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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漯河，天高云淡，水明气清。
微风拂过，吹落无数黄叶和澄澈的诗
句；秋菊孕蕾，酝酿醉人的新酒和崭新
的希望。9月4日，在开源集团成立20周
年之际，漯河日报社文艺采风团“我眼
中的开源”采风活动举行。近30名我市
作家走进源汇区干河陈乡干河陈村开源
集团，在开源集团20年闪亮的时光里尽
情徜徉，感受开源集团 20 年沧桑巨变，
解读开源集团的发展秘籍，领略开源集
团的无穷魅力。

在干河陈村展示厅，一幅幅图片、
一组组数据、一行行文字，展示了干河
陈村按照“退一产、优二产、兴三产”
的发展思路，打造房地产业、旅游业、
商业、生态农业四大产业，由面积不足1
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人、人均年收入
不到2500万元、脏乱差的近郊村蜕变为

面积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万多人、村
民年均收入 3 万元以上的优美整洁的新
型城镇化社区——开源新城的历程，村
办集体企业开源集团年利润上亿元、年
上缴税收 5520 万元，干河陈村被评为

“全国城镇化示范村”。干河陈村村民的幸
福指数也不断提升：2018年，村民每人
分红6000元；70岁以上的村民，每月领
取退养金2400元；村民因病住院，国家
报销以后剩余部分由村里全额报销……
采风团成员认真看、认真听取讲解，连
声赞叹。采风团成员张海燕说：“开源集
团颠覆了我对近郊村的认知，一个近郊
村创办的村集体企业竟然发展成为年利
润上亿元的现代化企业集团，发展经验
值得借鉴。”

采风团成员来到了开源集团投资建
设的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
的三河湾田园综合体项目基地，这里以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为基础，推进农作物

种植、畜禽养殖、园林花卉、休闲旅
游、康体养生等产业融合发展，一期占
地 7000 多亩。在占地 300 多亩的蔬菜种
植区，洁白的怀菊花在原野上盛放，开
出秋天的独特清韵；大棚内，绿意盎
然，仿佛春天刚刚降临。讲解员说：“这
里种植的蔬菜品种有50多种，是按照绿
色蔬菜的要求进行生产的。目前建有十几
座大棚，四季供应番茄、黄瓜、辣椒、茄
子。”采风团成员还来到了占地600亩的
五谷杂粮区，也是按照绿色食品要求进
行种植。采风团成员朱红蕾说：“秋日
里，与三河湾拥抱对望，我看到了以施
用有机肥为主的绿色蔬菜和红薯、花
生、大豆等，田野回荡着暖心的颂歌。
开源集团为餐桌呈上的是安全放心食品。
我更愿意把今天的莅临当成一次精神意义
上的返乡，只要我爱过的地方，都是故
乡。”

采风团成员来到开源未来幼儿园参
观，开源未来幼儿园由开源集团按照省
级示范园标准建造，接待大厅设有阅读
区、休息室，篮球场、微型足球场和跑
道连成一体，寝教分离、教室里有多媒
体教学设施及电子钢琴，幼儿园内还国
学堂、彩陶室、图书吧等特色功能室，
只招收干河陈村村民、开源业主、公司
员工直系亲属，今年秋季正式开园。采
风团成员纷纷称赞，幼儿园档次高、功
能完善。

采风团成员走进开源集团打造的河
上街景区，浓浓的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其中，大汉河上街按照汉代建筑风
格建造，令人恍惚中仿佛回到遥远的汉
代。“百乐门歌舞厅”，写有“欢迎著名
影星阮玲玉下榻永安旅馆”、“国泰戏院
支持全民抗日”字样的横幅……这里不
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而是开源集团打造
的民国河上街，这里还有北京张一元茶
庄、全聚德烤鸭店、谢馥春化妆品店等
中华老字号及陶瓷街等。大汉河上街、
民国河上街、大唐河上街、溵水部落河
上街主要经营特色旅游商品，配套建成
了十多个特色博物馆，四条街环绕着鸟
文化主题公园——神州鸟园。

