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州杂吟!烧香三题
老 阳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古陈

淮阳都举行规模盛大的朝祖庙会"远自大江

南北#大河上下#大海内外的羲皇子孙从四

面八方潮水般地涌来!日均超过
!"

万人次!

最高峰时一天达
#!

万人! 创造了基尼斯纪

录!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场面之壮观!实

为全国独有#全球罕见"今年庙会期间!周商

高速进出站口一度堵车绵延
!

公里!城区更

是车水马龙#游人摩肩接踵!太昊陵内由于

香火太旺!景区管理部门不得不定时喷水灭

火$$置身其中!无不震撼!触景生情!令人

沉思!是什么力量吸引了这么庞大的烧香群

体% 有什么文化内涵蕴藏其中%

烧香灵吗

现实生活中! 如果一个人有了某种喜

事!常会听人说&'你烧高香了( )如果一个人

行为不端! 也会有人说&'你多烧点高香!积

些德行吧( )这种'念)已为众多老百姓所共

'识)#所普'信)" 有人不禁要问!烧香灵吗%

假如有人来问我! 我会轻轻地告诉你!

一般灵验"

从某个角度看! 心存善念! 天必佑之"

$%""

年前! 太昊伏羲率领部族从甘肃天水

长途跋涉!定都宛丘!在此开创了渔猎文明

和原始畜牧业!使部族丰衣足食#身强体壮*

使原始生民明伦理! 摆脱了愚昧的群婚状

态*八卦#历法#礼乐等开启了人类的智慧!

丰富了精神生活$$伏羲福泽黎民#护佑众

生!这种'神灵)是'普惠)制的!只要忠诚老

实#诚实守信#勤劳本分!就能得到人祖保

佑!沾上灵气!实现愿望"这就是俗话说的心

诚则灵"

从另一个角度讲!一是烧香者所许之愿

有一定基础和条件!比如经商的希望生意更

红火#打工的希望工作更顺利#年长者希望

子女更健康#上学的希望学业顺利学有所成

等!许的愿是经过一定努力可以或可能实现

的* 二是这种愿望的目标非常明确具体*三

是对所许之愿会不懈努力地追求"

这样!人努力#天帮忙!天人合一!阴阳

相辅!多数愿望能够如愿"也正因为如此!有

了心愿来许愿!如了愿望来还愿!还了老愿

许新愿!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所以! 当地民谚曰&'烧香许愿来淮阳!

人祖保佑有希望!求子求财求事业!美满幸

福又安康" )

烧香也是聚合正能量

来淮阳烧香拜祖是一种美好愿望的表

达形式!是先进#向上#健康的文化体验!与

其他烧香拜佛#占卜算命等文化糟粕有着本

质的不同"

一曰表达孝心"太昊伏羲是中华民族景

仰的人文始祖!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

先)!是全国各民族共同认可的血缘先祖"太

昊陵蕴藏着中华文化之根!名冠全国十八大

名陵之首!被史学界公认为'天下第一陵)"

来到'东方麦加)淮阳烧香拜祖!觅览人祖伟

业!重拾民族记忆!发现华夏'滥觞)!缅怀先

人恩德!不但是对根文化#姓氏文化#龙文

化#易经文化#农耕文化的由衷认可!也是一

种慎终追远的精神寄托!还是一种朝宗敬祖

的孝心表达"

