眉不展。哥哥说，弟弟长大
了。嗯，有些苦和福，我们心照不宣。

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落，但更多
的时候是平凡。就像湖水，虽然有时候
会有一些暗流涌动，但是这些改变不
了水的流向，生活还会一如既往地往
前奔走。地里还是那么忙，学费还是得
自己去赚，只是自己和院里的小槐树
一起慢慢长高，终于高过了苦难。失意
的时候，我就想起《平凡的世界》，我挨
过饿，受过冻，一年到头就两件衣服，
别人下班后我却还在地里忙活，读书
以后我一样贫穷，但我贫穷得富有。

我曾无数次地想起《平凡的世
界》，想起路遥以及我的作家梦。它就
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指引着我，让
我从迷失中走出来。我没有成为作家，
但是我的作家梦一直没有停息。在这
个大千世界里，每个人似乎都是平凡
而渺小的，那些梦想，那些走近一步又
突然变远的遥不可及，都是自己心灵
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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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命题说明：“我就是我，是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
扮演不同的角色。或天意，或人
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一滴水
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故事
能温暖彼此的心房。欢迎写下
你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
体不限。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com

56年前，有个小男孩走进学
堂，踏上了求学的第一步。六年完
小，他年年第一。但在那个靠工分
养家糊口的年代，弟妹还小，身为
家中长子的他，不得不帮父母挑
起生活的重担——— 六年完小，成
绩优秀的他必须退学！清晨，禾苗
在风中摇来摇去，却摇不散他那
越过庄稼定在远方的专注目光。
傍晚收工时，他会站在桥头注视
着水流的方向默念：门前流水尚
能西。我还年少，还有大把的时
间，即使不能再走进学堂，也不能
就此与书绝缘！

在以后强体力的劳动生活
中，在回家后忙碌的间隙里，他将
保存完好的语文课本翻了一遍又
一遍。手头的书都翻烂了，书本里
的知识，点点滴滴，都已经浸润到
了他的心里，融入到了他的品性
里。那无数个清贫的夜晚，一盏昏
黄的油灯，一本破旧的字典陪伴
他读了好多好多借来的书。他认
识了越来越多的字，了解了越来
越多的知识，就连头顶的天空似
乎也越来越开阔了……为了多挣
工分，他跟过船，扛过石头，手上
脚上磨起了水泡，水泡又变成了
血泡，血泡又变成了老茧……夜
晚读点书，会让他忘记白天的劳
累和疼痛。就这样，他从少年长成
了青年。弟弟妹妹也一天天长大，
能帮工贴补家用了。

他用打工的钱定了《山东科
技报》《农业知识》和《青年科学》
等报刊。在别人不解甚至嘲讽的
眼光里，他依然默默地、坦然地日
出而作，日落而读。他那时并不知
道他读的文字里有千钟粟，有黄
金屋，他只知道那里面有他未竟
的学业，改变现状的愿望和科技
兴家的梦想。

渐渐地，地里有什么虫子该
打什么药，苗长到什么时候该施
什么肥，他都了如指掌，植株的扦
插嫁接也不在话下，那时他成了
村里的名人。尤其是瓜种得好，更
成了小镇响当当的“瓜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
肯死心塌地供孩子读书的家长还
不是很多，尤其是供女孩子读书
的就更少。可是这个农村汉子，不
仅每天坚持看一会儿书，被村民
们称作“傻子”，宁肯自己受苦受
累，也顶着舆论压力让他闺女继
续“在学校里享清闲”。他咬着牙
说，只要闺女肯读，就是砸锅卖铁
他也供……就这样，一路供闺女
读完初中读高中，读完高中读大
学，供出了村里第二个大学生，第
一个女大学生。

有时候我在想，这个农村汉
子近60年的劳动生活，如果是一幅
画，徐徐展开的时候，上面虽然没
有浓墨重彩的丰功伟绩，可那用
沧桑的人生轨迹书写的尊重知
识、尊重科学的态度，始终健康向
上求知的习惯，不服输、不气馁的
气节，那底色是格外清亮的———
用他的话说，他活得一直很明白。

这个“傻傻”的农村汉子，就是
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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