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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谈
□魏青
近日，
有媒体报道，
福建省绿化委员会、
省林业厅为 2014 年“福建树王”进行授牌。
第二批福建省十大树王由此揭开面纱，
树龄
最长的达到了 1100 余年。其中，福州永泰
一棵油杉
“入列”
福建油杉王。目前，
福建省
已评选出两批20个树种的
“树王”
。
评选“树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通过评选“树王”，唤起更多人对古树的认
识、思考、崇敬和敬仰，进而知道保护古树
的历史文化意义，
积极保护古树名木。
一棵古树就是一个景点、更是一段故
事和一段历史。当我们仰望古树高大的树
干、沧桑雄伟的轮廓、枝繁叶茂的翠绿时，
我们会感叹生命的顽强，会感叹岁月蹉跎，
会感叹时空转换的物是人非；当我们拥抱
古树的时候，我们也就见证了活生生的历
史，也实现了和远古的对话，这个时候，古

春泥的芬芳
□ 江初昕
一声春雷，春天醒来，伸着腰，打
着哈欠，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一场
春雨，春天的土地便酥松了，像似一
块新鲜的蛋糕。走在田野上，泥土中
那股清新而醇厚的芬芳钻进你的鼻
翼中，深呼吸，直抵肺腑，陶然欲醉
了。开春的土地微笑着面庞，将草的
嫩黄，树枝的青绿，种子殷切的期盼，
一起埋进春天的泥土当中。
细长而蜿蜒的田埂上，乌黑泥土
包含着濡湿的水分，田埂两侧长满了
小草，各种不知名的小花探头探脑地
把枝叶伸出来，枝头上开满了紫色、
黄色、粉红色的花来，在细细春雨中，
摇头晃脑；泥路上，一片片饱经风霜
的马兰青，伏在春泥上我行我素拼命
地繁殖同类，晶莹春露沾在浅红叶柄
撑着深绿卵状的小叶上，惹人喜爱；
草垛旁，一棵棵来不及抽长绿叶的桃
树，朵朵粉红桃花争先恐后地开在褐
色枝条上，没等繁花怒放，多情的春
风已将花瓣葬于春泥；菜园里，一群
群唧唧喳喳的麻雀，上蹿下跳，吵吵
闹闹，可爱至极；花丛间，一只只蜜
蜂，在枝间叶旁穿梭，嗡嗡嘤嘤，像在
自言自语：蝴蝶还没来，黄花、白花任
我采……
经过冬日点化新翻的土地，接受
春雨的洗礼，蓬松松的，软绵绵的，一
脚踩上去，便是浅浅的坑，往前走几
步，一个个好看的纹印，留在身后；要
是多踩几脚，春泥越粘越多，印纹越
来越模糊。持续的春雨，冲刷并搅糊
了黑土，形成大大小小的水塘。阳光
照射，像一面面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
镜子，水塘边金黄色的油菜花倒映于
水中，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显得格外
的清丽秀美。
春风春雨召唤着早出晚归的农
民，菜园里开始翻土育秧了，一片
白色地膜；那边丝瓜、菜豆种子也
早已下土，满畦满畦发亮的苗棚；
东畦接西畦，南片连北片，纵横交错，
望无尽头，实似放大了的宏观点线，
精彩再现微观世界，美不胜收。走近
看，透过薄膜，新的生命正在孕育。
白芽顶开黑土，钻了出来，嫩嫩的；绿
叶迎着阳光，展了开来，肥肥的。
薄膜内壁挂满水珠，明亮的空间里
有了水珠的滋润，好似襁褓中的婴
儿，无忧无虑。
我低下头，是为了行走。身边是
禾苗，脚下是春天泥土的芬芳，吸入
周身的毛孔中，渗透回身体的每一根
血管里，
穿透了人生多彩的季节。