二曰启迪心智"净手焚香!虔诚肃立!穿

透数千年时空!伏羲的丰功伟绩让人举一反

三#见贤思齐!激起震撼灵魂#鼓舞人心的力

量" 比如养牺牲#兴庖厨的探索力!定姓氏#

制嫁娶的创新力!归服诸夷#民族融合的包

容力!以龙纪官#分理海内的凝聚力!千里迁

徙#自强不息的进取力$$

三曰净化心灵" 通过烧香这种载体!包

容#创新#民本#奉献的精神因子在陶冶情

操!勤劳#善良#淳朴#厚道的文化元素在滋

润心灵!礼#智#信#善的价值理念在感召言

行"大家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千里迢迢!带着

美好的愿望#虔诚的心态#感恩的情怀及不

尽的膜拜之情!烧香祭祖#祈福纳祥!追求的

都是向上#向善#向美#向好的愿望" 人在做

天在看!即便离开之后!也会产生一种无形

的约束和自觉的激励!这不正是为推动经济

发展与社会文明和谐聚合正能量吗%

破解高香之惑

寻根祭祖的文化盛筵有时确有被热情

的香客弄得浓烟滚滚现象!一些粗制滥造的

香品不仅危害健康#污染环境!还存在火灾

隐患"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措施!

景区管理部门使出浑身解数推动安全燃香#

规范燃香#文明燃香!但效果差强人意"究其

原因!群众祈福纳祥'烧高香)的愿望强烈!

来拜祖者有几个不想烧高香呢%经营者有丰

厚的利润!高香有'赚头)!买高香者有几个

讨价还价在乎几个钱呢%如何既顺应游客心

理需求又让当地群众多多赚钱!便成了景区

管理部门的难点"

对于高香!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可消

而灭之!应从实际出发!找到消费#生产经营

与管理的结合点!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文

化需求" 一方面切实加强高香产品生产#流

通和消费环节的监管*另一方面多用创新的

办法! 比如生产可燃部分不超过国家标准#

主体部分能循环利用的高香!像长过滤嘴香

烟一样"再比如!研发品种多样#文化气息浓

郁的高科技电子高香等" 供与需!物质与精

神!古老与文明!条条与民愿!总是要相宜

的"

中国梦!亿万老百姓的梦" 愿人人心想

事成#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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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有乾坤!字"风流
!!!走近书画名家"江西省书协主席毛国典

阿辽 朱虹 文
5

图

很早就耳闻!在河南书画界!人们悄然

议论着一个人&他早年就读周口师范学院!

如今是江西省书协主席* 其书画作品屡屡

斩获'兰亭奖)#'金彩奖'等全国书画大奖*

他是为数不多将中国书协理事# 中国美协

会员# 西泠印社社员集于一身的$$他就

是从周口走出河南的书画名家! 中国书协

隶书委员会秘书长#江西省书协主席#江西

省政协委员+++毛国典"

仲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笔者有缘

见到了亲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毛国典书

法工作室)学员来周口授课#考察#交流的

毛国典先生"

谈及自己的书画艺术道路 ! 厚道 #直

爽的毛国典先生依然保持着低调!言辞话

语如同他的书画创作 &清醇古雅 !酣畅尽

爽"

岁月蹉跎酿风流

毛国典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

河南省上蔡县! 与统一文字的秦朝李斯可

谓是同乡" 高中毕业在家种地的辛苦!没有

浇灭他自幼对书画艺术的憧憬与梦想!在

农村的寂寞与失落! 没有击败他对书画艺

术的追求!是汗水与努力让他梦圆!得以就

读于周口师范学院美术专业" 从此!开启了

毛国典对书画艺术征程纵横驰骋的大幕"

在周口师院!他拜师学艺!临帖摹碑!沉浸

于书画艺术的海洋" 谈及周口师范学院的

求学生涯!如今他依然忘不了当时的教室#

操场!忘不了结交的良师#同窗" 如今!他每

次莅临周口! 都不忘邀请当时周师后勤处

的一位朋友小酌!共叙当年的欢笑!同话岁

月的蹉跎"

毛国典先生毕业后! 分配至河南省工

艺美术学校从事艺术设计的教学工作" 无

论在周口#开封!还是郑州!毛国典始终把

书画艺术当做自己人生的快乐与追求" 十

年铸剑!到二十世纪末!毛国典渐成中国书

协#美协举办展览的'获奖专业户)!渐成中

国书协理事# 中国美协会员# 西泠印社社

员" 然而!毛国典并不满足!

