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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霞 之 美 □李国文

●李国文专栏●

■一个人，哪

怕到了生命的晚

年，鹤发童颜，精神

矍铄，那种气质的

美，那种心灵的美，

那种智慧的美，那

种思想闪光的美，

和这满天晚霞一

样，也会给这个世

界留下充实丰硕的

温馨，留下难以忘

怀的回忆。

衡 水 说 水 □郝占奎

玉田税务:推进电子税务局应用
玉田县税务局通过统一思想共识、

强化导税力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借
助绩效考核激发活力，推进电子税务局
应用，助推智能税务，便民办税踏上新
征程。 （董秀军、杨立宝）
沧州新华区税务：心怀责任 勇于担当

近日，沧州市新华区税务局机关党
委组织开展“心怀责任 勇于担当”主题
党日活动，通过开展支部书记讲党课、重
温入党誓词等多项活动，喜迎党的99岁
生日。 （李琳）

玉田税务：为新党员过“政治生日”
“七一”前夕，为激发党员责任感、

荣誉感和使命感，玉田县税务局开展
“我的政治生日，映照初心使命”主题
党 日活动，为 7 名新党员过“政治生
日”。 （朱葵、张秋实）
秦皇岛供电:确保暑期供电万无一失

日前，秦皇岛供电公司围绕暑期保
电“全景监控、智能运维、高效应急、综
合保障”四大要务，以“六个着力”推动

“四个一”智慧保电体系建设，力保暑期

供电万无一失。 （曾毅）
怀安供电：深入开展反窃查违
国网怀安县供电公司反窃查违行动

小组，根据季节用电特征，制定反窃查
违专项行动方案。该公司结合实际查处
案例，对打击窃电行为进行线上、线下
宣传，形成震慑力。 (苏鑫)

秦皇岛供电:扶贫工作获表彰
日前，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扶贫脱

贫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秦
皇岛供电公司驻村工作组荣获“河北
省扶贫脱贫先进驻村工作队”称号，为
该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央企。 （郗泽）
霸州供电：圆满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6月21日下午4时，涉及霸州市16
个村街、10418 户居民用电的改造工
程，经过 36 小时连续奋战，霸州市供
电公司百余名施工队员圆满完成此次工
程建设。 （张洁、赵亚彬）

怀安供电：紧抓安全促生产
7月 1日，国网怀安县供电公司结

合工作实际，紧紧围绕“消除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圆满完成
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苏鑫)
阜平供电：“三心”发力促提质增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电网公司2020
年工作部署，国网阜平县供电公司通过“三
心”精准发力促提质增效。上层有“决心”。
该公司“一把手”挂帅，组织主管领导及专
业部室下潜到供电所现场调研，建立亮相
评比的指标发布考核机制，提质增效工
作全方面、深推进。中层要“用心”。公司中
层干部在提质增效工作中用心想事、用心
谋事，主动作为，以经营提质增效为目标，
建立“指标发布、短板分析、管理改进、提
质增效”闭环机制。基层有“狠心”。基层
职工齐心协力狠心干事，精准查找问题
短板，提高工作质效。截至今年6月末，该
公司营业总收入净额完成13017万元，同
比增长3543万元，增幅37.4%；可控费用完
成527万元，同比减少273万元，降幅34.13%，
推动提质增效工作见实效。 （王彦）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排水管与长笛
□肖复兴

浩荡流光三万里，

杳茫丘壑尽浮沉。

半坡老树铺萍藻，

一径苔茵沐雨霖。

宜伴清辉拂弦索，

却缠尘事就孤衾。

不知独月可安好，

昨夜风高入客心。

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借酒抒
情，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酒可
以侠，可以雅，可以痴，只有文人雅
士，才能有如此的境界。

著名作家陆文夫生前爱酒的名
声远播文坛内外，他一生与美酒结
下了不解之缘，人送雅号“酒仙”。有
人问他，为何如此爱酒，他笑眯眯
地掰起手指头，说了酒的五大功
能：“君不知，酒有解忧、助兴、催
眠、解乏、驱寒之功效，非我独爱。”