树已经不仅仅是树了。
古树就是一段故事。遥想当年，
栽树的
人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
古树能够巍然屹立
到今天，
让今天的人们睹物思人。一棵棵古
树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只有那些逝去的
人心里最清楚，
我们也许只能遥想。
古树就是一段历史。人见证了历史，
古树同样也在见证历史。古村落里历代发
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都和当时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同呼吸，共命运。古树与其说是
树，倒不如说是一棵承载了历史变迁的活
的文化遗产。任凭世事变迁，斗转星移，古
树岿然不动，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向人们
诉说着城市的沧桑变迁，尽管曾经饥饿，曾
经干涸，曾经风霜雪雨，但是古老的身躯依
然支撑着生命的张力，和生生不息的人并
肩生存。从这点上说，古树伟岸的身躯就
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指引。
曾几何时，
说到文化，
我们的眼光更多地
投向了现代文化，
投向了重要文物，
而忽视了
对城市古树所代表的古老文化的保护，
这不

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上喜新厌旧的表现，
也不
能不说是急功近利的文化观念的反映。
在城市进入现代化的今天，对待古树
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对待
文化遗产的态度。城市本身由原始村落演
变而来，古树本身就是城市的原著居民，是
我们的另一个祖先。敬重古树，就是在提
倡一种敬畏生命的古老理念，人不能忘根，
城市更不能忘古树之本。城市因为有了古
树，恰好说明祖先和我们还在感恩。
对待古树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文化传
承的态度。过去，我们一说到文物，马上就
会想到古建筑，其实古树也是文物，是物质
文化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
说古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古树不
但有活生生的生命，更有灵性，不仅是古树
的灵性，更显示了人和城市的灵性。善待
古树，就是善待我们悠长的历史文化。
1982 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一批历史文
化名城的通知中说：
“城市发展并不等于所
有的城市都要建设很多工厂、大马路和高

书为心画

□ 本报记者 丁 莹
博学、勤奋、笃实，是中国书画研究
院院长孙建民对温宗仁先生人格的评
价。书为心画，字如其人，温宗仁的书法
作品风格脱俗、自然，点画之间，尽显他
独有的艺术语言和真、善、美的人格形
象，
书品和人品得到了和谐统一。
中国文化讲究“品位”，书画艺术则
更加重视。孙建民曾说，中国书画艺术
是中国艺术殿堂的一块瑰宝。它收大千
世界于眼底，方寸之间显神奇。在历史
的长河中，中国书画艺术的内容不断丰
富，形式和技法不断创新完善，作者能抒
写情怀，欣赏者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愉
悦和享受。艺术之高下最终表现为境界

层建筑。特别是对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老
城区、古城遗址、古树名木等，更要采取有
效措施，严加保护，绝不能因进行新的建设
使其受到损害或任意迁动位置。”但是，在
一些城市，仅仅因为“要发展”的简单理由，
古树就遭受到了痛苦的腰斩，同时失去的，
还有附加在古树上的历史文化。
令人欣喜的是，为了保护一棵古树，不
惜改变道路设计的事情屡有发生。古树在，
道路退，就在这样的谦让中，虽然建设的成
本无形中提高了不少，
但却增加了城市的历
史文化内涵和保护力，
也做得很值得。
古树，才是一个城市里真正的原住民，
驱赶原住民，我们要三思而行；不得不挪动
时，我们要慎重；要砍伐时，我们需要深刻
的道歉，假若古树给道路让道，城市虽然不
会因为少了一棵古树而少了现代风采，但
却少了一位沧桑的“老居民”。对待绿荫如
盖的古树，我们真的需要从心里仰视。
善待古树就是善待自然生态，更重要
的是，善待古树就是善待文化生态。

