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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杜甫草堂有感
■ 李继航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70年风雨岁月峥嵘，70年奋
斗谱写华章。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为全方位展示奉
贤风采，为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为彰显民营企业家爱国为民
振兴奉贤的赤子之心，奉贤区政协
之友社在区政协的支持下，将举办
区首届民营企业家书画、摄影作品

展。呈现奉贤巨变的历史进程，自
即日起面向奉贤区现有30万家民
营企业开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奉贤区
首届民营企业家书画、摄影作品征
集活动。

一、征稿主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建国以来奉贤走过的辉煌
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遵照区委
提出“奉贤强、奉贤美”的发展理

念，弘扬和传承“贤文化”为宗旨。
充分展示奉贤这块热土上涌现出
来的新气象、新精神，坚持主旋律
创作，倡导现实题材创作，突出作
品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创作出“奉
贤强、奉贤美”相匹配的作品。

二、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

止。
三、征集要求
1.参赛作品请自拟题目，参评

作品必须为原创首发。
2.参评作者在规定期限内请

将参评作品交至奉贤区老年大学
A楼610室，并请注明作者单位、联
系电话、通讯地址。

3. 作品规格要求:书法、绘画
为6尺以内(竖式)，摄影作品3平尺
以内。

4.征稿截止后，将组织沪上知
名画家、书法家、摄影家组成评审
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终
评，并挑选 60~80 幅作品编纂成
册，名称为《奉贤民营企业家翰墨
颂祖国》。

5.凡参加征集的获奖作品，作

者即自动认可授权主办方适时集
结出版，除奖金外，不再另付稿酬。

四、组织形式
1、主办单位:奉贤区政协之友

社
2、承办单位:奉贤区老年书画

社、奉贤区政协之友社书画组
3、咨询电话：

13301711630（黄先生）
18917836205（唐先生）

奉贤区政协之友社
奉贤区老年书画社

2019年4月

关于举办奉贤区首届民营企业家书画、摄影作品展的征稿启事

心脏生出蚌壳的硬度
蕴育晶莹的珍珠，每一颗
藏起花月的故事
在静海深处，听一澜夜话

踏浪的往昔，追随着情节

一不小心和现实撞了满怀
青涩的装扮，匆忙行走
忘记带上安放珍珠的口袋

蚌壳悄然褪却
相见已是告别

杜甫草堂本不在游览范畴之
内，可我觉得既然到了成都，没有
理由带着遗憾回沪。所以当天我
起个大早，花 100 元游览了心中的
圣地。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
从出租司机处得知游草堂最喜雨
后清晨，我竟然误打误撞上了。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
诗人，其诗歌影响深远，被称为“诗
圣”，他的诗又被称作“诗史”。参
观杜甫草堂，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那
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句子，因为即
便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不能说
人人能够“居者有其屋”。在论及
发展房地产重要性方面，杜甫走到
了历史的前列。

我撑着轻便的雨伞，吸着清新
的空气，听着滴答的雨声，沿着幽
深的竹径，慢慢来到草堂前。草堂
前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里面嘉木
繁荫，翠色袭人。我试着寻找那棵
枣树，因为杜甫曾在《又呈吴郎》中
写过“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
一妇人”的语句，可惜没有。走进
草堂，我发现这是五间房子，从卧
房、书房、客房、厨房到茅房都有，
我 有 点 惊 讶 于 杜 甫 生 活 的“ 奢
华”。不过看得出来，这都是今人

的杰作，因为里面还亮着电灯呢！
不过已经很幸运了，至少我们知道
杜甫确定在这里待过，这还要感谢
五代诗人韦庄，是他寻找并重建杜
甫草堂的。

五间房子中，我最感兴趣的
是书房，里面还有书柜。我不知
道杜甫刚来成都时的窘态，但他
特意建了一间书房，这令我很感
动，因为我想到了中国顶级知识
分子的风骨。

中国人讲“势”，主张顺势而
为，讲究经世致用，因此有了“盛世
学文，乱世学武”的说法。读书，最
大的价值莫过于考科举为官，否
则，就是无用的。杜甫刚来成都
时，正是“安史之乱”闹得最凶的时
候，中原战火连天，朝廷朝不保夕，
哪还有时间组织科考呀？既然读
书的终极结果已经不存在了，他为
什么还要顾及过程呢？杜甫本可
以丢下书卷，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经
营自己的生活上，相信以他的聪明
才智，也许早就富甲一方了。现实
是，杜甫把自己关到书斋里苦读，
并将自己的满腔爱国之情化入诗
句中，还在战事刚结束就匆匆出
蜀，最终客死江湖。

