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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繁体字是“龍”，去掉左边，就是黄河的全程：有河
套，有黄河两大支流泾渭河，因为黄河入海口经常改道，它
就形成了两个头———这不就出来了“龍”。 后来有人画出龙
的样子，那就是一种“龙”文化。 它，雄伟、神话、怪吓人的样
子。 还有国人自称“龙的传人”。 而龙船、龙灯、龙椅、龙袍、
“龙姓氏”“望子成龙”龙图腾等，都是龙的文化。

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 黄河是哺育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同时，黄河一旦“发怒”，黄河大闹洪荒水灾
时，也把人们整得流离失所。 这就有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
不入。 这种对黄河的深情之爱加上可怕可畏之敬，就把黄河
神化了，于是就把黄河神化为龙了。 人们在与黄河水旱灾害
作斗争时，发展了科技和社会文化。 所以，把黄河神化为龙
后，接着又将中华民族神化为“龙的传人”了。

黄河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的“体”，也哺育了中华民族
的“心”。 闻一多说：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源的象征。
通过龙的潜藏、出现、跃动、飞腾，到极而返，来警示事物由
无到有，由低到高的发展规律。 这对哲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
了重大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从
古至今保存独立国统国体的国家， 其根源就在于黄河之龙
的“潜藏、出现、跃动、飞腾，到极而返”的个性。

“大哉，龙之为德”？ 美哉，“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从古至今的“文明古国”！

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王维《鹿柴》

阳光衔走了最后一声鸟鸣，整座山
顿时空了下来。 幽寂的山谷里，人影杳
然。 栖在树上的风，偷偷地翻着一层一
层的叶子，它想找一首小雨寄来的情诗
吗？ 扛锄的农夫，早已沿一束炊烟的道
路回到了家。 每一扇柴门后，都有一张
灿烂的笑脸。

这时，是谁的手指，戳破了深深的

静谧？ 一些飘渺的语言，轻轻地弹响在
听觉之外，仿佛半梦半醒的呓语。 那间
掩映在薄霭之中的寺院， 又随缭绕的
香雾诵起了晚经。 每一句，都可以唤醒
一颗迷失的心灵。

疲惫的夕阳，留恋地倚在山梁上，
似乎想多看几眼诗情画意的人间。 窣
静繁茂的深林， 被最后的余晖镀上了
一层浅浅的金黄，点缀在枝枝叶叶上，
如一些闪亮的词语。

青苔像淌动的绿色，郁郁葱葱地覆
盖在湿润的岩石上。努力从枝叶间钻进
来的阳光，点亮了一方欲流的苍翠。 今

夜，它们又会在白天的余温中疯长。
一位诗人站在终南山下的篱笆前，

望着眼前的景致，不禁捋须浅笑。

飘缈的语言弹响听觉
———读王维《鹿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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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中国龙”
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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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成都举行的 2017 中国科幻
大会上，一边是科幻迷等待作家签售排
起的长龙，另一边是海内外科幻作家与
各领域专家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构
成中国科幻一幕幕热闹的图景。会上发
布的《2017 年中国科幻年度产业发展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科幻产业的
总值为 100 亿元 ， 较前一年涨幅
13.8%。中国科幻的繁荣时代，已经掀开
了一角。

在这次科幻大会的多个论坛上，刘
慈欣、吴岩、董仁威、王晋康、何夕、韩松
等中国科幻界的知名作家，与加拿大的
罗伯特·索耶、美国的迈克尔·斯万维克
等国际科幻界名人展开对话。随着理论
不断突破、技术飞速发展，科幻与科技
之间的关系成了备受关注的话题。科技
进步成为科幻得以展开的依托，而与此
同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科幻的神
秘光环也在被逐一摘去，这反过来对科
幻创作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月宫一号”总设计师
刘红在论坛上介绍， 他们
团队正在研究人类在太空
中长期生存所需的一个闭

环的生态系统，人在其中生存所需的氧
气、水和食物都能实现循环再生，产生
的废物也能进行循环处理再利用。 此
前，三个人在系统中密闭生存 105 天的
实验已经成功完成， 现在 4 个人生存
365天的进一步实验正在进行中。 听起
来非常“科幻”的场景，已经成为了触手
可及的现实。

对此，刘慈欣感慨：“科幻小说有一
个很奇怪的特点。当小说里面的奇迹变
成现实的时候，它就变得平淡无奇了。”
他指出，科幻的故事资源是从科学技术
中挖掘出来的。 但与此同时，作为科幻
最大魅力之一的神秘感，也在科技的突
飞猛进中，随着一个个科幻预言的实现
而被消除。半个世纪前，科幻电影《2001
太空漫游》 中令人惊异的即时视频通
讯、人机对话，在今天一个孩子就能用
手机轻易操作。“所以说，我们作为科幻
作家的责任，就是在目睹奇迹变成平淡
无奇的现实之前，把它写出来。 ”尤其

是， 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发展太快，让
不少科幻作家觉得“时间紧迫”，“再不
写出来可能就成为现实了。 ”

这次中国科幻大会发布了《2017
年中国科幻年度产业发展报告》。 报告
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科幻产业的总值为
100亿元人民币。 其中国内科幻阅读市
场总产值 13.2 亿元， 与上年相比增长
约 6%，新出版科幻图书 250 种，较上年
增长 11%。全年院线科幻电影市场总票
房为 76.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3%，其中
国产科幻电影票房有 35 亿元。 科幻网
剧共 16 部，总点击量 56 亿，用户付费
接近 10亿元，较上年有近 50%的涨幅。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分析指
出，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科幻产业目前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仍有巨大的上
升空间。“国产科幻电影仍然处于初创
阶段，科幻游戏、动漫、主题公园多数
还处在前期布局阶段， 预计获得收益
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说，科幻产业是
一个刚刚起步的新兴领域， 未来一定
会有更大的增长。