字如其人

之高下，而境界又以学养为最高。当今
时代，随着中国书画艺术审美情趣的多
样化，人才辈出，但归根结底，仍是看学
识、品位之高低。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中国文人来
讲，
“ 书卷气”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独特
气质，尤其是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环境下，
拥有“书卷气”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对文人
的最高评价。孙建民认为，我国历代艺
术家以笔墨作供养，怡养性情为风尚。
因此每每赏其作品神清而气朗，意真而
性明。书画是漫长人生经历的自我写
照，更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书者，
心画也。书品总是与人的心境相一致，
心境也是与人品相统一的。书之道，精
美在于运笔，巧妙在于布白。古人曾说：
“墨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说的主
要是结构方面的问题。白纸落墨，在证
明了字体的准确之后，结构更趋近于创
造 一 种 精 神 性 ，让 黑 白 转 化 为 美 的 境
界。书画创作中“墨之量度”由于真实，
相对来说易于把握。而“白之虚净”则是
对墨迹的一种理性约制。
“ 书卷气”更多
是在这里体现出来的。
在温宗仁身上就能够见到难得的
“书卷气”，这与他的家学和几十年的修

学是分不开的。温宗仁是满族正红旗温
都氏后裔。1936 年生于天津，祖籍北京
市。温宗仁的父亲温承厚（号继先）在清
朝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
执教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傅作义、张治
中等抗日名将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他的
母索玉明是清朝开国元勋三朝元老，康
熙首辅大臣赫舍里氏·索尼后裔。温宗
仁自幼受家庭熏染，酷爱笔墨丹青，自幼
习书，早年临摹王羲之及唐代欧阳询、颜
真卿、柳公权诸家名帖，银钩铁画，显示
出了不凡的功力。
温宗仁以小行书见长，造诣颇深，他
的作品以柳体为主并加入行书技法，华
而不燥，行笔多用侧锋，气行笔端，疏密
有致，少而不零，繁而不臃；远取颜（真
卿）柳（公权）赵（孟頫）书之丰腴、淑美、
清雅，近深得潘龄皋授业之精华，融通各
家书法之精髓形成了自己的风貌。
温宗仁的书法创作风格，属于遵守
传统而不慕时尚流行，字体上不求过分
变异，笔墨精润而发古之气，也不失时代
所需风范。温宗仁的作品，在字里行间
的黑白中，营造出一种笔墨氛围，抑扬顿
挫、气势韵律、结构情趣跃然纸上，并挥
洒出天地间的混沌之气。

百味人生

一叠信札
收藏感动
□ 钱国宏
在我的“春秋轩”藏品室中，有 3 只特别显眼的纸
壳箱子，里面装的并不是秦砖汉瓦宋瓷明画，而是我引
以为宝的另类藏品——信札。
这些信札都是国内外的报刊编辑们寄给我的亲笔
信。工余时间，我喜欢写点文章，并试着向报刊投稿，
处女作《小小说二题》在报纸副刊发表后，我很快便收
到了生命中第一封来自报刊编辑部的信。信内除了一
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样报外，还有两页责任编辑手写的
热情洋溢的短札。他在信中除了对小作给予鼓励外，
还对我这位老年作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看着那端庄
的笔体、亲热的称呼、殷切的勉励，我激动得心里暖乎
乎的，更加坚定了晚年创作的决心和信心。我将那封
信小心地夹在书本中，收藏起来——这是我收藏编辑
来信的开始。此后，我按照那位编辑信中的要求，衔笔
构思，码字行文，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然后工工整整
抄好，装进信封，投出；再然后，等待编辑部的来信。刚
写那几年，我收到的编辑来信多半是“退稿单”，很多编
辑对我这样的“新手”很是热心，不但指出了习作的“硬
伤”，还开出了“治疗”的“方子”。一封信，就像一位导
师，引领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山涉水，一路向前。
对待每一封编辑来信，我都反复阅读、认真揣摩，
领会深意后，再细心地收藏起来。随着发稿量的增多，
编辑来信也就多了起来，省内、省外的，国内、国外的，
男编辑、女编辑，青年编辑、老年编辑……每封信的信
封都不一样，每封信的内容都不相同，每个人的字体都
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封信里都装着一
颗滚烫而鲜活的心！展开那一封封带着真诚、友谊、鞭
策的来信，我如沐暖阳，感受恩泽。一位编辑在信中
说：你现在急需文学理论的指导，你可以报名参加文学
函授。在这位仁厚老编辑的点拨下，我参加了函授学
习。通过一年的攻读，我的文学理论知识大增，创作劲
头更足了。2009 年仲夏，我收到湖南长沙一位编辑的
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 多次收过您的稿子，写得很工
整，这次字迹很乱，是不是生病了？注意身体，问好！”
读信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多么细心的编辑
啊！多么可亲、可爱、可敬的编辑啊！我与他素昧平
生，他却居然从我的稿件字迹中窥出了我的生活细
节！写稿时，我确实患上了重感冒，浑身酸痛无力。这
小小的变化竟让数千里之外的编辑看出了端倪，没有
一份爱心，缺少一种尊重，何来如此“千里眼”？感动之
余，我倍感肩上担子之重：编辑如此信任，我该以如何
精益求精的创作来回报编辑们？作为一名普通的作
者，我能做到的是：保证自己发出的每一篇稿子均是字
斟句酌、披校再三，绝不敢有半点马虎——我知道：尊
重是互相的，
信任是彼此的！
几年来，我收藏了编辑来信 800 多封，装了满满三
大箱子，如果摞起来，恐怕也有一米高了。每当我闲暇
时打开箱子，拿出旧信来读，那些殷切的话语如同响在
耳畔，身上的惰性神经瞬间被激活，于是，霍然而起，打
开电脑，手抚键盘，开始我的文字之旅！当我偶为世风
日下、人心不古而感慨之时，收藏的那些来信便瞬间将
我心中的偏见与愤青驱逐得无影无踪，心间山溪叮咚
澄澈碧透，
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一封信，
一颗心；
一份勉励，
一份感动。也许在别人
看来，我的这些藏品无法增值。但我认为，我的这些特
殊
“藏品”
绝不能用
“升值”
与否来衡量它们的收藏价值，
因为它们永远都是不可替代、
无法复制的人间至宝！

