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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阳光 光芒万丈
明亮而温暖地洒满大地山川
公元 2022 年的中国
必将载入史册的中国

在中国的北京 祖国心脏
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盛会
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完成一次
从容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

金色的稻穗 挂满硕果
丰收的喜悦如秋日正浓的花朵
让中国人自信的脚步
不惧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凡树有根，方能发生
凡水有源，方能奔涌
回望过去，峥嵘岁月
红色基因植入血脉、融入灵魂

我们把历史的编钟敲响
细数近百年来历经的沧桑
纵观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在摩拳擦掌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彰显忠诚

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永葆本色
水深火热时 你把新中国的星空点亮
改革开放时 你让全世界看到了力量

困难面前 人民至上
抗击非典时 你救死扶伤
不问你是谁也不问你来自何方
乘势而上 砥砺前行 何惧沧桑

人民打江山 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载人飞船骄傲升空 中国航母出海登场
携着长江的胸怀携着长城的昂扬
祖国统一汇聚新时代潮流的轰鸣声响

因为这个名字———中国共产党
早牢牢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那就是中华民族有了前进的航向

炎黄儿女凝聚了无比坚定的力量

一个声音久久在中国大地上回响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造人类共同命运
开启新的运筹 带着下一个百年的序章

诗意中国 岁月不言 源远流长
101 年风华 诗心存于党章
继往开来 怀揣锦绣中华之光
中国人的初心与使命始终不忘

庄严的华表映着霞光
鲜艳的红旗舞动大地欢畅
十四亿中国人民胸前鲜花锦簇
二十大奏响了矢志不渝奋斗的乐章

打开中国人十月的门窗
人们在秋光徜徉 幸福溢满眼光
复兴的使命凝聚人民杰出的智慧
憧憬着下一个百年的美好蓝图

彪炳史册的决策凝聚全国人民的衷肠
中国正盈满胜利的荣耀和光明
书写新时代华章这是大国的自信
践行一个伟大民族的梦想与荣光

复兴的荣光
邹晓慧

赖瑞和教授在 《杜甫的五城》 里写他游历汉
中，留有以下文字：“第二天一早，打听之下，才知
道褒斜道南端那历史上有名的石门， 已经被褒河
水库的大水淹没了。 至于褒斜石门那汉魏十三品
摩崖石刻，则在七十年代修建这座水库时，全迁移
到汉中市博物馆去复原展出了。那么庞巨的石头，
一块块的从崖上切割下来，再搬到博物馆去，工程
相当浩大。 否则，它们就要被水库的大水淹没了。
然而，摩崖石刻一离开它的天然环境，就不成其为
摩崖了。如今立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后，好比动物园
里头的狮子，气势立刻大减。 ”

我根据上下文推测， 赖教授具体去汉中的时
间应该在一九九零年左右。 那时的汉中博物馆比
较破旧， 的确如教授所说，“摩崖石刻一离开它的
天然环境，就不成其为摩崖了。如今立在博物馆的
玻璃柜后， 好比动物园里头的狮子， 气势立刻大
减。”但也不尽然，比如据说是曹操所书的汉隶“衮
雪”，千年之后，依然个性张扬，气势恢宏。

曹操曾经两次征讨汉中，一胜一负。“衮雪”这
两个字，应该是在得胜的那次书写的。 据说，汉建
安 24 年(公元 219 年)，曹操征张鲁大军驻兵汉中
褒谷口，作为政治家的曹操，释放了诗人与书法家
天性，他见褒河流水汹涌而下，撞石飞花，遂横槊
赋诗，不，赋字———提笔写下“衮雪”二字。 随从提
醒他：“丞相，衮字尚缺水三点”，曹操抚掌大笑曰：
“一河流水，岂缺水乎 ! ”胜利者自然有狂妄的资
本，比如他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
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
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
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挥鞭所指，皆为吾
土，能不志得意满乎？