一次聚餐，好友汪兆骞先生问
他：“美食与酒，二选一，你该怎样
选？”陆文夫并不忙着回答，而是不
紧不慢先将酒杯倒满，送到嘴边，
才慢悠悠地说：“酒菜原不可分，有
菜无酒，枉对佳肴；有酒无菜，酒也
无味。故君子爱佳肴也爱美酒。只
有像你这样不爱酒的人，才会提出
这等不近情理的问题。”说完，众人
笑，他也笑，满脸已被红润染遍。

陆文夫先生进入微醉状态时，
有人敬不敬酒，与他没有关系；别人
闹不闹酒，也与他没有关系。身边有
没有人都一样，桌上有没有菜也一
样，喜欢独享外人难以知晓的美妙。

有一年，应南京一家杂志社邀
请，陆文夫先生去开一场座谈会。晚
上，东道主请大家聚餐。作家苏童见
陆文夫独自在一旁喝酒，喝得似乎
很孤独，便热情地走过去，要敬他一
杯。还未走到跟前，就被另一位作家
拉住了，劝他：“千万不要去，陆老夫
子不接受敬酒，他虽然很爱喝酒，但
一向喜欢独自斟饮，别人往往会打
扰他的雅兴。”

其实，陆文夫先生爱了一辈子
白酒。1958年，他到苏州机床厂当车

工，尽管日子很苦，却因有酒相伴，
反倒过得非常舒适。吃晚饭时，陆文
夫常独自躲在角落里，偷偷掂起一
瓶买来的粮食白酒，慢慢自饮。虽然
没有菜，只有面条，他就一口酒一口
面，吃喝得有滋有味。有时，他干脆
把酒倒在清汤寡水的面条里，酒面
一起享用，省了不少事。

当时，陆文夫每天的活儿就是
挑泥垒坝，七八十斤的担子，往肩
上一放，死沉死沉，还得爬河坡、过
田埂，肩头压得生疼，腿压得迈不
开步子。晚饭后，连床都爬不上去
了。为了舒缓疲惫至极的身体，他
在昏暗的夜色掩护下，敲开镇上一
家小店的门，让他惊喜的是，小店
竟然有兔肉。他早忘了禁止吃肉的
规定，随即买了四两兔肉，打了半
斤劣质白酒。在返回途中，肉吃光，
酒喝完。他把酒瓶灌满水，然后，沉
入河地，不留任何蛛丝马迹。

后来，重新安排工作后，陆文
夫痛饮了一个月的美酒。之后，重
操旧业，便有了后来轰动文坛的中
篇小说《美食家》。他说：“没有美酒
的日子，活着也就没了情趣，呜呼，
陆某是命、美酒、小说一样都不能
少。有人或许会说我太贪，没办法，
人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选择，我是
俗人，当然也不能免俗。我喜欢美
酒，却也惜命，因为我有一肚子小
说要写。至于让我谈谈如何写小
说，我的体会是，小说小说，其实就
是在小处说说。”

这番坦诚、深切的表达，简单
明了，一下子道出了小说的真谛。
其中，隐含的几分酒趣，也着实令
人叹服。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
声。”任何人都渴望收获好评，留下
好名声，这属于自然而然的思想追
求。究竟怎么追求好名声，怎么对
待好名声，却有境界高下之别。

春秋末期，鲁国的法律规定，
如果有人肯出钱赎回被邻国捉去
做奴婢的百姓，官方都颁发奖金。
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人，却不接
受奖金。孔子听说了，就指责道：

“你错了，怎么可以只为自己高
兴，博取虚名，就随意去做呢？现
在鲁国大都是穷人，你开了恶例，
使大家觉得赎人受赏是丢脸的
事，以后，还有谁赎得起人？从此，
赎人的风气，只怕要渐渐消失。”
有一次，子路救起了溺水的人，那
人送了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收
了。孔子听说，则大加赞赏。

据《世说新语》记载，晋朝张翰
不拘小节，做事我行我素，完全不
顾及别人的议论。有人对他说：“你
这样放纵，只为一时快乐，就不想
为死后留名吗？”张翰回答道：“身
后浮名，不如眼前的一杯酒。”

与张翰比，现代人似乎更看重
身后浮名，可惜，代价要比古人沉重
得多。人，如果名声与成就不匹配，
一旦离开相应的位置，所谓的“名”，
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被人遗忘。

