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国学名篇"二千言
!

刘广岩

宇宙大法!一阴一阳" 阴阳交感!

天地玄黄" 龙腾池水!见于田旁!冲天

而起!升腾翱翔!运行不止!变化开张!

目标高远!充满力量" 阴阳和谐!各得

其位"一阳来复!信心百倍"扶阳抑阴!

弘刚扬威" 阴气所凝!其势犹微#阴气

将盛!严寒作陪#阴冷彻骨!寒气锋锐"

温和恭敬!虔诚恩惠" 崇尚阳刚!温柔

相随"中庸之道!不可偏废"虚怀若谷!

恪尽职守"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卑以

自守!谦恭仁厚"美誉不傲!美德不矜"

居功不傲!敬服万民" 厚德载物!万事

称心"中正养德!化吉避凶"骋怀旷远!

气朗和风" 君臣离心!天无太平" 木秀

于林!野风必摧"收敛锋芒!从容应对"

存不忘亡!治不忘违" 生于忧患!成于

敬畏"避害就利!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临危不惧" 恃才傲物!自命不凡!沾沾

自喜!志得意满!忘乎所以!得鱼忘筌"

身处富贵!莫忘贫寒!愈是穷困!其志

弥坚"或跃在渊!自励自勉"顺应天道!

崇德尚贤" 心灵纯洁!境界高远" 仁厚

宽容!以德报怨"性情敦厚!待人真诚"

矫情自欺!违反常情" 独来独往!天马

行空"强横霸道!咄咄逼宫"鲁钝木讷!

主见不定" 逆来顺受!委曲求荣" 壁立

千仞!干烈秋风"宽以闲居!仁以简行"

宽厚居心!仁惠事生" 心胸坦荡!大度

从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处世接物!

忠信笃诚"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 天无

私念!地无私情"日月经天!无不临风"

刚健中正!守口如瓶" 含蓄不露!大智

隐能"一身正气!刚健自雄"韬光养晦!

浑藏虚清" 云行雨施!民享安宁" 披肝

沥胆!日昭月明"外虽阴柔!实则刚坚!

当柔不柔!执拗独专" 龙战于野!其血

黄玄"苍天在上!日月临鉴"光明磊落!

无咎无悔" 义以方外!敬以直内" 政治

清正!阳光明媚!重民尚德!教化可循"

行为狂妄!不利臣民" 盘庚迁殷!尧治

天下!九族既睦!协和万家"夏灭商立!

商亡周兴!敬德保民!修德配命!惠鲜

鳏寡!倾听民声"怨詈谤言!反躬自省"

仁政民本!天下安宁" 任人唯贤!考察

任用"周公勤政!国运亨通!宵衣旰食!

夜寐夙兴" 殚精竭虑!不辞劳苦!仓廪

充实!则知礼数!衣食丰足!则知荣辱"

下怨其上!理不上通" 动则失位!静乃

得中"虚者无求!若存神明"去欲则寡!

静则制动" 虚壹而静!洁心若镜" 孔圣

思想!千古绝音!探知学术!博大精深"

三省吾身!言而有信!谨言善行!礼义

忠仁"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视其

所以!察其所安"德治之本!孝当为先"

身正令行!齐家勤俭" 臣民孝子!愁女

怨男"敬重父母!悦色和颜"己心之德!

细心品玩" 淡泊明志!宁静心宽" 以学

求仁!就近至远"礼乐相谐!陶冶性情"

钟磬埙管!鸣奏和声" 里仁为美!择邻

首章" 以孝达仁! 忠恕良方" 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 博学于文!礼让三先"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饭蔬食素!曲肱

眠目"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谦和坦

诚!学者风度"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择善而从!仁之本心"弘大强毅"持家

俭勤" 心术方略! 无为治本" 弘扬仁

道!推崇德臣" 恭敬辞让!卓尔不群"

行必有果!言必有信" 平和宁静!充满

温馨" 刚毅木讷! 志士近仁" 巧言令

色!卑陋鲜仁" 圣贤之道!以仁为本"