开卷有益

春来荠菜香

挖荠菜了。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
春挖荠菜就不再是一种没有办法的苦差
春天了，最先进入人们视野里的野 事了。记得小时候，住在外婆家，春天是
菜便是村头沟渠边的荠菜了，那是一种 一年里最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的粮食已
在寒意未消，春天刚刚露出一点头时就 所剩不多，为不断顿，田间地头一有刚刚
率先生长的野菜，那时角角落落里的草 返青的荠菜，就有成群结队的人去挖，挖
们还在寒意中酣睡，柳也还是干枯的颜 的地方也愈来愈远，挖到的野菜也是愈来
色，而这些荠菜们就紧贴着地面一点点 愈少。那时心灵手巧的外婆总是能把挖
绿了起来，用不了多久，就会蹿出一个 到的野菜变着花样做给一家人吃，一家人
高 高 的 花 径 开 出 一 串 白 色 的 花 来 ， 因 也是其乐融融地享受着野菜带来的美味，
此，荠菜在我们这里也叫白花菜，而在 把清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吃过了田
春天成群结队地去田间地头挖白花菜就 间地头的荠菜，就是树上的花们了，最好
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踏青。
的就是用如此方法做出的槐花饼榆钱饼
拣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约了好友， 了，只是槐花饼更是多了一层甜丝丝的松
带着一把小铲或是一把小刀子就可以去 软味道，比起荠菜和榆钱做的更胜一筹。