钱锺书先生八十高龄时，所
在的单位要给他祝寿。钱先生说：

“增一岁当然可以贺之，减一岁则
应吊之。”言下之意，如果年高可
喜可贺，年轻则可凭吊了。钱锺书
一生最厌浮名虚誉，以逃避名流
聚会为乐，他拒绝做寿的一番话，
透出返璞归真的幽默，也是不为
虚名所累在现实生活中的最直接
体现。钱锺书先生淡泊名利，不喜
欢抛头露面，不喜欢被采访，拒绝
各种社会头衔、各种学术会议。他
只想不被干扰，只想安静，只想潜
心做自己的研究。

《逍遥游》讲过这样一个故
事：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说：

“太阳和月亮都已升起来了，可是
小小的烛火还不熄灭，它跟太阳
和月亮的光亮相比，不是很难吗？
雨及时降落了，可是，还在不停地
浇水灌地，人工灌溉对于整个大
地的润泽，不显得徒劳吗？先生如
果成为国君，天下一定会获得大
治。可是我却还占据其位，我自己
越来越觉得能力不够，请允许我
把天下交给您。”

许由答道：“你治理天下，天
下已经获得了大治，如果我替代
你，我是为了名声吗？‘名’是‘实’
所派生出来的次要东西，我要去
追求这次要的东西吗？鹪鹩在深
林中筑巢，不过占用一根树枝；鼹
鼠到大河边饮水，不过喝满肚子。
你还是打消念头回去吧，天下对

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啊。厨
师即使不下厨，祭祀的主持人也
不会越俎代庖的。”

显然，名誉有虚实之分，有些
人的名誉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
来的，而是通过投机取巧，蒙混过
关，得一虚名，招摇过市。终有一
日，这种虚名就会被人戳穿而狼
狈不堪。比如，滥竽充数的南郭先
生就是这种代表人物了。

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
功，圣人无名。”道德修养高尚的

“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
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
他的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
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他也
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做人应不
为名誉、金钱和地位所累，则人间
自有逍遥在。那些品格修养极好
的人，由于明白为人处世的最高
道理，所以，在他们看来，名利皆
是虚浮之事，也是身外之物。

费孝通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
潘光旦先生：“我们这一代很看重
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
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
怎么看待自己上。”这话颇值得琢
磨，世人更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
与地位，其实，那些都属于虚名；
反过来，假如在意的是自我生命
能否不断创造与更新，或许，那才
能获得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衡水，因水为名，以水闻名。
华北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

低，向来北水南流，西水东归。然
而，作为冲积平原的衡水，西南
高，东北低，途经的漳河水却反常
地南向北流，被古人称为“衡水”
或“横水”。

衡水的历史可谓一部治水用
水史。相传，上古时期，黄河泛滥，
衡水大地“汪洋浩渺，弥漫无际，
夺民稼穑之地成巨浸焉”，人民生
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鲧、禹父子
受命于尧、舜二帝，负责治水。大
禹不负帝望，躬亲劳苦，历时十三
载，三过家门而不入，耗尽心血体
力，引洼淀入东海，完成治水大
业，定州天下。

周而复始的水患，似乎是
衡水的天然之殇。蜿蜒的滏阳
河、滹沱河、大运河，群龙汇
聚，纵横全境，既滋润着衡水
的丰沃土地，也使得这里水患
不断。漫长的岁月里，黄河几
度 决 堤 改 道 ， 难 测 的 暴 雨 洪
水，都对地处下游的衡水造成
过巨大破坏。载入史册的 1963
年 8 月，七天七夜的连阴雨，致
使河流决堤，水库垮坝，洪水暴
发，整个衡地，百里断炊烟，劳燕
无栖枝，一片汪洋泽国。尽管军
民齐心奋战，疏浚排涝，但除武
邑外，所属县城全部被淹……

水利攸关命脉，整治域内河
湖，解决水荒地旱，打造生态环
境，始终是衡水的必修课和要务。
远的不说，近现代以来就始终努
力不殆。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治海

河之患，得鱼米之利。1985年，经
大规模治理后，水患不断的千顷
洼更名衡水湖。1996 年衡水撤地
设市，2016 年将冀州设为城区，
从而把衡水湖紧紧抱在市区怀
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湖城。

