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籍“续命”，
亟需培养更多“书医”

■ 韩小乔

有人说 ，一卷古籍就像一个 “盲
盒 ”， 随时可能 从 中 挖 出 “稀 世 珍
宝 ”。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正
是从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八卷 》记载
的 “青蒿一握 ，以水二升 ，渍绞取汁 ，
尽服之 ”中获得灵感 ，将古人治疗寒
热疟疾的方法同现代医学知识相结
合 ，发现了青蒿素 ，开创了疟疾治疗
的新方法 。

古籍是文化的承载 ， 岁月的见
证 。 作为文化大国 ，我国的各类典籍
文献卷帙浩繁 、价值连城 ，但随着岁
月变迁 ， 不少古籍遭到不同程度损
坏 ，有的甚至变成 “书砖 ”。 目前保存
下来的 3000 多万册古籍中 ， 需要修
复的古籍有 1000 多万册 。 一些古籍
被束之高阁 ，久未整理诠释 ，更未曾
公开面世 ，成了摸不到 、看不着 、读不
懂的“死书”。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古籍流传千
年却面临保护断档 ，传世信息未得到
充分开发利用 ， 不能不说是一大遗
憾 。 既要 “修好 ”又要 “用好 ”古籍 ，难
度不小 。 从修复角度说 ，由于技术难
度和行业冷淡 ，受困于人才流失和资
金缺乏 ，古籍修复工作心有余而力不
足 。 从利用角度说 ，古籍每借阅一次
就产生一次损害 ，一些古籍收藏单位
不愿或不给借阅。 古籍数字化速度堪
忧， 目前仅 7.4 万部古籍可供线上阅
读 。 一些古籍没有及时点校整理 ，生
僻字多，晦涩难懂，不利于传播。

增加资金投入 、 培养专业人才 ，
是当务之急 。 既差钱又差人 ，古籍保
护欠债越积越多 ，就难以延续民族文
化 、传播文明火种 。 尤其古籍修复是
个 “磨性子 ”的苦差事 ，修复师的工作
常常不受重视 ，被人们认为是修修补
补的 “雕虫小技 ”。 只有从制度入手 ，
提高修复师的待遇和地位 ，对古籍保
护人才 “高看一眼 、厚爱三分 ”，才能
吸引更多“书医”为古籍“续命”。 国家

图书馆与各高职大专陆续开设古籍
修复培训班 ， 已培养千余人次学员 。
一些互联网公司通过开展古籍保护
公益项目 、设立专项基金 、提供发展
平台等方式 ，调动社会力量 ，让 “冷板
凳”热起来。

《典籍里的中国 》 《中国诗词大
会 》等节目 ，引发一场又一场古籍热 ，
也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 ，要让古籍传
下去，先得让古籍“活”起来。 只有“活
化 ”古籍 、让 “旧纸 ”焕 “新生 ”，才能让
更多人发现古籍的魅力 ，产生对古籍
的兴趣 ，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 ，汇聚
起保护古籍的强大合力。 既要组织力
量加快推进古籍点校整理和数字化 ，
让古老文字被现代人所理解 ，又要利
用新媒体平台 ，挖掘古籍价值 ，将技
术手段与文化价值相结合 ，让古籍走
进人们心中。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高
冷 ”的古籍不再是陌生的字眼 ，正逐
渐受到年轻人追捧。 有人在修复师不
紧不慢的操作中 ， 感受到了工匠精
神 ，有人则在 “古籍宣推官 ”趣味轻松
的讲述中 ，感受到文化传承和民族自
信 。 截至今年 4 月 ，抖音平台与四大
名著 、二十四史 、四书五经相关的视
频播放量超过 600 亿次。

今天 ，保护古籍有了更稳定的社
会环境 、更强大的技术手段 、更广泛
的公众支持。 但物质层面的守护和精
神层面的传承 ，始终缺一不可 。 如何
利用发达的技术 、 崭新的传播环境 ，
以更多样化方式 “活化 ”古籍 ，进行跨
越时空的对话 ，值得不断探索 。 期待
更多年轻人走进 “故纸堆 ”，发挥光和
热，让孤本不孤、文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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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浑之美
■ 张步根

