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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
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从中既可捕捉到古代诗人们
的细腻情感和人生智慧， 也
可以从一个侧面体会到当
时 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 兴
衰与荣辱。 《于丹： 中国人
的生活之美》 巧妙地借助四
季的变化 ， 以春夏秋冬为
题， 将中华文化史上灿若星
河 的 古 诗 词 精 择 细 选 之
后 ， 选取了其中经典中的
经典， 逐一进行解读赏析。
展开芳香的书册， 沿着于丹
热切追寻中华文化的坚实足
迹， 屈原、 李白、 杜甫、 白
居易……一个个光耀千秋的
名字， 《离骚》 《静夜思》
《春望》 《长恨歌》 等一首
首流传千古的优美诗词， 那
么清晰而暖意融融地浮现
在 我们的眼前 。 而随着于
丹个性化的解读， 其间的文
化意蕴， 让我们原本贫乏的
内心， 瞬间便变得澄澈充盈
起来。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
化探寻， 于丹紧扣不同时代
的背景， 联系当时社会的政
治、 经济、 人文及诗词作者
的人生境遇等方方面面， 将
诗词背后鲜为人知的意韵和
故事悉数道来。 这种文史俱
备的讲解， 不仅让我们细致
入微地感受到古诗词的无穷
魅力， 也从她触类旁通式的
多维度点拨中， 在回溯中华
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中， 获得了一种思想上和精

神上的双重陶冶。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 于

丹深谙国人对琴棋书画和诗
酒茶有某种特殊的偏好， 总
觉得在抚琴作画写诗之余 ，
喝喝茶水、 饮饮小酒， 既是
一种雅趣， 也是一种怡情。
于是， 她在讲完了古诗词之
美后， 又以琴棋书画和诗酒
茶作媒介， 跟我们兴致盎然
地聊起了这些雅趣中的人生
况味。 如果说， 她在逐字逐
句和我们一起探究古诗词的
深刻内涵时， 还带着一份端
正和敬畏的话， 那么， 聊起
琴棋书画和诗酒茶这些轻松
的话题， 她则多了一份亲切
和随和。 无论是谈茶的清淡
养心 ， 还是论酒的浓烈壮
胆， 也不论是话棋的潇洒飘
逸 ， 还是道抚琴的优雅沉
静 ， 于丹总能撩开尘尘迷
雾， 以史为鉴 ， 以人为镜，
于一份雅趣里寻到心灵之
乐， 分享那平静从容的人生
之趣。

于丹说得好： “我们需
要诗情画意， 因为诗不都在
远方， 它也在我们当下的生
活里。 我们的日子有诗、 有
茶、 有酒、 有琴， 还有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山间明月 、
江上清风， 这一切就是中国
人生活的审美趣味。” 当然，
这种审美趣味既需要清心的
境界， 更离不开包括古诗词
在内的中华文化的默默滋
养———这就是一种温润千秋
的文化力量。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钟芳

品味中国传统的生活美学
———读 《于丹： 中国人的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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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秋风起， 深夜倍相思。
朦胧之中， 我变成了向南飞的大
雁， 山一程， 水一洼……飞到了
爷爷在果园边的那间小草屋。 我
看见果园后山林的那些野山楂熟
透了， 红彤彤的果实， 像一个个
玛瑙。 “宁儿， 给你山楂， 别吃
多了 。” 爷爷手捧野山楂走来 ，
我笑着急忙伸手去接， 可突然间
野山楂 、 爷爷 、 草屋都不见了
……原来是南柯一梦。

星空下的草屋门前， 爷爷坐
在石头上吸了口大烟袋， 嘴里说
着“八月枣，九月梨，十月山楂红
了皮……” 我问爷爷：“你在说什
么啊？ ”爷爷说：“老祖宗传下来的
话。 ”“老祖宗在哪儿，我怎么没见
过呢？ ”“傻小子， 老祖宗早就没
了。”“那你会没吗？”“我又不是神
仙，也会没的。 ”“我不要你没！ 你
没了谁给我摘野山楂啊！ ”“好好
好，爷爷不没，爷爷要给我孙子摘
野山楂。 ”

果园有苹果、 梨和山楂， 但
那是生产队的。 奶奶过世了， 生
产队让爷爷加入了看管队， 几个
人轮流值更， 负责看守果园。 看

管队住的小草屋和山楂树近在咫
尺， 要是爷爷在值更时， 趁着黑
夜摘几个吃， 没有人会知道。 但
爷爷从不会私自采摘， 也不会让

别人偷摘。 我想吃山楂， 馋得直
流口水， 可爷爷说那是集体的果
实， 坚决不能吃。

在果园后边的小山林里， 有
几棵野山楂树， 满树的小红果，
一簇簇、 一串串， 挂在枝叶间。
这个是可以随便吃的。 第二天 ，
爷爷真的给我摘了好多野山楂。
我在爷爷的草屋玩得累了， 他就
会拿出一捧给我， 看着我贪婪地
吃下一颗颗又酸又甜的野山楂，
爷爷就会说： “少吃点， 别吃多
了， 吃多了会倒牙， 连豆腐都咬
不动。” 我不听他的， 尽管酸得
直打颤， 但仍旧吃得津津有味，
吃得打嗝都会有一股酸味。

后来，我参军到了部队。爷爷
不知我何时回家， 但依旧会采摘
一些野山楂存放起来。 电话里爷
爷对我说：“宁儿， 你什么时候回
家啊， 果园后山林的野山楂又熟
了。 ”我说：“爷爷，等来年吧，我考
上军校就回去看你。 ”爷爷高兴地