!660

年!他毅然

离开中原文化积淀深厚的河南! 作为江西

省引进的人才! 先是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任教! 继而正式调入江西省书协成为专职

书法家和书法组织者"

在江西省书协工作! 尤其是担任书协

秘书长后! 毛国典没有把自己当成 '外来

户)!而是积极融入江西书法艺术创作和书

法创作队伍中" 他克服阻力!打破圈子!淡

化地域观念!转思路办培训!凝聚书法创作

队伍"首先是打基础"举办一年一届的全省

临帖班和临帖展#国展冲刺班#普通书法培

训班!随后又成立江西省书法培训中心!一

系列书法公益活动在江西省书法界风生水

起" 通过各种形式的书法专业培训!江西省

许多书法爱好者从原来的'自由体)转向传

统经典的学习! 以此检阅江西整体书法水

平!从业余向专业靠拢!功底日益扎实" 在

此基础上!逐年举办各种书法活动!以此提

高江西书法水平!渐为全国书法界所关注"

通过专业培训!普及书法教育#抓中青年创

作群体#抓重点作者!江西从一个书法落后

的省份向书法大省跨越"

!66&

年!全国第三

届书法展'兰亭奖)入选#获奖率居全国第

一*

!607

年!全国首届楷书展全国第三" 功

夫不负有心人!汗水与辛勤没有付诸东流"

毛国典广交朋友#尊重书家!奠定了他在全

国书法界的地位与江西省书法在全国的位

置!赢得了同仁的口碑"

!600

年!江西省书

协换届! 毛国典当选为江西省书法家协会

主席更是众望所归"

五体兼能真风流

纵观当今中国书画界!集书法 #绘画 #

篆刻于一身者!屈指可数" 能成为中国书协

理事不容易! 再加一个中国美协会员更不

容易! 再成为篆刻界最为权威的西泠印社

社员!那就难上加难" 然而!毛国典先生却

做到了!他凭借自己书法#绘画#篆刻的真

功夫!赢得了口碑#赢得了尊重#赢得了荣

誉和地位"

在书法艺术创作中!毛国典真#行#草#

隶#篆五体皆能" 其中以简牍为本的隶书最

为书界熟知和称道" 他早年学艺于河南书

坛名将李逸野先生" 他的隶书!在汉碑,曹

全碑-#,礼器碑-#,孔宙碑-基础上!有机揉

合汉简!深得,武威仪礼简-#,马王堆帛书-

精髓!其作品点划精到!既有汉碑的严谨整

饬!又有简书的灵动飘逸!融汉碑#汉简#帛

书于一体!有丰富的艺术内涵" 诚如全国著

名篆刻家#理论家#中国书协理事#西冷印

社副社长李刚田先生对毛国典隶书的评

价&'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汉人书风应显雄

浑厚重的! 国典笔下的隶书却写得轻灵雅

致!使人耳目一新" 观国典书作!把古#雅#

趣三者自然融合! 使人感到一种既大气清

新!又典雅蕴藉的审美境界" 在当代书坛!

写简书的不少! 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

寥寥!简书最容易把握的是形!最难把握的

是神!不少学简书的!都流于夸张#圆滑!个

中原因!无非是对汉人精神理解不深!脚下

无根!对古人只学习一些皮毛" 以此反观国

典! 他成功的奥秘在于深入传统! 融会贯

通" )在行书创作中!毛国典又把吴昌硕的

霸悍淋漓与米芾的沉着痛快糅合一体!既

表现出宏大气象!又不失笔法的精微" 在结

字造型上注意点画顾盼!结构参差错落!端

庄大方不失奇险! 用笔清丽劲健又富于轻

重变化!古今融合!质妍互参!凝重不失流

动! 秀雅返于朴厚! 正可谓墨凝素练写乾

坤"

在绘画艺术创作领域! 毛国典画作路

子宽泛!中国画#水彩画#油画皆可" 其中尤

以水彩画最为擅长! 屡次在全国美展中入

展# 获奖" 他的每一幅画都是他灵魂的倾

诉#感情的绽放" 而他的篆刻艺术!同样引

人瞩目!不但多次入选全国篆刻展并获奖!