在陕西大地上行走 ， 无论是徜徉
于平畴沃野 ，或者是跌宕在高原峡谷 ，
扑面而来的莫不尽是雄浑壮阔之美！

一踏上八秦大地 ， 十三朝古都的
朝风暮雨 ， 便浸透了你行走的每一寸
时光。 无论是流连于秦砖汉瓦，还是踯
躅在唐宫宋阙 ， 在铺天盖地的历史遗
存面前 ， 文明的浩荡之风恰如鸿篇巨
制。 在秦陵 ，我们屏声而立 ，会为八千
兵俑的森然阵列所震撼 ；在明城墙 ，我
们迤逦而行 ， 也会为这座绵延三十华
里的庞大城垣而惊叹 ；在大雁塔 ，我们
引颈长望 ，会为其穿越千年不倒 、历经
劫难仍傲然挺立的雄姿所感慨……行
行复行行，而当诸如长安 、蓝田 、灞桥 、
临潼 、咸阳 ，这些浸透了中华五千年历
史风雨 ， 包孕了华夏民族血脉气韵的
闪光的名字 ，依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
一个个举目可见触手可及 ， 奔腾的文
明潮水汩汩然冲刷过我们的身心 ，这
种酣畅之美，让我们的灵魂升腾涅槃！

如果说渭河的和风暖日孕育了八
百里秦川的泱泱文明 ， 那么从故都西
安出发 ，沿包茂高速北行 ，就会惊奇地
发现另一种雄浑之美 ， 一种深入骨髓
的阳刚民族之美。 车一过三原县境，原
本一马平畴的大地在这里犹如狂飙卷
起 ，那道道山梁 、条条深涧 ，如银蛇起
舞，似烈马奔腾。 这千山万壑的齐舞势
如决堤的怒涛 ， 暴烈的雷霆 ， 猝然炸

响，一泻千里。 这狂飙奋进的力量经三
原 、过黄陵 、走洛川 、赴宜川 ，一路向
北 ，在黄土高原上狂奔疾走 ，把厚达千
尺的黄土地撕成峁 、断成梁 、碎成塬 ，
成就了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表里山河
的壮阔图景。 这冲破一切的力量，终于
在晋陕边际的黄河壶口瀑布得到了强
烈回应。

吕梁山和黄龙山麓在秦晋大峡谷
的南端 ，被誉为 “世界最大黄色瀑布 ”
的黄河壶口瀑布就喧嚣于此 。 从孟门
溯流而上 ，只见一泾黄水 ，开山破岩 ，
在宽阔的河床上撕开一条深沟 ， 造就
了 “十里龙槽 ”的奇观 。 湍急的河水在
三十多米深的槽底 ， 奋力冲刷着两岸
的石壁 ，发出沉闷的轰响 ，亿万斯年 ，
经久难灭 。 而四起的危崖和丛生的峭
壁 ，又彰显了它桀骜不驯 、奔腾不回的
气魄神韵 。 红的岩 ，黄的河 ，奔腾的律
动 ，干云的风骨 ，这不就是黄河生命原
色的绝妙写真吗 ？ 这也是黄河得以成
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最生动注脚！

放眼壶口瀑布 ，唯见长天寥廓 ，大
河奔流，风鼓浪涌，浩浩荡荡。 “九曲黄
河万里沙 ，浪淘风簸自天涯 ”，及至眼
前 ， 水面从三百多米宽倏地收窄为五
十余米，大水拥挤着 、层积着 、冲撞着 、
翻滚着 ，仿佛被仙人执壶扬波 ，从几十
米高的崖壁上一泻而下 ， 发出惊天动
地的山呼海啸 ， 极为壮观 。 再细看这
“壶口”处 ，湍流激起的水雾腾空而起 ，
似从水底冒出的滚滚浓烟 。 阳光透过