老子精髓!道德真经!前后相随!难易

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音声相

和!有无相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无为不争!无私无欲" 虚极静笃!终身

不移" 孙子兵法! 经以五事" 孙武兵

经!辞如珠玉" 仁爱信用!勇敢严毅"

作战造势!奇正相生" 势险节短!攻其

不兴" 择人任势! 克敌勇猛" 兴兵打

仗!务求速胜" 激励士气!赏罚分明"

不足则守!有余可攻" 知己知彼!百战

百胜" 兵不血刃! 上兵伐谋" 驰骋千

里!神出鬼没" 用兵三势!声态气势"

分数形名!奇正虚实" 将领不屈!设法

杀之 #贪生怕死 !俘虏为上 #秉性急

躁 !寻衅激怒 #洁身自好 !讥刺羞辱 "

墨子尚贤!尊重贤能!举贤用贤!德义

为重 !亲疏贵贱 !彻底肃清 " 不党父

兄!富贵得中" 亏人愈多!不仁兹穷"

战国时代!弱肉强食" 东周晚期!礼崩

乐弃" 空谷回声! 尊王攘夷" 尸横遍

野!白骨遍地" 穷兵黩武!自取亡遗"

赴火蹈刃!死不足惜" 墨子节用!反对

浪费 " 圣王为政 !发令兴事 !使民用

财 !用财不费 !民德不劳 !其兴多利 "

墨子天志!哲人之理#我为天欲!天为

我欲 !天意难违 !不顺大忌 " 禹汤文

武!顺天得赏#桀纣幽厉!反天遭殃"有

义则生!无义则亡#有义则富!无义则

荒#有义则治!无义乱党" 强不劫弱!

贵不傲贱" 轮人有规!匠人有矩!执其

规矩 !以度方圆 " 仁之行事 !务求兴

利"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

之所安" 大钟鸣鼓!琴瑟竽笙" 高台厚

榭!文章刻铭"民有三患!饥不得食!寒

不得暖!劳不得息" 耕稼树艺!纺绩织

"音乐歌舞!声色沉沦"恣意享乐!骄

奢逸淫" 搜刮民膏!暴夺民薪" 王公大

人!端坐高台!青年男女!清秀焕彩!嗓

音悦耳!歌舞摇摆!眉目传情!奢靡无

碍!荒淫无耻!史传说来"墨子非乐!不

入朝歌" 邑号朝歌!墨子回车" 厉王暴

虐!召公纳谏"国人谤王!民不堪言"防

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溃!难于周

全"施政缺失!暴戾贪婪"庶人传语!近

臣尽规" 亲戚补察!瞽史教诲" 钳制百

姓!重用佞臣!无所顾忌!自毁根本"笼

罩恐怖!财货专利" 收刮民财!变本加

厉"臭名昭著!道路以目"倒行逆施!罄

竹难书" 残忍血腥!群情激怒" 摧枯拉

朽!势不可阻"周礼一书!成于战国"职

掌邦礼!春宫宗伯" 王师大献!令奏恺

乐"国都闾巷!莫不有学"掌其政令!听

其治讼" 掌其序事!治其乐政" 小事用

乐!令奏鼓钟"忠顺调和!恭敬有伦"以

作动物!以说远人#以安宾客!以谐万

民"黄钟大吕!歌舞$云门%&美化性情!

净化灵魂& 黄帝乐典!祭祀天神& 礼乐

征伐!相提并论&古代乐教!陶冶精神&

孤竹管弦!琴瑟和云& 主有三辞!宾有

三请&隆重礼仪!若祭神灵&本有善心!