探寻自然
解读精彩

此外还有用榆树叶子拌的凉菜，用柳絮初
——读《地球：行星的力量》
生的芽拌的凉菜。不过，这道现在能在一
□ 张金平
些饭馆里寻得到的菜，是当时的我最不爱
吃，那种涩与苦好像是用水洗多少次都不
作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科普节目制作中心之一，
能冲洗干净的，它的涩与苦远远不能安慰 “百年老店”BBC（英国广播公司）科普频道一直致力
我那副还不算挑剔的口舌，对于那种味道
于还原世界本真面貌。节目中的每一个镜头都精美
我总是避而远之。
自然，而又直逼人心，画面定格即为一幅摄影佳作。
如今，我来到城里定居已很多年了， 《BBC 科普三部曲》——《地球》、
《海洋》、
《生命》是其
每到春天却不能忘掉野菜的味道，一定会
中的经典之作，总片长将近 1400 分钟，央视曾全套引
千方百计地寻出城来，挖一些野菜回去， 进该纪录片。如今，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又斥巨资将
才能告慰我那一颗在寒冷的冬天里深居
这套系列丛书引进国内，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可以摆在
简出的心，才能安慰那一颗想念外婆的
书架上的精彩自然世界。
心。闻到野菜的香，慈爱的外婆仿佛就在
当年，BBC 为拍摄该系列纪录片所组建的科考阵
我的眼前，浅笑吟吟，慈爱无比，像一束温
容，可谓空前庞大，除了必要的探险家、生物学家，还
暖的阳光。
特别邀请数位考古学家、环保学者以及生物传记学家
加盟。他们走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分别对自然现
象、原理、生物生态、环保等进行探寻解读，以别样的
角度记录我们生死于斯的这个世界。
《地球：行星的力量》
（伊恩·斯图尔特，约翰·林奇
著）探秘地球，130 名摄影师和技术人员辗转 62 个国
家，深入到偏远荒无人烟的地带，历经 5 年，拍摄到许
间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满头的白发，憔悴的 深刻的诠释，而且它教会了我如何去战胜 说能够使读者在徘徊迷茫的时候找到方
多以前从未被人类所知的动物为生存而斗争的场景，
□ 欧阳国
面容，他就像小孩子似的出声地哭了起 挫折，去超越苦难。
向，在孤独寂寞时得到安慰，在柔软无助
为我们再现那颗蓝色的星球从无到有、从简到繁最为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引发了 来。记得他在《早晨是从中午开始》中这
我想路遥的作品之所以感动了一代 时得到力量。
壮丽的时刻。
人们对作家路遥的无限缅怀。
样写道：这是一次漫长的孤旅，为此，最宝 又一代读者，是因为他是关于“苦难”和
路 遥 小 说 的 另 一 个 主 题 是 对“ 真 善
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的生命曾经有过多次的毁
当前，我国正行走在复兴之路上，有 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我曾丧失和牺牲 “真善美”
的描写。
美”的描写。为什么读者看他的作品会热
灭。在碰撞与意外的事件降临之际，它依然运行着。
一个个精彩纷呈的“中国好故事”。但是， 多少拥有的生活。但他一点也不惋惜，相
“苦难体验”是路遥小说的一大主题， 泪盈眶？因为他的作品描写得很真很纯，
脆弱的不是地球，而是生命。人类在星际栖息的时
我们文艺创作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反，他感到非常欣慰。他感觉对得起自己 不管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还是 在他的作品中内藏着美好的道德情感。
候，并不能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 生活过的土地，感觉自己对得起圣洁的文 《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还是《人 正是他对真善美的深刻描写，才拨动了我
冰川的秘密，大洪水的震怒，岩浆的喷发，风暴的
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 学。为了文学他燃烧了自己直至生命的 生》中 的 高 加 林 ，他 们 都 是 苦 难 的 承 受 们心灵最底层的脆弱琴弦，使我们流下最
降临，是自然的现状，也未尝不是人类导致的现象。
式消费的问题。路遥将自己的人生典押 终结。他无怨无悔，问心无愧。
者。但路遥并没有单纯描写苦难本身，而 原始的感动泪水。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
地球已不再年轻，它处于中年的时期。许多生命存在
给了文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无疑为
“他拼命地工作，玩命地写作，自我折 是通过苦难来写人格和人的尊严。他通 这样说，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
过，消失过。生物链正在朝着简化的路走去。地球经
当前文艺创作带来深刻思考。今天，我们 磨地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 过塑造孙少平、马建强等坚强的人物形象 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