而且是西冷印社入社较年轻的社员之一"

他的篆刻作品古雅秀丽#英气十足!充满变

化!篆刻风格在古朴平正中不失变化!在古

意中透出自我!表现出自然爽健#清新可人

的风骨"

周口市的书家谈及毛国典的为人与作

品!啧啧称赞&毛国典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省

级书协主席!做人厚道#直爽#公正#无私!

无论领导#同志#朋友#学生一视同仁!这是

他做人的成功之道! 展现了河南人的美好

人格!他对艺术创作勤勉!笔耕不掇!不断

创新!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骄傲与自豪"

乡村的小街
路 雨

乡村的小街

被叽叽喳喳的女人们

唱得红红火火

唱出了自己的特色

街上的新鲜事一茬接一茬

让人来不及收割

走进春的繁忙

走进夏的热烈

走进秋的喜悦

走进冬的芳洁

乡村的小街

被外出打工回来的人们

拓宽了视野

那一声声叫卖

觉醒了小街的商品意识

那一曲曲广场舞

给小街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那激越的电声音乐

掀开了小街崭新的一页

在这热辣辣满是商品味的

气氛中

在这熙来攘往车水马龙的

小街上

小街人正以极大的热情

跻身于乡村都市的行列

女儿的狗
莲溪生

!!!!!!

丈夫去世那年!女儿才九岁" 她觉得自

己的人生仿佛一下子变成了无边的苦海!

而女儿就是那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成

为她灵魂的唯一依托和继续活下去的最大

理由"

和女儿相依为命的日子里! 她深知女

儿也是痛苦万分" 以前在她印象中永远像

一只欢快小鸟一样的女儿! 变得沉默寡言

了" 女儿从不在她面前谈爸爸的一切!看到

别的女孩在爸爸面前撒娇的时候! 女儿总

会很快地背过身去!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走开! 但她有几次分明看到了女儿眼里的

泪水" 最让她痛心的是有一次!偶然在当地

的晚报上看到了一篇作文!题目是,神奇的

椅子-! 文中的小女孩回忆跟随爸爸上街!

累了的时候就让爸爸把腿支在路边的台阶

上!让她坐在上面休息的情景!特别地温馨

感人" 在那篇作文的标题下!她看到了女儿

的名字" 那一刻!她忍不住哭了" 她为那死

去的丈夫哭!为女儿哭!也为自己哭" 从那

一刻!她下决心要把更多的爱给女儿!决不

让女儿有一丝一毫的孤单"

慢慢地! 她的爱重新滋润了女儿受伤

的心灵!母女俩人生的天空又变得晴朗了!

欢声笑语重新回到了她们的生活中"

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怀里抱着一只

又脏又臭的小狗! 一进门就催着她赶快给

小狗洗澡" 在她的细问之下!她才知道这是

一只被人遗弃的小比熊! 被善良的女儿给

抱回来了" 她很想让女儿把这只小狗扔出

去!但看着女儿那双善良无邪的眼睛!她选

择了接纳" 她把这只小狗送到宠物店去洗

澡! 这时她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只很漂亮的

小狗! 一身雪白密实的毛! 摸上去又柔又

滑!两只黑黑的眼睛和同样黑黑的鼻子!远

看像三颗黑亮的宝石!可爱极了" 她不明白

狗的主人为何抛弃它! 特意问一下宠物店

的老板!老板是一名宠物医生!仔细检查下

才发现小狗原来患上了严重的肝炎! 很难

治好!就是能够治好了也要花费几百元!比

再买一只同样的狗还要费钱" 听到这些她

很想放弃!可在一旁的女儿却不愿意了!女

儿紧紧地抱着小狗不放! 眼泪哗哗地流下

来" 女儿没有大声地哭闹!可那压抑的抽泣

声却像鞭子一下一下地抽在她的心上"

突然!女儿一下子冲出宠物店!急急地

跑回家去" 就在她还在惊慌失措不知如何

是好的时候!女儿已折回了宠物店!怀里多

了那只自己珍藏了好几年的储钱罐" 女儿

回到店里!'啪)地一下把储钱罐摔在地上!