亚圣在《孟子·尽心上》中讲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指

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要儒道互补的
处事原则，同时也为他们套上了沉
重的精神枷锁。从“穷”到“达”，到
了唐朝就是科举，基础是读书。可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国很多文学
大家普遍在政治上不得意，如韩愈
被贬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苏轼
被贬儋州等。杜甫的一生谈不上

“达”，他始终在“穷”的边缘挣扎，
即便如此，他也要“独善其身”。即
便自己身处困顿，他依然心忧国
运，同情那些比自己更可怜的人，
真的令人可敬、可叹、可怜。

生前的杜甫颠沛流离，死后的
杜甫广受追捧，湖北、河南、四川等
地都以杜甫的名义建起了纪念
馆。当然，带给他安定生活的杜甫
草堂名声最隆，我认为这是成都应
得的，因为它曾经用自己博大的胸
怀包容了一个极度落魄的诗人。
在我还没离开时，过来一个五、六
十人的大团，他们拍完合照后，就
急急地离开了。

努力、自律、有才却不能成功，
是成功的标准出了问题，或是还缺
少成功的其它特质？比如机遇之
类的。没人告诉我答案，而中国的
知识分子也在一遍遍的追问中蹉
跎了人生，空留一声声叹息和一首
首令人共情的诗句或文章。

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告 别（外一首） ■ 紫 薰

夜的使者
穿着梦的衣裳
收罗一个又一个臆想

花开的憧憬
夏雨斑斓
暮叶的深眠
落雪荒凉

流转的画面
挽不住
无声的脚步

一声叹息
在轻拂间传递
悄悄拭去
白日滚落的泪滴

叹 息

灵秀杭州之行
■ 邢俪弘

屐痕处处屐痕处处

清明假期，朋友夫妇去杭州游
玩，先生与我知晓后也心驰神往。
带着憧憬，迎着温润的春光，赶往杭
州龙井村狮峰山麓。朋友夫妇早已
到达那里，在龙井路旁茶农人家品
茗明前龙井茶，等候我们到达会
合。朋友的友情款待和妥善安排，
让我们如沐春风，一路的车马劳顿
顿时烟消云散。

午餐后，我们走了 10 分钟路
程，沿途一家挨一家的茶农人家，可
品茗用餐、可下塌留宿，这些个农家
乐充分利用龙井茶文化来做自己的
特色商户。我们边慢走边感受茶农
人家的制茶工艺，整条路上迷漫着
氤氲茶香。

在老龙井御茶园景区，看到了
具有 1200 多年历史的十八棵茶
树。景区历史人文资源与自然环境
相得益彰，辉映在青山幽谷之间。
满山谷中，层层叠叠梯田式的茶树
颇为壮观。今生我首次融入梯田茶
园，棵棵茶树给人无限生机，片片鲜
嫩芽儿就是采摘的龙井茶叶。我们
也挤入茶园，想着采茶歌，学着茶农
们采起了鲜叶，何等惬意！

晚餐后，步行30多分钟走近夜
色中的西湖，这是此行第一次赏
湖！我们感受到了西湖的迷人美，
偌大的西湖周围山峰上的灯光工程
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山峦的俊美起

伏。雷锋塔上金色及红色光带衬托
了塔的立体层次。西湖旁连绵的建
筑群灯光璀璨，宛如一颗颗夜明珠，
真是天上人间！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再次选择
绿色出行，亲近白天的西湖，这是此
行的第二次赏湖！走着走着，来到
西湖十景之一——花港观鱼。由于
三妹（宠物）的原因不得进入。我们
另辟蹊径，从知味观旁小石道步入
西湖边。这边游人不多，似乎我们

“独享”这片西湖。婉华妹妹喃喃自
语：就在这住下来多好。是啊，“采
风西湖边、悠然见西湖”何等美妙！

上午赏西湖时，偶遇湖边专心
致志练功的环卫工人。他清扫工作
之余，置身于湖光山色之中，独自练
习身手，一举手一抬腿，独享一湖
春。是啊，世上最美风景是内心淡
定与从容！

午餐后找个休憩地，我们不知
不觉踱步又来到了西湖边角公园。
这是此行的第三次赏西湖！午后的
西湖在晴朗天空下愈发优雅。我们
倘佯在湖边草地上，悠哉乐哉。

杭州，曾多次游览。年少时期
跟随父母游玩；成家后与朋友几家
亲子游；儿子在部队期间，我与先生
独享两人时光……

我想以后漫漫人生路，我与家
人朋友还会再来。

郊
野
农
舍
（
油
画
）

■
杜
开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