涵养德性& 教不可长!欲不可从& 修身

践言!谓之善行&非礼不决!分争辨讼&

人子之礼!冬温夏?!昏定晨省!丑夷

不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 自我抑制!自我收敛& 思想

专一!不可涣散&爱而知恶!憎而知善&

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行修言道!礼之

实质& 非礼不亲! 宦学事师& 鹦鹉能

言!不离飞鸟& 猩猩能语!不离禽兽&

人而无礼!禽兽之心& 禽兽无礼!父子

聚&富贵好礼!不骄不淫&宾主礼仪!

无不曲尽& 名篇国学!博大精深& 少涉

穷究! 每日重温& 细细品味! 辉光照

临& 哲理箴言!令人感奋& 通会达理!

受用终身&

!作者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

协会员"市书协副主席#

童心叩我
南 丁

$叩问童心%" 装帧很雅致的一本

小书& 杨稼生的文字好" 田田的日记

动人" 周同宾的序也漂亮" 祁瞻的插

图也属上乘" 反映着大象出版社策划

运作的水平& 封面有提示语' 倾心倾

力爱俺田田" 让她知道这世界上究竟

有多少爱" 然后" 让她依着这个 (数

儿) 去爱世界& 读完这本小书就知道"

这句提示语就是此书的题旨所在& 封

底摘引了台湾著名诗人也是河南老乡

痖弦给杨稼生信中的一句话' *你写

田田的文章我都仔细看了" 都是极动

人的散文+) 内地十多家报刊, 台湾报

纸 , 北美的 $世界日报 % 都曾设过

(叩问童心) 专栏+ $叩问童心% 在出

书前就已广有影响+

从$向晚时分%$废信封%$垃圾%$买

垃圾%$过马路%$听雷%$耳语%$小表弟

是一勺一勺喂大的%$你能不能不流口

水%$有偿游戏%$大人话%$老房子%$玩%

等一路数下去 "

!"

余篇 "

!

万余字 "

如稼生来信中所说" (这几年常跟孙

女田田一起玩" 记述了一些琐事)" 爷

爷对孙女的苦心爱心就是在这些琐事

中进行着完成着+ 苦心令人感动" 爱

心润人心田+ 不只是滋润着孙女田田

的心田" 也滋润着许多爷爷们的心田

吧+ 这就是杨稼生" 这就是杨稼生的

$叩问童心%+

我与稼生相识已经
#$

年 "

%&!'

年

春天"我们一起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

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 后来他遭遇不少

坎坷"过着隐逸的生活+

稼生复出后"不再虚构小说 "只写

散文"陆续有$海蓝海蓝的眼睛%$我女

儿必经此地%等散文集出版+ 读稼生的

散文" 能感受到他经过在自然中
()

多

年的陶冶获得的性灵" 文字也优雅"是

种艺术享受+ 省里进行过的两届优秀文

艺成果奖评奖"我和几位评委都想将稼

生的散文推上去" 终因这样那样的原

因"未果+

这次读$叩问童心%"诚如同宾在序

中所说'(我看"田田也常常在无意中教

导稼生"把年过花甲的爷爷教导成了童

心十足的老小孩儿+ 正是因为这"爷孙

俩才互相理解"性灵沟通"才在一块儿

玩得舒服"生活得陶醉+ )稼生快乐起

来"真叫人高兴+

同宾在序的最后说'(当然"稼生的

文章算不上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

事."但离百姓很近"离人心很近+ 因此"

自有其流传的价值和长久的生命力+ 散

文写到这份儿上"够了+ )

我想说"也够"也不够+ 当年
'"

多

岁的爷爷和
'

岁多的孙女的沟通交流"

总嫌有那么一点不平等"总嫌有一点是

单向灌输"如果在叩问童心的同时也童

心叩我"这就是双向的平等的了"也必

定是更加丰富好看动人的了+ 我多么希

望稼生被田田叩开的心扉"更开阔地敞

开起来"我多么愿意听到稼生大声地说

话,朗声地大笑+

用田田对爷爷说的话"让我们用声

音手牵着手+ 我就用这从我心里生长出

的声音"与稼生与田田与你们爷孙俩手

牵着手"乐意吗/

'作者系河南省文联原主席(

清平乐#抗战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周年

!