褒斜栈道是汉中通往长安的通道之一。 石门
是褒斜栈道南端的一段隧道， 系东汉永平年间所
开， 并将隧道开通的过程以文字形式刻于山崖之
上。在东西两壁及褒河两岸悬崖上，凿有汉魏以来
文人骚客大量题咏和记事。 仅石门内壁就留石刻
34 件，连同石门南北山崖和河石上的石刻，总数
达 104 件。 这些石刻，是珍贵的石头书，特别是汉
魏石刻，属国内珍稀之物。 所谓的十三品，包括汉
刻八品、曹魏和北魏摩崖各一品、南宋刻隶书三品
等。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因根治褒河，在石门所处
峡谷修建水库， 国家将石门洞及这些精选出的主
要石刻计 17 方凿迁移至汉中市博物馆。后将石刻
粘接复原，专列一室保存，陈列室取名“石门十三
品陈列馆”。 这十三款摩崖石刻书法作品，被称为
“石门十三品”。

差不多在赖瑞和入汉中期间， 我也特地去博
物馆膜拜过，手抄了一份目录，分别是：一品《石
门》碑；二品《畜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三品《畜君碑
释文》摩崖；四品《李君表》摩崖；五品《石门颂》摩
崖；六品《杨淮表记》摩崖；七品《玉盆》摩崖；八品
《石虎》摩崖；九品《衮雪》摩崖；十品《李苞通阁道》
摩崖；十一品《潘宗伯、韩仲元》摩崖；十二品《石门
铭》摩崖；十三品《重修山河堰》摩崖。 何以如此痴
情？ 是因为我有一个情结， 这个情结折磨了我很
久。

我初高中在南阳下属的小县城读书， 那里是
书法之乡，夸张点讲，引车卖浆者皆能书法，何况
政治老师的一笔行书，物理老师的一笔魏碑，英语
老师的一笔仿英文花体，化学老师的一笔瘦金体，
都曾让我英雄气短，你说气人不气人？老师尚且如
此，学生岂能落伍？ 于是我也开启了练书法，品尚
书法之旅。 然而现在看来，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定
数，我最终练了个四不像！ 有人恭维我说，你这字
叫“娃娃体”，唉，用陕西话来说———羞先人啦。

康圣人有为亦系书法痴迷者， 他一直推崇石
门摩崖，曾把古代著名石刻分为六等：一曰神品、
二曰妙品、三曰高品、四曰精品、五曰逸品、六曰能
品，在神品中仅列三石，《石门铭》就居其一。 细思
极恐，幸好《石门铭》当时还刻在摩崖上。 ———掌
嘴，懂不懂为尊者讳，为尊者讳？

据说，民国时期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工具书《辞
海》，其封面就是集《石门颂》中的“辞”、“海”二字
而成。作为汉中人，难道不应该重视之，继承之？尤
其是双减政策执行以来。

石门十三品
刘 嘉

生活在城里，不论人多人少，每顿饭
都是在自己家里吃的。住的是楼房，加之
家家户户有人无人都关着门，平常无事，
即使对门的邻居，也不会去串门，更不可
能端着饭碗去串门。

我经常会想起农村吃饭的场景，想
起我们端着饭碗到处跑、 随处串门的场
景。农村人好像很少坐在家里、坐在餐桌
前吃饭。我们通常的吃饭，都是端着饭碗
到处跑，即使不跑东家，串西家，至少也
要跑到门前的场院上，或蹲，或站，或坐
在门口的石墩上、路边的石头上，都能将
一顿饭吃得津津有味。

若看到哪里有人， 就要端着饭碗凑
过去，或坐、或站，边吃边聊天。如果碰到
谁也正在吃饭，就一起吃饭聊天。碗必须
是盛菜、盛汤的大碗，下面是饭，上面是
菜，总是将碗口堆得高高的，小汤碗、小
洋碗是绝对不行的， 那样三下两下吃掉
了， 就光顾着跑回家添饭添菜了， 多扫
兴？ 大家在一起，你吃点我家的菜，我尝
下你碗里的菜，也是很有滋味了。若遇到
有喜欢吃的菜，而对方碗里恰巧不多，或
没有了， 对方一定会盛情地邀请：“上我
家饭桌上去搛吧！ ”如果离得有点远了，