历的故事惊心动魄，那些残留在岩石与海底的遗存告
重读路遥，就是时代期待有像路遥一样的 路上，竭尽全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 传达面对苦难不屈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生 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比
诉着我们已有的一切。科学家担心，经受不住的不是
作家，抒写民族复兴的不平凡的故事。
路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自 活的热情。他的笔下没有一个消沉不振 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惜——你感受到
地球，而恰是我们人类自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
路遥，一个黄土高原的儿子，一个“像 己的生命和灵魂造就文学丰碑，精神丰 的人。他们不是消极地对待苦难，而是用 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
我们改变了自然，而有些改变具有不可逆性。我们对
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农民儿 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用自己 自己的热情战胜挫折，去超越苦难。比
作家路遥以生命的全部行进在文学
于地球是无知的，在时间之流中，人类茫然地穿行于
子，一个把文学看得比山还高，比生命还 的执着弹拨了生命的绝响。
如，孙少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每天苦 的探索之路，用自己的真诚与仁爱写出了
有无之间，
脚下的存在，并未被我们的思维所能透视。
重的文学之子。正如《平凡的世界》中的
我常常反复地阅读路遥的作品，每次 苦为生存挣扎，受尽折磨，但他没有颓废 人间的真善美，温暖了人们的心灵。他
通过阅读，你会知晓：世界向我们打开其阳光下
一句话：
“ 人生对于那些不甘灵魂平庸的 我都会泪流满面。记得在网上看到这样 消沉、自轻自贱或者自暴自弃。相反，他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生
的一面，也让我们看见了那潜藏的黑暗；生命向我们
人来说，是每天进行着斗争的。”路遥便把 一个帖子：
“ 我觉得路遥的作品是我的精 主动地选择和迎接了苦难的挑战。他没 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人，一
唱起欢腾的赞歌，也不乏有悲壮荒凉的曲调。再强大
所有的生命奉献给了伟大的文学事业。 神资源，比如孙少平在极其艰难的景况 有倒下，因为他一直坚信前途是光明的。 辈子不可能糊里糊涂地混过，这样的人生
的生灵也有脆弱的时候，在大自然面前，谁都不能妄
为了文学他排斥舒适，斩断温柔，拒绝了 下，仍然不放弃读书，这种追求的精神，我 正如德国球星科勒尔所说，我们最伟大的 没有意义，我们对待人生要有理想，要时
称强者，任何不经意的天灾或是经意的人祸，都可能
尘世的喧闹与诱惑，过着苦行僧般的生 觉得对我们这个时代太重要了。”
“当我心 精神就是，每当人们以为我们倒下时，我 刻充满激情。面对苦难我们不能畏惧，更
让我们陷入困境。生命的神奇就在于生命本身，保护
活，忍受着牛一般的苦役。
里迷茫的时候，读《平凡的世界》就会热泪 们却依然站着并投入新的斗争。是的，孙 不能倒下。学会去包容苦难，努力去超越
生命的根源在于保护整个生态。也许，放下书的时
他一直把文学看作一项圣洁庄严的 盈眶，所以我不敢把它放在书桌上，我把 少平做到了，他始终相信通过火一般的洗 苦难。
候，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世界，反省急需克制的贪婪。
工作。他不仅是用心灵写作，也是用整个 它藏在一个角落里。”一个个平凡的爱情 礼，自己能酿造出生活之蜜。
路遥，他离开了这个平凡的世界，却
我们不仅仅需要活得更好，也需要活得更久。
生命写作。为了一部百万字的《平凡的世 故事，一次次平凡的思想斗争，一幕幕催
路遥积极的写作态度，
“ 将苦难体验 留下了不平凡的声音，
“ 这声音流传得比
翻开这本《地球：行星的力量》，你会发现，那科学
界》，他呕心沥血，整整花了 6 年时间，几乎 人泪下的生死离别。作品记叙了人间永 升华到人生哲学的境界”，
“写出了震撼心 42 年要长久得多，就像那块黄土地的长
的理性与人文的关爱，正是我们可以补偿回报给地球
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打了一场消耗 恒的亲情，纯洁的友情及美好的爱情。
《平 灵的巨大内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久，就像年年都要开放的山间的那一树繁
母亲，并最终惠及子孙后代的唯一礼物。
战。当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在卫生 凡的世界》不仅对我们平凡的生活进行了 特别是青少年。他关于“苦难体验”的小 花”。

□李丹

黄土高原的儿子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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