雨帘 ，折射出道道霓虹 ，有的似长龙戏
水 ，有的像彩桥飞架 ，更多的是花团锦
簇般的赏心悦目 。 雄浑和阴柔如此和
谐地交织在壶口。

千百年来，壶口瀑布咆哮奔腾的形
象 ，它的雄姿 、它的筋骨已然成为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代名词 。 这种精
神，支撑着这个民族于存亡绝续中薪火
相传， 激奋着这个民族从血泊中站起、
与失败作抗争，召唤着这个民族从荆棘
中开路、从蒙昧中找寻希望。在延安，我
终于找到了这种精神的现实答案。

初到延安 ，宝塔山葱茏 ，延河水淸
澈，一切是如此亲切又这么陌生。 路过
南泥湾时 ， 从路边一直铺展到远山的
水稻田中 ，秧苗正处于孕穗拔节期 ，微
风过处 ， 一波又一波的绿浪像海面上
激起的层层浪花 ， 与远山近岭的绿色
交融在一起，真正的“荡胸起层云”。这
哪里还能找得到印象中延安的影子 ？
八十多年前 ，当中央红军结束长征 ，把
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这里 ， 那是一种
怎样艰难的情形 ！ 环境的颓败 、贫穷 ，
并没有摧毁这支劳师远征的饥疲之
师。 无数的人会发问：这山沟沟里的星
火如何成就燎原之势 ， 延安为什么会
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

带着这个疑问 ， 我行走在这片黄
土地上，努力追寻斑驳的历史遗痕。 我
在杨家岭漫步 ， 走过巨石垒起的中央
大礼堂 ，半山坡上有排排窑洞 ，处处透
着的简陋 、 粗朴与艰难困苦感动着每

个人。 这里，见证了革命领袖们推动历
史进程的一个个重大决策 ， 一次次擘
画着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重要会议 ，
一篇又一篇彪炳史册的光辉著作在破
旧的办公桌上 、昏暗的煤油灯下 、晦暗
的旧窑洞中面世。 唯有中国共产党人，
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历史传奇 ， 他们穿
破衣 、睡土炕 、尝百苦 ，却敢言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 ； 他们传真理 、 唤民
众 、救危亡 ，誓言要为人民服务 ；他们
舍生死 、赴疆场 、求解放 ，立志要将革
命进行到底！ 他们理想高于天，意志坚
如铁 ，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角角落落 ，我
都看到了共产党人这冲天豪情和不灭
斗志。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
泽东 ”，在延安的大街小巷 ，都能听到
陕北民歌那高亢激越的旋律 ， 都能看
到安塞腰鼓激情迸发的场景 ， 让人热
血沸腾、热泪盈眶。 这发自心底的怒吼
和暴燃生命的狂舞 ， 不正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血脉奔涌吗 ？ 不正是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奋力抒写的
华彩乐章吗？ 我终于触摸到了这千真万
确的雄浑之美！

奶奶的黄瓜架

■ 查君书

夜里 ，我又梦到奶奶了 。 她斜襟
青褂 、发丝若雪 ，在熟悉的院落里 ，腰
身弯成一座桥 ，“三寸金莲 ”的脚边放
着竹棍 ，手攥着布条 ，窸窸窣窣地给
黄瓜搭架 。 我每次梦到 ，她几乎都在
侍弄黄瓜 ，喊也不说话 ，只是笑 。 醒
来 ，我再也睡不实 ，那一棵棵黄瓜藤 ，
顺着思念，一直长到童年里去了。

存活在记忆中的院子 ， 是老院 ，
土坯围墙 ，门口一棵香椿树 ，院里有
两小间放杂物脚屋 ，两棵杏树和一个
菜园 。 菜园多种黄瓜 ，当然也少不了
打秋千的茄子 ，扎堆的辣椒 ，慢性子
的西红柿……似乎有了菜园 ，院落才
像院落。 当然，还必须有奶奶在。