驰而不息的治水，使得衡水
因水而兴，成就了闻名遐迩的鱼米
之乡。曾任冀州长史的郦道元，在

《水经注》记载，衡水湖（时称博广
池）“多名蟹佳虾，岁贡王朝，以充
膳府”。衡水湖由冀南大洼、千顷
洼华丽改造转身，坐拥华北大平
原，碧波千顷，水清草盛，莲荷盈
片，生态系统完整，鱼鸟丰富多样，
是华北平原第二大淡水湖，国家级
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众多河流
进出，使得流域润泽，桨声帆影，稻
菽翻浪，尽享风调雨顺之利。

然而，沧海桑田，岁月波谲，
现实往往比传说更为复杂严峻。
历史上曾广遭水患的衡水，如今
却旱灾严重，水资源极度匮乏。因
上游拦截、气候变化和地壳渗漏、
超量采用等原因，衡水几度河干
井枯，湿地消失，四野干渴，成为
重度缺水地区，农业浇灌、工业用
水，甚至居民用水都受到严重制
约，饮用井水早已成为了曾经的
记忆和奢想。

衡水缺水严重，粮仓保卫战
紧紧瞄准治水与兴水同时展开。依
托国家战略，南水北调，西水东输。
植树造林，治理盐碱，改善环境，涵
养水分。提升改造衡水湖，在县

（市、区）、乡、镇遍建湖区、池塘，形
成河湖纵横交错、星罗棋布之势，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让富饶美丽的
水乡胜境涅槃重生。

以水铸魂，衡水孕育了悠久
而辉煌的历史文脉，滋养了鲜明
的地域文化。民谣“武强年画年年
古”，宣传的是民间技艺，张扬的
却是影响深远的悠悠乡愁。古语

“淹了景州塔尖，淹不了武强地
边”，说的是复杂的地势，形容的
却是曾经的汪洋水势。俗语“沿着
运河往前走，打遍两岸无敌手”，
描绘的是豪饮气度，借用的却是
一脉相承的运河文化……

以水为耀，衡水人文荟萃，养
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汉代大儒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
理论，五代时窦燕山“教五子，名
俱扬”，明代马中锡著述东郭先生
和狼的故事，还有孙敬悬梁苦读，
孙犁创建白洋淀派，等等，他们出
身衡水，皆功垂青史，名扬四海。

衡水人创办的“老白干”烧
酒、“全聚德”烤鸭，早已名扬天
下。如今，衡水湖更成为衡水引以
为傲的靓丽名片，与冀派内画、音
乐小镇一起名扬海内外。

临湖问水，水何湛湛。衡湖
之水，不同于充满情愁的西子
湖，有别于高原屋脊的青海湖，
少有九寨沟水的禅意莹澈，亦无
高山飞瀑的诗意冲动，但却担当
着华北之肾的功能，康养着一域
民众，因环境上佳，声名日隆，引
来四面八方游客，使得国际马拉
松赛、全国跳伞冠军赛在这里相
继举办……

衡水，正在因水重生。

三十多年前，我刚满不惑。儿子读小学，迷上
了集邮。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连带着我也跟
着他一起玩。

小时候，我像儿子一样，也喜欢集邮，只是没有
坚持下去。上了中学，乱花迷眼，移情别恋，新的爱
好，便理所当然取代了它。说穿了，就是半途而废。
因此，一个人能够把某项爱好坚持一辈子，很不容
易；那些半途而废的事情，总是多于坚持到底的。

当年五月，我从德国途经莫斯科，住了两天。
无事可做，便是逛街，比如加里宁大街、普希金大
街、阿尔巴特大街等。逛到一条不知名的小街，赶
上中午吃饭，无非一份红菜汤外加几片黑面包，要
排长队，自己找地方吃。旁边有一座商亭，本是一
座报刊亭，售货的窗口前，有一个木板做的窗沿。
我把塑料餐盘放在上面，一边吃，一边看风景。

五月的莫斯科，下着雨。雨不大，却淅淅沥
沥，地上积水横流，天上阴沉沉的，没有红场的
壮阔和东正教堂的色彩缤纷。人来人往很热闹，
小街和大街一样熙熙攘攘。大多数人打着伞，脚
步匆匆，看不清他们的脸，看不出他们的表情，
更不知道他们的心情。置身异国他乡，更让人感
到世界的隔膜。