连连说：“好， 好， 到时你可别忘
了， 我在家等着你。 ”

进入军校的第一个寒假我回
家， 但我已忘了和爷爷之前的约
定， 而且我的味蕾大多给了妈妈
亲手做的饺子、炒菜，也并不再对
野山楂感兴趣。然而，爷爷还是变
戏法儿般给了我一捧红透的野山
楂。 那年，爷爷已经70多岁了。 一
颗颗原本熟透甘甜的野山楂，我
吃出的竟是别样酸涩的味道。

参加工作以后， 我最怕的一
件事就是某天醒来 ， 突然听到
“爷爷没了” 的消息。 但不愿面
对的事也终会到来。 那年深秋季
节爷爷离世时， 我正在新兵营组
织训练， 爷爷没有等到我， 我也
没能看他最后一眼。

20年的时光 ， 秋天来了又
去， 去了又来， 家乡后山的野山
楂熟了又落， 落了又熟。 它们是
否也在怀念， 那个曾年年来摘野
山楂的老爷爷， 就像我一般？

□文勇 文 / 图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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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我们老家管压岁钱
叫年钱， 管发红包叫散年钱， 年
钱承载了我们儿时关于过年的大
部分期待和记忆。

今年的三十儿 ， 吃罢年夜
饭， 只见父亲一边从钱包里拿出
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 一边说 ：
“今年苹果卖得不错， 给你们每
人加到500。” 父亲是用了心的 ，
不假揣测， 这些新钞定是年前拿
着存折专门到银行换的。 而我这
时也 “不甘落后”， 从手提包里
取出一沓新旧不一的人民币说
道： “今年发年终奖了， 老爸、
老妈每人1000， 妹妹要多少发多
少”。 父母略有迟疑地接了过去，
似有嫌多的意思， 而妹妹则脱口
而出： “我要2018。” 这时 ， 我
不经意间瞥了父亲一眼， 捕捉到
了他眼神里的一丝落寞和诧异，
是自觉红包显小的相形见绌， 亦
或是自感与时代脱节的局促不
安 ？ 我没有再多想 。 在家人团
聚、 畅叙亲情的不眠之夜， 我们
不出三五句便自然聊到了小时
候， 关于逝去的年代， 关于往日
的风物， 关于春节的记忆， 我们
有说不完、 道不尽的话题。

略能记事的时候， 一直是爷
爷当家， 对父辈们不怒自威， 对
我们又倍极疼爱 。 每当年三十
儿， 爷爷总会趿拉着鞋， 从兜里
摸出一把钥匙走向炕对面的红漆
柜子。 每当这时， 我和妹妹总会
凑过去一看究竟。 只见柜子里面
用厚厚的牛皮纸里三层外三层包
了三个， 一个卷成筒整齐地 “码
着” 各个年代出厂的硬币， 一个

包着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粮油
布票， 一个包着从一分到一百元
不等的纸币。 这时候， 爷爷就会
将中间的那包打开找出一沓五角
新币 ， 每人反复数十张 ， 然后
说： “今年就攒了这么多新的，
每人5块。” 5块， 这是略能记事
以来每年压岁钱的 “起步价 ”，
几天走亲访友下来竟也能凑个几
十块， 然后再将厚厚的一沓毛票
到小卖铺换成几张 “大团结 ”。
这在一袋汽水、 一根冰棍一两毛
钱的年代， 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
入。 后来我们才知道， 这几十张
崭新的老五角可是爷爷平时日积
月累、 一张一张攒下来的， 每年
如是 ， 只为年三十儿这次 。 后
来， 我一直在假设： 要是爷爷能
活到现在该有多好， 我们兄妹俩
肯定会包一个大大的红包孝敬他
老人家， 而他肯定会叼着烟袋趿
拉着鞋在他的牌友中炫耀一番。

儿孙满堂的欢愉总是短暂
的， 爷爷的年钱停留在了小学二
年级的春节， 老版的人民币、 红
漆的柜子、 黑白的电视也随着爷
爷的离去和新式家具的添置而被
大时代遗忘在了小角落， 后来就
有了父辈们的年钱。 那时， 普罗
大众的生活总是拮据而不失温
情。 每有亲友散年钱， 我和妹妹
开始都会假装 “认真” 地推辞几
下， 然后 “勉为其难” 地收下。
直到2014年的马年春节， 我第一
次认真且坚决地拒绝了亲友的红
包， 有了第一次给别人散年钱的
经历， 也就从红包的受事者蜕变
成了红包的施事者。

从5角面额到百元大钞， 从5
块钱标准到2018， 从牛皮纸到银
行卡，从现金到电子支付，从收红
包到发红包，一份小小的红包，承
载了我们关于成长的微妙记忆，
关于时代变迁的家庭留痕。 惟愿
岁月的脚步可以慢一点、 再慢一
点， 父亲仍然是那个可以决定红
包大小的当家人， 母亲仍然是那
个可以收到丈夫、儿子、女儿三份
年钱的幸福女人， 妹妹仍然是那
个可以任性决定年钱的小女生，
而我有他们就刚刚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际
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状态。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祖孙三代的
小红包，也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及亿万个体的命运， 铸造一
个人人逐梦的大时代。 我怀念那
个人声鼎沸的年代， 更期待个人
梦照进“中国梦”的那一天。

小红包里的大时代 □慕雷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