一大堆硬币哗啦一下散落在地上! 女儿捧

起这些硬币!一边往宠物店老板手上送!一

边哭着说&'叔叔! 求求你一定把小狗救活

吧( )

宠物店老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

慌忙把女儿扶起! 一边对身旁的她说&'我

不要钱了!冲着你女儿爱狗的劲头!我尽力

帮你们把狗治好" )

看着她仍然犹豫的样子! 宠物店老板

做起了她的工作&'其实狗生在这个世界上

是很可怜的!它们生下来不久就被送人!每

一只狗都是孤儿! 尽管主人给予它们的并

不多!但狗对主人的感情却很深!有的狗一

生都不会离开主人" )宠物店老板的话一下

子触到了她的心灵! 她心里最后一丝犹豫

也没有了!使劲地点着头!同意了宠物店老

板和女儿的要求"

经过不间断地治疗! 小狗终于被治愈

了!她和女儿抱着小狗回家的时候!女儿快

乐得像只春天的小燕子!蹦蹦跳跳的" 女儿

还给小狗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小白" 女儿还

冲着她说&'从今后小白就是我的小弟!你

要像疼我一样疼他哟( )

以后的岁月里! 小白成了她家里的一

名成员! 这只调皮的小狗带给她和女儿许

多欢乐和温馨" 每每回到家!小白总是围着

她和女儿蹦跳着!两只前爪扒着她们!嘴里

呜呜地叫着" 晚上! 小白就躺在女儿的床

上!有时候还像人一样仰躺着!嘴里还会发

出轻微的呼噜声" 小白的种种可爱有时让

她觉得它不是一条狗! 简直就是一个乖巧

的孩子"

女儿当兵走的时候! 似乎对她的留恋

还没有对小白的留恋大" 女儿自始至终地

抱着小白!眼泪哗哗地淌着!泪珠不断地滴

落在小白身上!小白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紧紧地靠着女儿!嘴里呜呜地叫个不停"

自从女儿去了部队以后! 小白在她的

生活中更重要了! 以往很多忽略的地方一

下子清晰起来" 在对小白的日常照料中!她

不知不觉地把对女儿的思念倾注到了小白

的身上! 给小白吃各种好吃的东西! 看电

视!睡觉都把小白抱在身边"

可她对小白的宠爱终于导致了不幸的

发生!当她发现小白的异常时!小白的病已

经很严重了" 她把小白抱到宠物医院!医生

检查了一下!问她&'平时都给小白吃什么%

是不是喂它吃了巧克力% )她看着医生严肃

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安!她近段的确把女儿

留下来的巧克力喂了不少给小白" 她点着

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医生!医生的一番话

让她后悔不已"

医生说!巧克力对于人是美妙的食品!

而对于狗来说却是致命毒物! 狗吃了巧克

力以后会严重损害肝脏! 如不及时治疗就

会引发肝中毒!会要了小狗的命"

她听了医生的话!十分慌张!忙问医生

小白的病情怎么样% 是否还有救%

当她读懂了医生眼里的信息后! 她的

头脑一阵眩晕! 当她再三地恳求医生无果

后!她失望地抱着小白回家了"

过了没多久! 小白终于在她怀里去世

了" 小白直到临死的那一刻!眼光一直没有

离开她的眼睛" 小白的眼神是哀伤的!恋恋

不舍的" 这让她简直肝肠寸断(

她把小白埋到郊外一片树林里" 回家

的路上!她的心始终酸酸地"