柳树最先知道春天来了。 当东风
在柳丝里剥出一粒粒翠绿鸟鸣 ，奶奶
便从厢房取下挂在墙壁上的荆条筐
头 ，去村前村后背几趟猪粪 ，再弄些
草木灰，一同均匀撒在菜园。 接下来，
便是锄头的事情 、土地的情事 ，然后
等一场雨 、几场风 ，等青苗出土 、花事
纷繁。

季节的风吹过百花园 ，鲜艳从黑
白底色突围。 奶奶从容地从厢房拿出
锄头 ，每一下都那么沉实 ，翻出泥土
像波浪一样 ，偶有暗红色蚯蚓 ，在阳
光下惊慌失措 。 她用耙把翻土 ，捣得
像过箩一样碎 ；再将选好的籽放入老
瓷碗里催芽 ，种子泡进温水中 ，一两
天就可以播种。

菜园的梦 ，从下种开始 。 奶奶在
垄好的方格子菜畦里 ，按株距行距刨
坑，舀水，放芽，盖土。 土松软湿润，她
捧土盖在芽苗上 ，轻轻拍打 ，像温存
襁褓中熟睡的婴儿 。 等出土了 ，一点
点是芽 ；大一点 ，是苗 ；又大一点 ，是
秧；再大一点，是藤。 当瓜籽长成藤的
时候 ，奶奶从脚屋里抱来一捆去年用
过的竹竿。 这时，她会招呼我们，言传
身教。 把竹竿粗的那端贴着秧苗插进
泥土 ，每棵秧苗插一根 ，然后端拢竹
竿尖，系牢，形成不太规矩的支架。 这
支架 ，像我们哥仨 ，被牢牢绑在一起 ，

青春才得之张扬。
从这时起 ，黄瓜架就吊上了我的

心事 。 许是总浇水的缘故 ，畦垄滑腻
腻的 ， 踩上去有一种要沉陷的感觉 。
我们每天在畦垄上猫一样游窜 ，瓜秧
也在期盼中摇曳着一蓬酽酽的绿。 黄
瓜属于蔓状植物 ， 一旦藤蔓有所依
附 ，柔弱就变成坚韧和执著 ，蜷曲的
须丝拽着毛茸茸叶片 ，缠着竹竿向上
攀爬。 有时，前一晚还没有什么，第二
天早晨瓜妞便生了出来 ， 虫蛹似的
小 ，细细一身刺 ，还顶着鲜艳的小黄
花。 阳光再挑拨，小瓜妞酷似被激活，
一个不注意肥胖起来 ，一根根 ，绿生
生，诱出我们的口水。

摘吃 ，生嚼 ，奶奶每年种两茬黄
瓜满足我们 。 幺叔爱吃 ，但他懂事 ，
不争不抢 ；我护食 ，总给弟弟们一些
大肚的 、歪把的 、扭曲的 ，还说他们
比我馋 。

一天 ，太阳有些懒散 ，有麻雀飞 。
当麻雀消失 ，我撤回目光 ，看到弟弟
怯羞地藏在瓜架下 ， 腮帮子鼓鼓 ，嘎
巴嘎巴嚼得乱响 。 我想 ，这根肯定是
最好的一根 ，该是我吃的 ，就骂着冲
上去……又为黄瓜闹起来 ，我想用拳
头征服弟弟 。 幺叔走过来 ，手掌在我
面前晃动出一种声势 ，我以为不过是
虚张声势 ， 当他的巴掌拍在我的头
上，我才知理解错了。 幺叔打我，我打
弟弟 ，弟弟哇哇大哭 。 奶奶迈动小脚
一来 ，我们的战事止戈散马 ，她抚拍
着啜泣的弟弟说 ：“骂 ，接着骂 ，你妈
把你们拉扯大 ，就是挨你们骂的 。 该
怨我 ，都这几架黄瓜惹的祸 ，看我不
都拔了。 ”奶奶的微笑，是一幅木版风
情画 ，刻在人心里 ；奶奶的暴怒 ，也是
慈祥的模样。 我们红着脸，抱着奶奶。
奶奶的胸怀 ，足以把世界上所有弯曲
的东西在第一时间顺直。