童新生

历史画卷!穿越七十年& 卢沟桥

头寇侵犯!中华民族危难&

血染红旗高擎!四亿众志成城&

艰苦卓绝八载!耀我神州赢胜&

中国书画家协会
河南省周口市分会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刘彦章0日前"中国

书画家协会河南省周口市分会揭牌仪

式暨首届书画名家作品展在周口市群

众艺术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书画家协会,周口

市文联主办"周口市群众艺术馆,周口

美术馆,河南省御笔坊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承办+中国书画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李

丹奎以及市文广新局,市文联,市群众

艺术馆等单位负责人参加揭牌仪式+

李丹奎和周口美术馆馆长王长

宇分别致贺词+ 中国书画家协会河南

省周口市分会会长龚新文作表态发

言+ 书画名家作品展展出了来自周口

市和其他省市的
*)

位书画家的
%!)

多幅作品+ 作品大气磅礴,异彩纷呈"

受到广大观众好评+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李硕 电话!

+*,&!),

!!"#

年
$

月
"$

日!-"#$%&'(.)/012*+,-./0"

!

竹 颂
!

姜玉海

破土而出一二三!

虚心向上志蓝天&

春来喜雨尖尖笋!

夏沐晓风枝叶繁&

酷暑烈日新叶绿!

严寒冰霜老枝坚&

高风亮节骨铮铮!

雨骤风狂腰不弯&

扎根山涯松柏依!

摇枝滴翠入画泉&

不羡豪门饰金屋!

甘为筛帚在人间&

雅衣难掩罪恶事
王天瑞

(雅) 字从何而来/ 我无力考证+

但我猜想" (雅) 字来自于 $诗经%+

我国古代的 $诗经% 分为风, 雅, 颂

三类" 风诗大多是民间歌谣" 雅诗大

多是朝廷官吏的作品" 颂诗大多是统

治者用于祭祀和其它重大活动的乐歌+

随后" (雅) 字就逐渐定位于高尚的

意思 , 不粗俗的意思 , 敬辞的意思 "

如风雅, 文雅, 儒雅, 典雅11再如

雅人, 雅士, 雅兴, 雅趣11

谁曾料想"随着时间前进和时代变

迁"*雅)字又派生出了*雅贿)+ 其实"

*雅贿)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

到汉朝+ 汉元帝时代"宫女不惜花费重

金贿赂画工"以求被选中+而今"*雅贿)

已频频出入官场"有那么一些人"竟披

着*雅衣)"顶着*雅号)"走在*雅圈)里"

干起*雅贿)的勾当来+

蒋国星"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

长" 贪污受贿
3+!

万余元"

*)%$

年
&

月

%*

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

年
'

个

月+ 平时"虽然蒋国星的字写得像屎壳

郎爬"却有很多人夸他是*书法家)+ 他

就自不量力"到处写字题词+不过"他的

*墨宝)是要润笔费的+ 一天"开发商王

新宇请他题写*睢宁大院)四字"他豪爽

挥毫+ 王新宇立即送上
!

万元现金"他

果然笑纳+ 还有一次"蒋国星告诉开发

商张何"南京有个拍卖会"会上有他几

幅书法"让张何去*架架势)+ 张何立即

答应+ 拍卖会上"张何与几位朋友经过

*竞拍)" 以
!

万元拍下蒋国星的两幅

字+ 后经权威人士认定"蒋国星的字毫

无价值+

许迈永" 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

受贿
%4$!