钱好

佛言万物皆缘，于人于事概莫能外。 唐
之享先生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分管教育工作。 我曾
任湖南教育报刊社党政主要负责人，有幸聆
听过他的甚多教诲。 作为唐之享先生的学
生，现捧读先生的诗集《岁月诗痕》(岳麓书
社出版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觉得特别亲
切。

《岁月诗痕》收录作者 1959 年至 2015
年间诗词 243 首， 乃唐之享先生 50 多年
来，于学习工作之余，漫咏微吟，精心结撰
而成的一本古典诗词集。 集中或诗、或词、
或曲，体裁丰富多变。 尤其集中可读性与
知识性兼备的小注解，更使诗词与小注相
映成趣。 清茶一杯，漫品是集，不惟有传统
诗词之芬芳，且深具生活之情趣，实不负

“岁月诗痕”之谓也。
“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诚哉斯言！唐之享

先生作为一名长期肩任要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更兼具丰富的
人生阅历与诗人敏悟多感的特质。于其笔下，时代之变迁，多
有浓墨重彩的描绘，如：“日历初翻岁序更，神州振蛰宇寰惊
”(1979 年元旦)�“明珠宝岛终还璧，两制宏猷一鉴垂 ”(鹧鸪
天·香港回归)。 这些作品，既不失诗词之韵味，又紧扣时代之
脉搏，堪当史诗来读。

诗为心声，是故佳章必以情真为质，先生集中不泛佳句
妙章也。 譬如，“但存方正留高节，犹衬师魂映艳阳”(黑板)；
“凡间佛界情无二，寸草春晖报不差”。 (游九华山)�“鱼书万
里牵红线，远隔天涯也无妨”(鹧鸪天·同学聚会)。 读此等诗
句，我辈不唯识一诗人，更当复识一赤子也。

品读《岁月诗痕》尤其令人感念的是，诗集中有 48 首彰
显了作者对教育一以贯之的情怀。唐之享先生是一位颇具思
想深度的教育家，对湖南基础教育、职成教育、高等教育、民
办教育等多个领域均有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他带着浓厚的
书生本色，带着对师生的关爱之情，带着建设教育强省的热
切期待，用充满时代气息的诗词弘扬木铎精神，颂扬教师的
伟大与光荣，为教育鼓与呼。《感谢师恩》：“桃李万千勤灌溉，
讲台三尺有乾坤。教鞭指处丹心在，汗水挥时毅魄存”，《踏莎
行教师节寄语：“身居斗室胸襟阔， 忠心赤胆人同仰”，《赞小
学教师》：“甘露培浇千树艳，丹心滋润百花娇。 ”等诗篇表达
了他对教师的无比崇敬。《赞炉亭坳中学》：“读书不仅为升
学，教育方针莫搞错。 社会成千上万行，成才才是大方略”展
现了他对基础教育办学方向的期许。《摊破浣溪沙·贺职校新
年》：“火树银花不夜天，神州兔跃乐空前。 职校师生且歌舞，
贺新年。 ”见证了湖南职业教育做大做强的喜人局面。《庆祝
南华大学成立》：“做大做强谋发展，整合资源路更活。为国育
才谋善策，有分有和守承诺”抒发了他全面启动湖南高校布
局调整的决心和信心。

生活是诗歌的源流与根本， 诗歌是生活的积淀和升华。
细细品读《岁月诗痕》，品读的不仅是作者的才气与情怀，更
是与作者一起在那美妙和谐的平仄韵律中，品鉴那一段如歌
的岁月，及生活这首最美的长诗。

(作者系湖南省期刊协会会长)

书香

科技发展太快
“科幻写作”要抢跑

11 月 29 日，湖南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 湖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向力力表示，湖南省博物馆新馆的建成开放，是湖南省文
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建设，历经 5 年有余，
建筑总面积达 9.1 万平方米，总投资达 14.5 亿余元。 新馆建筑外
观大气稳重，空间布局合理舒适；建筑功能齐备，满足文物保护和
参观教育需要；馆内设施设备先进，现代化、智慧化程度较高；陈
列布展内容丰富，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厚度，可以说是湖南省一座
标志性文化建筑。

郭立亮 /摄

阔别 5年，省博新馆荣耀回归

本报讯（通讯员 周平尚）12 月 3 日
晚，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召开《燕赵文库》
出版展读座谈会， 该校科技处处长杨金砖
教授、国学院院长张京华教授、副院长周建
刚研究员等与国学院学子开展热烈讨论。

据张京华介绍，作为北方文化的燕赵
文化与作为南方文化的湘楚文化，可以形
成比较，互相照应。 譬如，司马迁《史记》中
说到“悲歌慷慨”只有两处地方，就是赵国
和楚国。 譬如曾国藩在同治八年作直隶总
督，写下《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告诫大家
慷慨悲歌有豪侠之风，“置穷通、 荣辱、祸
福、死生于度外”，与圣人之道相近，不久
湖南就产生出谭嗣同、杨度等一大批革命
家，写出《湖南少年歌》，再度表现出“悲歌
慷慨”。

据了解，国学院参与《燕赵文库》一部
分撰著、组稿工作，其中张京华所著《燕赵
文化》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1
版，1998 年第 2 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
24 种之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以“燕
赵文化”为主题的研究著作。 张京华认为，
学术没有国界， 没有地界， 不应当自设壑
垒，画地为牢。国学院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强
与《燕赵文库》编委会的联系和合作，为推
动湖南省、河北省以及全国的文化、学术研
究恪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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