采风团成员还走进位于河上街景区
的中州抗战纪念馆、中国民俗艺术馆、
大唐木雕城等处参观。中州抗战纪念馆
是以漯河建受降亭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
背景建立的反映中原儿女八年抗战历程
的综合性纪念馆，整个展厅通过文图与
实物相结合的方式表现中原儿女为抗战
做出的重要贡献，其中，受降亭原碑作
为省一级文物陈列馆内。这里已成为广
大人民群众缅怀先烈、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基地之一。民俗艺术馆展示了
皮影、年画、纸艺、刺绣、扇子、风筝
等民间工艺品的前生今世，还有活字印
刷、烙葫芦、沙画等 8 大类别的手工体
验项目。大唐木雕城经营各种红木家具
和各类红木工艺品。采风团成员杨晓曦
说：“一步步深入河上街，深入开源后发
现，这哪里是在经营商品、哪里是纯粹地
发展经济，到处充盈着文化的味道、历史
的味道、创新的味道，是一处文化基地、
精神基地。”采风团成员穆丹说：“开源新
城是我市的一个亮点，能把周边的人都吸
引过来，外地朋友来，我都要带他们来这
里。这里文化氛围浓郁，不仅展示中原
文化，还展示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做
生意，能有这种胸襟很难得。”

采风团成员走进神州鸟园，如同走
进鸟类大观园，这里有 160 多种、8000
余只珍稀鸟类。柳依依、水清清、风习
习，可爱的鸟类与园内美景让采风团成
员久久流连。采风团成员蔡慧娟说：“这
次采风活动，对我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使我想用手中的笔好好讴歌开源，讴歌
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不断奋进的人们。”采
风团成员朱超说：“来到开源集团采风，
开源集团的迅猛发展让我感到很震撼，
这里有一个好带头人，带领干河陈村、
开源集团一路走来，一路繁花似锦。我
一定用手中的笔为开源放歌、为开源人
立传。开源集团的变化是我市发展进步
的一个缩影，写作者不能闭门造车，视
野开阔了，就能产生创作冲动和创作灵
感。通过采风，相信我和其他采风团成
员都能写出鲜活、有温度、有时代特色
的作品。”

在二十年闪亮时光里徜徉
——漯河日报社文艺采风团“我眼中的开源”采风活动侧记

■邢俊霞
“每个人都有

属于自己的一片
森林，也许我们
从 来 不 曾 走 过 ，
但 它 一 直 在 那
里 ， 总 会 在 那
里。迷失的人迷
失了，相逢的人
会再相逢。”掩卷

《挪威的森林》，
这段话仍在我的
脑海里回响。

如果人生是
一 段 漫 长 的 旅
程，那么，青春
则是散落在旅途

中的风景，或者炫目耀眼，清澄得仿佛
如碧的万里晴空，或者曲折迷离，犹如
音乐的通奏底音，轻柔地笼罩着所有的
声音、所有的时间。无论是哪种，都包
含着青春的所有元素：真实与荒谬，博
雅与浅薄，开朗与感伤，追求与失落，
坚定与彷徨，充实与寂寞，嚣张与落
寞，温顺与叛逆，忧愁与快乐，无奈与

救赎，忏悔与迷惘……
《挪威的森林》就是这样，整部书

用青春的元素，描写了主人公渡边与患
有精神病的直子和活泼坚强的绿子之间
的感情纠葛，刻画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情故事。

直子虽然是渡边的女朋友，渡边却
始终未能走进直子的内心，渡边说：“那
段恋情把我带到一处极为纷纭复杂的境
地。”也正如此，经历十八个春秋之后，
渡边回忆起当初和直子在叠青泻翠的山
坡散步时，“连草的芬芳，风的微寒，山
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
而且那般清晰，清晰得仿佛可以用手指
描摹下来。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
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在那个
年龄，伴随着荷尔蒙分泌的加速，使身
处密林深处的少男少女，无论目睹什
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都
像回飞镖一样回到自己手上。

青春像鲜花，开在人生最灿烂之
际。然而饮食男女，当情爱涉及四顾茫
然的青春沼泽，就变得珍贵又易碎。直
子的前男友木月莫名其妙自杀，生命停
留在永远的17岁，之后直子成了渡边的

女朋友，然而，木月的影子却在她的生
活中无处不在，导致直子因精神出了问
题，不辞而别住进位于深山老林的疗养
院，也是在这里，直子在最喜欢的歌曲

《挪威的森林》 里倾吐了自己的心声：
“听到这首歌，感觉自己仿佛在密林里迷
了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觉我孤
单一人、又冷又暗，没人来救我，但是
这确确实实是我最喜欢的歌。”最终，直
子因为无法走出自己的世界而自杀身亡。

人生就是这样，不论你是多么张
扬，还是多么内敛，当青春结束之时，
你所经历的一切都只能是尘归尘，土归
土，唯有灵魂跟着你走下一段旅程。青
春不仅是浪漫的季节，还是一次灵魂的
修炼，它总是在与时间的追逐中被时间
追赶，从而使它在谢幕之时比开幕之初
更为悸动人心。