报刊亭里没有人，售货的窗口紧闭着。吃完了
午餐，雨依旧密密地下着。我没带伞，便在亭下避
雨，闲来无聊，趴在售货窗口，看亭子里面，都卖些
什么报纸杂志。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首尾衔接，
密麻麻摆满亭子四壁的上上下下。忽然，看见在杂
志下面，挂着一串邮票。邮票很小，那一串邮票不
过四五枚，如一串小小的风铃花，在四周五彩炫目
的杂志包围下，不注意看，几乎不会被发现。因为
喜欢集邮，尤其到国外，都不忘买几枚纪念邮票，
这一串小小的风铃花，被我一眼发觉，当然不算什
么奇怪的事情。

不仅看见了那一串纪念邮票，而且还搜寻到
其中一枚是1953年发行、纪念作家马雅科夫斯基
的邮票。邮票上马雅科夫斯基的半身像，是那样
熟悉——这枚邮票，曾在《世界邮票总目录》上看
见过，是为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 60 周年，早就
想买呢。那时，儿子收集世界各国和动物的邮票，
我的兴趣却关注世界作家与音乐家的邮票。买邮
票，找邮票，查邮票，摆弄邮票……成为那段时间
我们父子间最重要的交流，乐趣便也在其中。这枚
意外相见的马雅科夫斯基邮票，让人像打了鸡血
一样兴奋起来。阴雨绵绵的莫斯科，瞬间有了亮色
与光彩。

开始，以为报刊亭的主人中午休息，吃午饭去
了，心想，一会儿就会回来的。谁料，过了午休时间
好久，那位主人还没有回来，只能再等一会儿了。
过好久，还没见人影，只有马雅科夫斯基挤在亭子
里面和我面面相觑。当然，有些不甘心。就这样离
开，下一次再来莫斯科，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即使
能来，还碰得上马雅科夫斯基吗？这么琢磨着，倚
在报刊亭前，耐心等候亭子的主人归来。

就像等待戈多一样，始终没有等到那位毫无
踪影的店主人。雨，下个不停，雨水顺着亭子边的
排水管“哗哗”地流淌着。起初，并没有听到排水管
的雨声，等待的时间越长，这声音“哗啦啦”越发响
了起来，就像一阵接着一阵的小鼓在敲，让人心里
发躁。

从中午快等到黄昏，想象中的店主人也没有
到来。雨小了，只好走吧。

都说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但有的事情虽然很
小，却容易在偶然之间，如焰火被瞬间点亮，提醒
当事人不要淡忘。在莫斯科和马雅科夫斯基相遇
而不得的情景，便是这样。

其实，我对马雅科夫斯基并非很感兴趣，毕
竟，那时和儿子一起集邮。儿子和我一样，中学时
代，集邮的事儿也就无疾而终了。他几乎攒全了世
界上每个国家一枚邮票，看起来花团锦簇，还有很
多册各国的动物邮票。我的那些作家、音乐家邮
票，都已经放在柜子里多年，任其尘埋网封。在莫
斯科和马雅科夫斯基相遇而不得的情景再次浮现
眼前，是前不久偶读马雅科夫斯基的一首小诗，题
名《你是否能够》，最后两句写道：

而你
是否能
用排水管充作长笛
吹奏一支夜曲？
我立刻想起了莫斯科那座报刊亭的排水管，

不觉哑然失笑。笑自己当初倚在亭边听排水管“哗
哗”的雨声，反倒没有想它可以充作长笛。现在，会
不会笑自己当年的等候，有点儿傻呢？

也许有了点年岁的缘故，对于
唐人杜牧的诗《山行》，便有了格外
的喜爱。特别是诗的最后一句，“霜
叶红于二月花”。年轻时曾在太行
山深处，修建新线路。深山老林，每
到深秋，登高望远，那万山红遍的霜
叶，尤其到了夕阳西下时刻，晚霞加
之火烧云，衬托出那红到极致的灿
烂，便也能理解诗人所以“坐爱枫林
晚”的缘由了。