奶奶老去了 ，老土院子历史不会
忘记 ，那些被大地与阳光抚摸过的故
事与过去 ，酿出沧海桑田 ，千百次出
现在我的梦里梦外。 渐行渐远的童年
时光里，总有奶奶搭的黄瓜架，还在一
年又一年里葳蕤着。

花生芽儿

■ 朱小毛

农历七月的乡野，是一片如火如荼
的世界。

天空淡蓝、澄明，突显纯粹，偶尔几
朵白絮似的云朵 ， 不过是它花边的点
缀。 云意欲左右逢源，替天空遮挡一些
浩大、隐秘的心事，无奈身单力薄，只好
任由飘忽不定，首尾不顾。 日头明晃晃，
以耀眼的强势姿态入驻上空 ， 激情澎
湃 、热情洋溢 ，用它超量的光和热普照
人间大地。 长久的炙烤下，土地干枯皴
裂 ，泥块凝固板结 ，从地心深处呼出的
气息，以热浪的形式，一波又一波来袭，
如海潮汹涌。

事久而必怠 ， 日头终有 打 盹 之
时 。 夏日的几番大风暴 ，素来吝啬的
雨水 ，转而慷慨解开了口袋 ，倾泻而

下 ，淋漓尽致的挥洒 。 土地趁机吸足
了水分 ，逐渐润湿 、松软下来 。 这会儿
正是农人拔花生的大好时机 。 山冈
上 、田地里 ，一垄垄一畦畦 ，花生丛葳
蕤旺盛 ， 地沟都被掩得严严实实 ，似
乎不留丁点缝隙 。

父亲拉着农具，带我们来拔花生了。
我们双手抓住靠近泥地的花生丛

茎秆 ，用力一拽 ，紧吃在地底的根须连
同附着的花生破土而出，立马现出它的
庐山真面目。 再朝地上轻轻一磕，那些
沾在上面的土坷垃，便窸窸窣窣纷纷往
下掉。 干燥的土块，因为喝饱了水，再经
日头的火灸，就像商店里售卖的桃酥一
样，极粉极酥，只需碰一下，极其容易脱
落。 一个个浑圆饱满的花生，骄傲地挺
着它的大肚子， 让人看到生命的蓬勃，
从中体会到收获的喜悦。

整个下午，几分地的花生丛拔地而
起，在板车上堆成了小山。 一块平整的
土地，被我们剃成了光头，裸露在面前。
父亲并未停歇， 而是用他的五齿钉耙，
在垄上重新梳理一遍， 把泥块翻起，从
中捡拾遗漏的花生。 我们小孩跟在后面
亦步亦趋，瞪大了眼睛，努力寻找。

运气通常都好 ，一趟下来 ，能捡漏
到很多隐匿在角落里的花生，更兼有那
白白胖胖的花生芽儿，这是我们晚餐的
上好福利。 “粒粒皆辛苦”，劳作的农人
谨遵古人告诫，分外珍惜自己汗水浇灌
的成果。

天气炎热 ，外有高温的催化 ，内有
水分的滋养，个别子大粒圆的花生成熟
后，禁不住蠢蠢欲动。 即便被埋在土里，
依然禁锢不住一颗骚动的心，终于体积
膨胀，冲破坚硬的外壳、厚实的土地，生

根发芽，破土而出，变成了头大茎粗、憨
态可掬、鲜嫩水灵的花生芽儿。 一畦畦
的泥块是父亲在土地上精心制作的五
线谱，而其中的花生芽儿便是各种高低
起伏、错落有致、优美多姿的音符。 那是
父亲谱写的乡村田园交响乐曲之一。