过后的日子里! 她的生活里几乎一片

空白!她更加思念死去的小白" 一个念头涌

上她的心里时! 她突然坐不下去了" 她在

想!如果有一天女儿回家了!见不到小白怎

么办%

接下来!她不停地往宠物市场跑!到处

寻找与小白模样相似的小狗"

终于有一天! 她发现了一只与小白长

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小狗! 当她盯着这只小

狗看的时候! 这只小狗也用黑漆漆的小眼

睛望着她" 人与狗之间有一种似曾相似的

感觉! 一时间她觉得眼前的这只小狗就是

小白"

她迫不及待地把这只小狗买下来 !连

讨价还价都没有"

她把这只小狗抱回家里! 仍然给小狗

起名叫小白" 开始的几天!这只新的小白与

她还有点怯生!慢慢地就与她相熟了!也许

狗的灵性也是相通的! 这只小狗与过去的

那只小狗的习性#动作!甚至神态几乎没有

什么不同!连她自己都难以区分"

小白完完全全地复活了"

两年后!女儿复员回来" 一进门!女儿

就把 '小白 )抱起来 !欢快不已 !却忽略了

'小白)的怯生和不安"

她迎上来!和女儿#'小白)拥在一起 !

幸福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下来"

老子故里行
李育敏

鹿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 久誉盛名的宋河粮

液出自鹿邑! 全球公认的老子故

里就在这个安静的小县城里" 其

实!在我没有到鹿邑之前!已经通

过友人的间接介绍知道了太清

宫#老君台等景点" 估计是宿命!

让我这样近距离地触及'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经典"

匆匆吃了早点! 便搭乘出租

车到了太清宫" 下了车!一座雄浑

的古典弯檐建筑稳稳端坐眼前 "

天气很好!蓝色的天空下!这样的

建筑让心中崇敬的情愫如壶口瀑

布一样奔涌出来" 我稳下心神!走

进红色的大门! 仅几十步便见到

一口井! 名曰望月井! 很美的名

字!总会令人遐想" 由于地理位置

的精工巧设! 望月井在甲子年的

中秋夜可以看到一轮圆月在井

中!真正可鉴古人的巧夺天工" 正

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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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处四角香炉前!很多

香客正在烧香还愿!钟声萦绕!香

烟袅袅!让人无法不虔诚面对"

太极殿的北边是三清殿 !供

奉三清道祖!继续北行!便到了老

子故居! 也就是老子日常起居生

活的地方" 比起太极殿和三清殿!

更具有亲和力! 仿佛能够看到老

子他老人家每日闲雅清净的生

活" 旁边有鹿舍!养有几只鹿儿"

鹿自古以来便是祥瑞之物! 养在

这里!定多了些灵性" 说实话我真

心盼望着过那种清心寡欲# 自在

自得的日子!闲来读书!日出三竿

我尚醒!桌边常有酒半盅!真是神

仙的日子! 仿佛吸进肺腑里的空

气都有神化了的味道! 这估计也

就是老子故里所给人的感觉吧"

继续前行!是聚仙廊!这里让

人无法不去幻想! 聚仙廊里定会

时不时有神仙的高谈阔论! 他们

一位位鹤发童颜#清风道骨" 这样

的景象着实令人神往! 觉得自己

连呼吸都变轻了! 为了不打扰仙

家我且屏住呼吸!静静飘过吧" 聚

仙廊继续北上! 气氛突然庄重了

起来!一座双层四角亭中!树立一

块石碑!是先天太后!也就是老子

母亲的赞碑!出自宋真宗的手笔"

亲自撰文!亲自书丹题写碑名!可

见宋真宗对老子母亲的无限敬仰

之情" 这是集合御书#御笔#御额

为一体的碑刻!故另名为三御碑!