亿余元, 贪污
!5))

万余元"

被法院判处死刑"

()33

年
,

月
3&

日被

执行死刑+ 办案人员在搜查许迈永住

宅时发现" 他家储藏室就是一座文化

*雅品)宝库"里面藏有金球 ,金砖 ,玉

镯,玉砖,玉佩 ,玉章 "玉制的帆船 ,蔬

菜,文房用具和鸡血石11让办案人员

更惊奇的是" 里面还藏有大量名贵书

画"有齐白石的人物画,范曾的人物画,

潘天寿的荷花,何水法的牡丹,启功的

字,沙孟海的字11甚至还有国家前某

领导人的书法作品+其实"行贿人,受贿

人都心知肚明"玉石,书画,古董不像现

金那么*烫手)"不像汽车,房产那么*惹

眼)"隐蔽性强"变现手段多"获利空间

大"是*雅贿)的宝贵器物+

李大伦" 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

受贿
3$5$

万余元"还有
3,'!

万余元的

财物不能说明来源+

())+

年
33

月
()

日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李

大伦爱好文学" 是省作家协会会员"特

喜欢人称*官文人)+他出过两本书"$大

伦书法作品集%" 定价
$3+

元"$岁月如

诗%"定价
5!

元+ 这两本书都是通过宣

传部门向下强行摊派"几年下来"净赚

5)))

多万元+

())'

年
!

月
(5

日"全国

散文期刊主编和部分散文作家到郴州

采风" 在五连冠大酒店召开座谈会"李

大伦亲自致欢迎词+ 会间"正当他朗诵

自己的散文时"手机响了"他接过电话"

脸色大变"对身边的宣传部长说"你来

说两句"随即匆匆离场+原来"李大伦被

省纪委叫到长沙"留下了+

张民基"湖北省武汉市天然气公司

原董事长" 贪污受贿
5)

多万元"

()35

年
3)

月
(+

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

个月+ 张民基酷爱摄影"曾在湖北

省摄影家协会主办的艺术展览中获过

奖"可谓在*雅圈)里混过+ 他贪污受贿

的
5)

多万元中" 就有
+

万元是摄影器

材,

5

万多元是制作
!)

本个人摄影集

的费用+ 这是*雅人)*雅贿)受到的惩

罚+ 令人不胜唏嘘2

其实"官也好"民也罢"或喜文"或

善诗"或爱书"或乐画"或种花"或养鸟"

或玩石"或收藏古董"无不是逍遥乐事"

不但无可厚非"还应该推波助澜"使其

发扬光大+ 但是"这些(雅好)千万不能

与利益牵扯"一旦与利益牵扯"就可能

演变成贪污受贿的光鲜外衣和面纱+

雅人雅士如果都能雅来雅往"谁也

不搞利益输送" 雅圈里岂不是天蓝,云

白,山清,水秀11

麻埠镇
!

路雨

狭长的小镇

花石铺砌的小路

古色古香的意境里

更迭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

一棵桂花树与纷攘的蜂蝶

追逐着秋日的阳光

在月光下伫立了一千多年

把芳香绽放成了迷人的风景

那只热气腾腾的茶碗里

清香四溢

慢慢舒展的叶片

打开了小镇久远的记忆

南来北往的商贾

云集于此

年复一年

把眷恋深深种植在这里

笔直的麻

密密麻麻生长

如一群群顽皮的孩子

挤满了小镇的周围

一条河

穿过古镇狭长的街

用桂花的香 点亮了

岁月过往里的繁华

读书的乐趣
焦辉

读书不但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

让人得到智慧启发" 让人滋养浩然之

气"还能从中获得很多的乐趣+

读书有增益知识的乐趣+莎士比亚

说过"书是人类知识的总结"是全世界

的营养品+ 我们通过读书"能和古今中

外的智者伟人对话"聆听他们机敏的言

谈"探究他们深邃的思想"学习他们生

活的智慧+很多工作和学习上千思百虑

不解的疑惑" 常能在读书中豁然开朗"

心神为之舒爽轻快+ 开卷有益"书上的

知识都是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有

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捧起一本书"如同

打开一个通道"天地四海古今都能畅游

无阻+ 随着阅读量的增加"知识量也在

增加"不知不觉中眼界高远了"思想深

刻了"心胸旷达了"举止优雅了"诗意地

生活着"内心是幸福和喜悦+ 人生如一

张白纸"随着读书"慢慢涂满了温暖的

色彩和美好的字词+

读书有遇见自己的乐趣+ 读一本

书"随着文字的引领"进入一个既陌生

又熟悉的境界+随着书中人物的喜怒哀

惊"笑逐颜开或怒发冲冠或凄然哀哭或

恐惧不安" 随着书中情节的舒展紧窘"