绿子的性格与直子大相径庭，绿子
阳光开朗，活泼可爱，哪怕对自己的生
存环境很无奈，也始终以积极上进的态
度面对生活，遇到心中所爱，不矫柔造
作，敢于大胆示爱——“我可是有血有
肉的活生生的女孩儿”，绿子把脸颊擦在
渡边脖颈上说，“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

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
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蛮不
讲理的地方，但心地善良正直，勤快
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
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
也办了信托存款，你还不以为这是大
甩卖？你要是不买，我不久就到别处
去。” 绿子不仅拯救了自己，也完成
了对渡边的救赎。如果说直子的状态
象征着青春期的迷失，那么，绿子的
状态更像是作者的一种美好的期望，是
吹过厚重迷雾的一缕清风，是划过阴冷
森林的一股清流。

《挪威的森林》整篇看下来，有青
春的味道、青春的颜色、青春的声音。
而这色、香、味出自本心，出自自然，
丝毫没有矫揉造作，那是一种飞扬着的
青春时代，它甚至不会消散于流年里，
总是在某个寂寂的夜，静静地闯入少男
少女的心中，成为他们的恋爱教科书。

岁月给了我们青春的过程，命运给
了我们生存的状态，当我们试着把每一
个今天当成人生路上又一个新的起点
时，青春就不仅仅是留存在回忆里的沧
桑岁月，而是一个尚未走完的全新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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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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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曦
《浮生六记》

是一部影响颇大
的 自 传 体 随 笔 ，
书中有厚重的笔
墨描述沈复和陈
芸夫妇之间的闺
房 生 活 ， 率 真 、
直白，在封建男
权 主 义 制 度 时
代，这无疑是一
朵奇异的花。

林语堂译成
英译本后，感慨
地向友人说：沈
三 白 之 妻 芸 娘 ，
乃是人间最理想
的女人，能以此
姝为妻，真是三
生有幸。

这 句 话 一 点
都不夸张，芸娘是整本书的灵魂，如果
没有了芸娘，整本《浮生六记》就会变
得黯淡无光，湮没无闻。

为什么说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
爱的女人，是整本《浮生六记》的灵魂
呢？

因为有趣！《史记》有记载说：若不
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其
中，趣，有主动获得之意，有快乐、分
享的味道。在芸娘的身上，有着“趣”
的特质，通过阅读闺房之乐篇章，我们
可以读出芸娘是一个有趣可爱的女人。
跟一个有趣的爱人在一起，便有了分享
的快乐。历史上，李清照和丈夫都是著

名的学者，两人情投意合，恩爱无比，
最让人羡慕的不是有情人能成眷属，而
是他们在一起时的浪漫情节。两人都爱
看书，书也多，看得多了，两个人在一
起就打起赌来，赌什么呢？比记忆力。
一个问书籍中一个典故或是什么内容，
另外一个人就要回答这个典故是在哪本
书中记载的、具体到这本书在书架的位
置、多少页。回答错了的话，就要将杯
中的茶水倒进自己的衣服里，可以想
象，看着对方胸襟湿漉漉的模样，两个
人必定会有笑作一团、拥抱嬉戏的趣事
儿发生。“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有趣，成
为流传至今的千古佳话。

夏天，荷花晚上含苞而早上盛开。
芸娘用小纱囊裹进少许茶叶，放在荷花
心中，第二天清晨取出，烹煮天泉水泡
茶，清香幽韵尤其妙。还有，芸娘把沉
香用饭锅煮透，放在离炉子半寸多高的
铜丝架上烘烤，香气氤氲的趣事，把虫
子蝴蝶之类做了标本系在室内插花上的
奇思妙想等。芸娘有着天真烂漫、向往
美好、制造美好的趣味。她把生活中点
滴的美好收集起来，让这种美好花朵一
样盛开在日常柴米油盐的琐碎里，生活
便有了诗的韵味。

“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自学
成才的芸娘用如此才华，善于采撷快乐
的有趣，吸引了沈复，促成了他们的自
由恋爱。他们视彼此为知己，互相懂
得，并能从彼此身上找取快乐，焉有不
爱的道理？

有了相同的趣味，必然会衍生出许
多外人难以想到却又都能明白的趣事
儿。清朝婚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一夫多

妾制，还有童养媳制度。在这样的封建
制度环境下，沈复和芸娘有幸自由恋
爱，恩爱情深。沈复表示“我两伉俪正
笃，何必外求”，芸娘仍然积极为沈复寻
觅“美而韵”的小妾，俩人数次讨论，
成了日常议论的话题。