怕跑路，也就不去了。 在村里，端着饭碗
从村头跑到村尾也是很平常的事。 有时
饭碗已经空了，可谈兴正浓，便端着空碗
聊够了才回家添饭。或者，一起端着饭碗
吃饭的人，家就在附近，且还有现成的饭
菜， 便会很热情地招呼：“就在我们家盛
一碗吧！”如果不是自己特别不喜欢吃的
饭食，就毫不客气地去盛上一碗，继续边
吃边聊，等聊够了，饭也吃饱了，再端个
空碗回家。当然，因为只顾聊天而未及时
将空碗送回家，将碗筷落在邻居家，或是
丢了碗筷，也是常有的事。有个真实版的
笑话：堂外甥女小时在外婆家生活，一天
吃饭时， 就跑到后面的舅妈家中串饭碗
了。 饭吃完了，可玩兴正浓，不想把空碗
送回家。 没辙了，她急中生智，对着正在
地上啄食的一群鸡说：“鸡呀， 帮我把饭

碗送回家吧！ ” 我们乐得笑得直不起腰
来。

在冬日，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大家虽
然不会端着饭碗跑出老远了，那样，饭菜
很快就冰凉了。 但是，找个背风的地方，
或是墙壁边，或是草垛旁，自家人、隔壁
邻居们晒着太阳， 吃着山芋南瓜粥之类
的早饭，浑身都热乎乎的，真是冬日里最
美好的享受呢！ 而家里的鸡鸭鹅会一直
仰着头朝你的碗里张望， 你丢下一片山
芋皮，或是掉下一颗米粒，马上就“扑扑
愣”去抢食了。 于是，有时，你会连山芋
肉、南瓜肉也扔下来，总是不会浪费。 若
是夏天的傍晚， 家家户户都会端张小桌
子到门口，在外面吃晚饭，相当于露天餐
厅了，吃饭、乘凉一当两便。 有村上人路
过，主家便会热情地招呼坐下来一起吃。
有人端着饭碗过来，也会招呼坐下，尝尝
自家的炒蛳螺、 臭苋菜梗、 韭菜炒鸡蛋
等。 大家吸着蛳螺，大声说着话，真的非
常热闹呢！

在乡下，除了雨雪大风天，过年有亲
戚上门，或是吃酒席，其他辰光，谁会安
静地坐在桌子边吃一顿饭？不串饭碗，吃
下去的饭菜肯定没有滋味。

串饭碗
张国芳

读书人都爱惜书本，这是不用说的，而我可能
是个例外。

我家的一些厚书，往往被我肢解得四分五裂。
个中原因，说来话长。 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你要是
捧在手上阅读， 两三分钟以后， 你便觉得沉甸甸
的，手发麻，托不动。 没办法，一天我突发奇想，何
不将厚书化整为零呢。我找来剪刀，小心地将需要
阅读的书分成几部分，如同做动物解剖实验，将动
物分成了头、四肢、胸、腹几大块。然后一块块地来
解决，省事多了。

一本厚书就这样被我弄得不成样子， 万一我
所拆的哪一部分丢了，那这本书也就废了。所以我

一直为自己的毁书行为而自责。
看报纸， 偶然发现有我这种癖好的人还真

不少。作家止庵在《我与树与花》一文中回忆说：
“记得作家史铁生去世两年前我去他家做客，看
见书都被拆成一个个印张，以便阅读，整本书他
拿不动。”史铁生是个病人，看书是件困难的事，
将厚书拆成一个个印张，真是个好办法。

如果史铁生的做法还没有代表性的话，我
再举一个例子。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编审的
程毅中先生在《书共人长久，绵绵史可征》中写
道：“毛泽东主席一向号召党政干部要读 《资治
通鉴》，1953 年提出要做标点本，1956 年由古籍
出版社赶出来了，毛主席很满意，只是批评了精
装本太重，拿不动。”毛主席的批评太对了，真是
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我家的厚书， 如果是平装
的，还好拆，一是拆起来方便，二是拆了也不散。
要是精装本，那就完了，拆起来费事，同时，真要
是拆的话，书也就散架了。

读书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啊， 毛主席说出
了我们的心底话。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其实很好办，就
是出版社要考虑到读者读书时的感受。 一本书，
如果超过一定厚度与重量的话，可以设计成轻巧
的一、二、三、四册。 这样一来，这个问题也就迎刃
而解了，不需要读者自己动手在书上折腾了。

近年来，我向别人索要的书，还有别人主动赠
给我的书越来越多，有的书如砖头一般厚。各位先
生， 如果某一天您看到您赠给我的书被我大卸八
块了，那么恭喜您，您的这本书我真的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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