飘然如飞或如入囚室+ 掩卷静坐"心神

寂然+ 仿佛刚才读书的人不是自己"或

者是另一个自己+ 读书"就是遇见另一

个自己+ 那个陶醉在书中的自己"多情

的自己"善感的自己"豪气的自己"高贵

的自己"坚强的自己+ 一次次地遇见自

己"在一部部的书中彼此对视"会心微

笑"心灵慢慢变的轻灵柔和"变的温暖

美好+

读书有悠然闲适的乐趣+现代生活

节奏快"人们熙熙攘攘忙忙碌碌"难免

产生焦虑茫然感"悠闲宁静成了内心最

大的向往+读书能闲适悠然"怡情忘忧+

一杯香茗"一本好书"安静地独处"欣赏

诗歌的浓烈杂文的犀利散文的婉约小

说的悲喜史哲的深刻+在阅读书籍的美

好时光里安妥灵魂"休憩精神"擦去眼

前的雾霾"拂去心头的尘埃"看看春花

的烂漫听听夏雨的激越闻闻秋叶的暗

香摸摸冬天的雪花+ 陪着蜗牛散散步"

任凭清风翻动书页"让白云把投影印在

封面"让文字和彩蝶一起曼舞+

荀子在$劝学篇%中说'(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3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说明

了读书要持之以恒" 才能有所成就"才

能领略到其中的乐趣+

文艺动态

爱的拥抱
李艳春

下班之后"我照例买了些好吃的去

看望父母+ 安静的小院里"父亲坐在台

阶上" 瘦削的身影" 显得那么孤单,无

助+ 看到我来"父亲的神情立刻变得欢

欣起来+ 或许"父亲已等待了好久"盼望

孩子来看他"犹如小时候我们盼望父母

回来一样+

母亲正在厨房忙活"看到我来"接过

我买的饭菜+ 我们一起找来盘子,碟子"

盛好饭菜+ 父亲颤巍巍地缓慢起身"步

履蹒跚地走来+ 我和母亲等他洗好手"

一起吃饭+我坐在两位老人身边"看着他

们吃着,品尝着"忽然很心酸+ 眼前的老

人"真的已老了2 那一刻"我突然想拥抱

一下父母"却忍住+

我们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比较含

蓄" 不像外国人" 见面有拥抱之类的礼

节+ 我们常常把感情藏在心里" 羞于表

达+ 除了小孩子" 大人会抱一下表达爱

意"成人之后"拥抱父母却变成了奢望+

有时"我和母亲亲昵地坐在沙发上"望着

母亲的满头白发" 我忍不住拥了一下母

亲瘦削的肩" 母亲就很不习惯地挣脱+

母亲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而我竟然张不

开口"说出自己想拥抱她老人家一下+

父亲"你还记得吗/ 那年"你刚从城

里回来"几岁的我"一看到爸爸回来"就

欢喜地迎过去+ 那时高大魁梧的父亲"

一把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 还不停地亲

我+ 我用力挣扎"小嘴巴还嚷嚷着'爸爸

胡子扎人" 不要爸爸亲我+ 父亲哈哈大

笑+ 而今" 年迈的父亲再也举不动心爱

的女儿了+

时光荏苒" 当年为儿女遮挡风雨的

大树如今已苍然变老+爱是一场轮回+母

亲常说的一句话" 父母对孩子有一百成

的好"儿女对父母能有一成就够了+给予

这么多"索取这么少"这就是父母+甚至"

当他们已衰老不堪" 心里念念不忘的还

是儿女2爸爸妈妈"女儿多想拥抱一下你

们2 让女儿好好爱你们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