沈复爱花成癖，芸娘“怜枝惜叶，
不忍畅剪”；寄居扬州之时，屋小人贫，
夫妻按照乡里“太平船”的设计，把卧
室客厅厨房用板壁糊上纸，间隔安排得
井井有条；萧爽楼避难，会见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是他们夫妻共同的爱好，谈
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芸娘卖掉自己
的陪嫁首饰招待客人，毫无怨言，良辰
美景和大家一起度过，出奇招雇了卖馄
饨的人挑了担子郊外聚餐，酒足饭饱，
四野之上，蝶飞蜂舞，大家或坐或卧或
躺，或唱歌或跳舞。

纵观古今文学，同头诗、福诗、禄
诗、寿诗、绕头诗、猜谜诗、猜字诗、
连环诗、藏头诗等趣味诗词格式奇特新
颖，为人们所传颂，无不是因为趣味诗
与一般的诗歌相比更加具有娱乐性。趣
味相投，又如此足智多谋，怎不让沈复
大大的欣喜？

一本书，该有多么强大的阵容，以
至于几百年后，让我们翻开 《浮生六
记》依然能感受到沈复和芸娘的快乐？

对芸娘“趣”的认可和共鸣，促使
沈复放纵自己一路急奔地去爱，去尊重
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女人。芸娘也活出
了自己。这样的爱情，即使放到现在也
是可遇不可求的。当然，时代不一样，
人跟人的追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套古人的价值
观。

很荣幸，我们活在了最好的年代，
一个自由的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物
质生活的丰富，我们越来越愿意去追求
内心的自由和安宁，越来越开始摆脱物
质的奴役，去做一个精神上的贵族。这
或许是沈复和芸娘人生的最高理想了
吧？

可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离这
样的理想，渐行渐近。在这个美好的年
代，能静静地坐下来读一本书，等一下
自己的灵魂，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通过读书学习，我们最终也会
唤醒自己，读出自己的思想，遇见自己
的灵魂，遇见灵魂上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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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大庆行

秋雨濛濛北国行，东西穿越看新城。
当年一片荒原地，历尽艰辛见彩虹。
泪眼细听一声吼，泥浆滚滚立英雄。
铁人神韵今犹在，筑梦征途奔复兴。

漠河行

华夏北极钟灵地，千里葱郁大兴安。
人参灵芝樟子树，泽被生灵金银山。
不堪回首八七五，魔火猖狂廿八天。
林毁人亡灾难大，世代铭心刻骨间。
岁月流逝三十载，度尽劫波立新苑。
松柏桦树重生发，遍野叠翠映眼帘。
八方游客四季至，天鹅项下皆欢颜。
珍爱天赐一草木，绿水青山万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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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家齐
一天午饭后，我正入神地看

电视。爸爸就说：“不如我们也玩
一个这样的游戏吧？”爸爸的提议
让我一蹦三尺高。正想如何战胜
他呢，爸爸却说：“咱玩的这个游
戏跟电视上的不同，电视上是撕
掉别人身上的铭牌，咱是自己撕
掉自己身上隐形的标签”。

“撕掉自己身上隐形的标
签？我身上有什么隐形的标签
呀？隐形的标签怎么撕呀？”爸爸
的话让我一头雾水。于是我问爸
爸：“你说的标签能不能给我举几
个例子呀？”爸爸说：“你自己都
不知道吗？我说你粗心、学习不
太自觉、怕吃苦呀，这些不就是
你常抱怨的给你贴的标签吗？”

听到这些家长给我贴的“标
签”，我十分反感，对玩撕“标
签”这个游戏的热情也一下子降
到了冰点。可静下心来一想：这
样一个活动，既能增进我与爸爸
的感情，又能促使我改掉自己的
毛病，何乐而不为呢？我又细想
了一下：与其说这些标签是别人
给我贴的，不如说是我自己给自
己贴的。粗心让我在考试中吃了
大亏，语文因为错别字扣分，数
学有时看错题目和要求等等，每
次考试过后，自我感觉还不错，

可成绩一出来却大吃一惊。因为
怕吃苦，我十分讨厌锻炼，体育
成绩一直上不去；还有做事不
自觉，暑假锻炼身体每天都要
爸爸陪着，要是没人监督，有
时就偷懒耍滑……电视上铭牌被
撕掉可是要出局的，但我身上
消极的标签要撕下来能让我变
得更好，不但不会出局，反而
会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加出彩！想
想这些，我下决心一定要撕下这
些隐形的标签。

爸爸说撕标签有“三易三
难”：贴标签容易，撕标签难；撕
有形的标签容易，撕无形的标签
难；撕别人的标签容易，撕自己
的标签难。而且这些“标签”也
不是撕下来一次就万事大吉了，
稍不注意这又会粘到身上。