一天之中，晚霞是最为绚丽夺目
的时刻；同样，人到晚年，也是一生之
中最为成熟完美的岁月。

朝霞比晚霞灿烂明亮，晚霞比朝
霞深沉浑厚。朝霞来得快，去得也
快，接着便是旭日东升，普天同照。
然而，太阳开始西坠，那变化无穷、缤
纷万状、色彩奇艳、婀娜多姿的霞光
云氤，便弥漫了大半个天空。那就是
一天之中色彩最丰富的画面，晚霞之
美，令人动情，叫人心醉。晚霞烧红
了的天，渲染得人间万物、大地风景，
无不反射出耀眼的光亮，这就是人们
常说的夕阳红了。所以说，晚霞是渐
渐展示出来的精彩，可以充分领略；
是慢慢表现出来的美丽，可以驻足欣

赏。甚至当月牙露脸，当星星眨眼，
那黄昏的地平线上，还可见到一抹残
红，给你以无限遐思。这就是说，一
个人，哪怕到了生命的晚年，鹤发童
颜，精神矍铄，那种气质的美，那种心
灵的美，那种智慧的美，那种思想闪
光的美，和这满天晚霞一样，也会给
这个世界留下充实丰硕的温馨，留下
难以忘怀的回忆。

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叫庾信的大
诗人，天资非凡，才华过人，无论诗文
辞赋，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在
中国文学史上，是这样总结评价他
的：庾信是将南方文学的文采和北方
文学的气骨合二为一的第一人。生
于公元513年，卒于公元581年的他，
其代表作为《哀江南赋》，为世所公认
的南北朝辞赋的压卷之作。赋前有
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篇的骈体文，概
括主旨，因何作赋，语言精准，意绪苍
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日暮途远，
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
士不还，寒风萧瑟。”当我们读到《赋
序》中这六句时，无不被他笔下那历
史的沧桑感、故国的怀旧感、身世的
悲怆感、思乡的依恋感所打动。

他这篇不朽之作，作于公元 578
年岁末，已经是他的晚年作品。不
过，庾信早年也曾一度领南国风骚，
他的那些诗赋，唱遍江南，其作品可
以用文风绮丽、文笔浮艳、文字华丽、
文思悱恻 16字概括，与徐陵齐名，时
人称为“徐庾体”。后来，庾信经历了
侯景之乱，险几丧命；只身沿江而上，
又经江陵之乱，家人散失。因此，饱
尝战争之灾难，乱世之痛苦，最后流
落北国，有家难归。只有文学是他命
所依、身所赖的唯一精神支柱。这
样，才使得他晚年在诗赋上达到一个
出神入化的境界。

据《北史·庾信传》：“（南朝）陈氏
与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奔归其
本国，陈氏乃表请庾信、王褒等十余
人。武帝但放王克、殷不害等，如信
与褒，俱惜而不遣。”这使得庾信羁旅
他乡，落得个寄人篱下、落魄无依的
晚景。对诗人来说，背井离乡之痛，
颠沛流离之苦，思念骨肉之情，热恋
故土之心，使得他临终之前，在文学
上迸发出来。

唐代杜甫用诗歌来评价这位前
辈，最重要的是这两句：其一，“庾信

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其
二，“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
关”。看来，南北朝时的庾信，老和
暮，生命的傍晚，烧红的晚霞，成就了
文学史的辉煌一页。生老病死，这个
人生历程，谁也不能回避，不可逆
转。人总是要老的，所以，不能怕老，
尤其不能老而却步，老而止步，老而
迈不动步。试看晚霞之精美绝伦，试
看晚霞之坚持到底，老而弥坚，老而
弥健，追求成熟之美，才是晚年的人
生哲学，这恐怕也是大诗人庾信，能
在最后关头坚持下来的美学追求。

为什么晚霞值得赞美，晚年值得
珍惜呢？因为我们大家无不走过了
很长很长的路，经历了许多许多的
事，在跌打滚爬的过程中摸索到一点
经验，在成功失败的教训中获得了些
许醒悟，遂知道对国家、民族来讲，什
么是最可宝贵的；对家人、亲友来讲，
什么是弥足珍视的。虽然每个人的
天空里，都有晚霞，虽然每个人心目
中的晚霞，不尽相同，但欣欣向荣、蒸
蒸日上的这个伟大时代，那无数生动
的画面，对我们这些华龄朋友而言，
便是值得坚守的共同财富了。

酒 趣 □张达明

“人过”与“留名” □张 勇

夜宿山村
□荣广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