胖头大耳、肥肥硕硕的花生芽儿乖
顺地跟我们回家。 用井水为它们沐浴净
身，一个个变得白净瓷嫩、溜光水滑，惹
人爱怜。 母亲的锅灶正等着这些天然的
食材，以此犒劳饥肠辘辘的我们！ 昏黄
的厨房散发人间浓重的烟火气息，晒干
的柴火萌生强烈的植物芳香。 母亲烧红
铁锅，把油爆熟，放入花生芽儿，起锅时
配少许盐，佐以大蒜、香葱、辣椒壳。 红
是红 、白是白 、青是青 、绿是绿 ，色彩鲜
明，香味独特，嚼起来呱唧呱唧，既有花
生米的粉质 ，又有茎秆的水分 ，爽嫩脆
口，颇有一番风味。

先前年年拔花生，年年能吃到鲜嫩
的花生芽儿。 一晃经年，早已无地种花
生了，已多年未品尝到原生态的花生芽
了 ，但它的滋味仍留在我的心里 ，不曾
忘却。

夏歌深深

■ 叶志勇

夏，天生是一位歌者。 在春天深藏
不露 ，过了立夏 ，就掩藏不了粗犷豪迈
的嗓音，把深沉的灵魂袒露在天地间。

最先是柳条轻拂河水的清音。 河水
潺潺，柳条柔柔，然后是美妙的合唱，是
触到心灵深处的温柔。

夏虫啾啾。 也许是蟋蟀，也许是不
知名的小虫，呆在某一个角落孤独地吟
唱。 在寂静的夜晚，它或它们仰着头，倔
强地唱出久藏心中的渴望，倾诉着思念

或哀伤。 深夜醒来，听一虫子唧唧唧唧，
时隐时现的咏叹调哀婉久绝 ， 荡气回
肠。 然后是另一只虫子的歌唱，清新恬
淡，不疾不徐。 两支曲子在我心中回荡，
突然仿佛听到乡间草丛里大片大片的
虫鸣，或激昂，或深沉，或低回，或清亮。
密密麻麻的歌声穿梭在寂静的夏夜，回
响在远离乡村的日子里。

黄梅时节家家雨 ， 青草池塘处处
蛙。 有水的地方，就有蛙声。 因为水的滋
润，蛙声特别洪亮，恍若金属撞击，银珠
跳跃。 从远远的水洼或池塘，缓摇慢移，

径直撞向你的肺腑， 再冲破你的耳膜，
又向远方飘去。 蛙在水田中自由自在地
歌唱 ，往往是彼此相和 ，单调的旋律汇
成洪大的合唱，把夏夜的田野装扮得温
馨动人。 久居城市，我也会偶尔听到蛙
鸣 ，往往是在一场肆虐的夏雨后 ，宁静
凉爽的风中传来蛙洪亮的歌声，仿佛置
身乡野，闻到酽酽的稻花香。

蝉声总会唱响夏天 。 无论你愿意
与否 ， 蝉一定会在夏天你烦躁难耐之
际，唱起夏天的经典歌谣 ：知了 、知了 。
燥热的夏天 ，有了蝉的鸣唱 ，天似乎更

热了些。 蝉总是采取迂回战略，先东叫
一声 ，西鸣一声 ；待到满山遍野 、左邻
右舍都是烦人的蝉声时 ， 蝉已占据城
乡 ，呼啸山林 ，实是无法阻挡 。 这个从
泥土草根里脱颖而出 、 蛹化为自由歌
唱的小生命 ， 以尖锐犀利的嗓音征服
了夏天，点燃了夏天。 在夏天施施然转
过季节的拐角时 ，蝉已无力歌唱 ，无法
飞翔 。 于是 ，它毅然蜕去腐体 ，让灵魂
裸露，生命净化。 透明的蝉蜕分明仍在
张翼飞翔 ，放声歌唱 ，让夏的旋律更豪
迈、更飞扬。

从草长莺飞的阳春三月 ， 到霜重
草衰的秋日 ，夏这位行吟歌者 ，把季节
的风帆高高挂起 ， 把心中的歌曲尽情
唱响 ，把豪迈火热的激情倾力泼洒 ，让
人们笑对艰辛劳苦与汗水酷暑 ， 一心
前行。

水水清清岸岸绿绿映映孤孤山山 李李龙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