那该如何撕掉这些令人讨厌
的标签呢？我觉得撕标签首先要
有决心，认识到这些标签给自己
带来的后果，还得自觉自律，自
己管得住自己，同时也请家长和
老师监督自己。最重要的还得有
毅力，坚持下去，时刻提醒自
己，努力养成好的习惯，这样习
惯成自然，标签自然而然就掉了。

我相信：只要能够照上面说
的做，就一定能把自己身上不好
的标签给撕掉！

撕“标签”

■孟海岩
金色是代表着荣耀的一种色

彩。香槟金色更是在荣耀里增添
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这正是人
世间许多少男少女喜欢的颜色之
一。个子高高的素素也不例外，
她在今年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里
就深深地喜欢上这种香槟金色，
准确地说，是深深喜欢一个香槟
金色的皮箱。

八月的傍晚，天气依然炎
热，似乎要一直展示“秋老虎”
的威力。上周五，刚刚把妈妈从
医院接回家里，素素就接到了来
自省城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对于一个小乡村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全家人都高
兴极了，素素自己也激动得连续
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有时还梦到
自己早早踏进大学校园，漫步在
林荫道上，奔跑在操场上，坐在
洁净的教室里听课……梦醒时，
她的眼泪却会打湿枕头。因为，
素素想爸爸了。

爸爸已经离开两年了，白血
病把原本强壮如山的爸爸折磨得
骨瘦如柴。那一天，病床上的爸
爸拉着素素的手说：“一定要好好
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好好陪伴
妈妈。”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
鼓励，但更多的是遗憾和眷恋。
后来，他再也没有醒来，那一
刻，素素感觉天崩地裂，万念俱
灭。

一个月后，素素不再流泪
了。那个开心就笑、性格开朗的
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独来独往。
素素知道，爸爸走后，母亲也患
上了重病，为了省钱，她不遵医
生的叮嘱，买来中草药代替昂贵
的西药进行治疗，病情反反复
复。爷爷常常去干一些装化肥的
体力活，却只能赚些微薄的辛苦
钱。弟弟在初中住校读书，中午
常常只买半份菜，身体十分瘦
弱。尽管各级政府给她们家送去
了一些帮扶资金和物品救助，但
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现状。每
个假期回来，素素都向妈妈说：
自己不愿读书了，想早一点外出
打工赚钱。弱小坚强的妈妈却斩
钉截铁地拒绝了。乡里的干部闻

讯后也来到家里，鼓励素素要努
力学习，不要胡思乱想。

在高中的日子里，她争分夺
秒地学习，各门成绩都名列前
茅，辛勤的付出终究会带来丰硕
的回报。素素在今年的高考中沉
着冷静，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考
取了省城著名的大学。全村人都
为她高兴，乡政府还帮助她申请
了贫困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的
难题。

办好贷款后，素素和妈妈路
过一家商店，那一排五颜六色的
拉杆皮箱吸引了素素的目光。妈
妈猜透了女儿了心思，拉着素素
走进了商店，素素一眼就喜欢上
中间那个香槟金色的拉杆皮箱，
她觉得香槟金色更像是自己高考
成绩荣耀中增添的一种少女梦幻
般的色彩，她多么想拥有它呀。
听老板娘说出它的价格后，妈妈
脸上闪过一丝吃惊，但仍笑着对
素素说：“闺女，咱买住它吧？到
大学去，你拉着她多神气！”素素
攥紧手里钱包，坚决不同意，强
行拉着妈妈出了商店。她心里知
道，那价格相当于她在外打工一
周的劳动报酬，更抵得上妈妈一
星期的药费。素素绝不会允许自
己这样花钱，但那个香槟金色的
箱子似乎一直在她内心游荡。

第二天傍晚，素素家宁静的
小院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村

“两委”干部，一个是驻村书记，
大家都叫他“眼镜书记”。“眼镜
书记”向素素妈说：“孩子考上了
大学，我给孩子送个礼物，希望
她好好读书，早日成才！”说着，
眼镜书记就递过来一个拉杆皮
箱，素素眼前一亮，是那款香槟
金色的拉杆皮箱！素素太激动
了，接过皮箱时心里“扑通扑
通”跳个不停。

“眼镜书记”走了，院子里
静悄悄的，素素拉着这个香槟金
色的拉杆皮箱走一圈，再走一
圈，开心不已。走着走着，她停
下来，双手用力地揉着自己的眼
睛，她知道，那不是风儿把沙子
吹进了眼里，而是一种温暖吹进
了她的心里，支撑着自己走向那
条充满幸福和希望的征途……

香槟金色皮箱

采风团成员参观干河陈村展示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