用的石料坚固无比! 从宋代保留

至今!堪为罕见" 三御碑北边一点

便是先天太后墓了! 一座圆形的

坟茔!庄严肃穆" 墓碑上是唐代著

名书法家颜真卿的亲题"

走到这里快到了回返的路

途!旁边有一小殿!名曰娃娃殿 !

想要祈求添丁的人们络绎不绝 "

路遇奥敦妙善石馆! 来到了一处

水域!名曰仙缘度!与聚仙廊东西

相望!水域上架一桥!叫仙缘桥 !

是木板绳索攒成" 走在桥上晃悠

悠的!一阵突然的眩晕感袭来!让

我用力抓稳了桥的栏杆! 这可不

是病态! 得道成仙之前都需要这

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吧! 这种感觉

直到过了桥走上石板路依然无法

自持!总觉得路左右摇摆!定神无

果!算了!为了成仙!小妹我就这

样癫狂一阵吧"

走出了太清宫! 心中的那份

崇敬又一次升华! 太清宫的正南

是老子文化广场! 走过直冲云霄

的牌坊后! 一尊二十多米的老子

塑像端屹" 老子双目微闭!从他身

前经过的芸芸众生显得那样渺

小!入玄的模样!不愠而威 !长髯

飘飘!双手合于胸前!宽袍阔袖 "

基座上书有四个大字 '天下第

一)!有老子天下第一之势 !在那

里拍了照片! 总觉得自己也恍若

道中人! 若世间真可以无为而治

该多好!四处一片祥和!人们生活

在祥和安静之中自然也就会清心

净欲!又怎会有不和谐产生呢" 塑

像周边一圈是老子画像的不同版

本!是啊!世人均未见过老子 !又

怎能写实地刻画老子的容貌 !但

是所有的塑像都气宇轩昂# 鹤发

童颜! 这也就应该是人们心中与

仙有缘的形象吧" 画像旁走几步

便可看见一处青铜铸造的雕像 !

或孔子问礼#或书童伴身#或老子

书写,道德经 -!都是那样自在自

得!超脱凡世"

探访了老子的家! 自然要到

老子升仙的地方走一遭" 在鹿邑

东北隅! 与太清宫东西辉映的便

是明道宫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

是众妙之门!来自,道德经 -里的

句子!'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无

征兆#无端倪#无形象#无边际!至

为深远者!谓之'玄)" 至微又微#

至远又远# 至隐又隐! 无法估量

者!谓之'又玄)" 玄之又玄#正表

明了一个'道)字的博大精深 !没

有人可以参透其中的精髓" 四根

红漆柱子支撑起一座标准的中国

对称式牌坊!大气壮观" 通过众妙

之门!十几步!脚下一幅巨幅的八

卦图平铺!正前是明道宫!供奉老

子!雕像
!

米有余" 明丽彩塑!精

工巧雕" 明道宫的背后是老君台!

也就是老子得道升仙的地方" 有

趣的是这里也有一根赶山鞭 !与

太清宫里的相得益彰! 除了神话

传说中说的以外! 这根铁柱还有

另外一层含义! 由于老子曾任周

朝史官!在朝堂上做大事记录" 古

代天子尊贵无比! 朝廷议事只有

他一人坐着!百官皆肃立阶下" 为

了书写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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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允许老子倚在

殿内的柱子上记事!为此!老子被

后人称为'柱下史 )!后人在建庙

时就在庙中立一铁柱以示纪念 !

后来道教将老子尊为始祖! 道士

们便把铁柱缩小为发簪插在头

上!表示对老子的虔诚和尊敬"

太清宫#老君台一行结束!老

子的清净明德却深深镌刻脑海 !

其实造访老子! 对于我来说也是

寻根之旅"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

阳" 是公认的李姓之根祖!自然更

不虚此行" 回到宾馆吟绝句一首!

为和此次出行"

"问道#

问道豫东老子家!

寻踪鹿邑佯孤侠"

道德经里哲理有!

清净无为仰望他"

馨宇 摄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