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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舊址，坐落在江西廬山牯嶺東谷長沖河
畔、擲筆峰麓的火蓮院，海拔1,007米。原名廬山
大禮堂的廬山會議舊址，始建於1935年，1937年
竣工，與民國時期廬山傳習學舍、廬山圖書館並稱
「廬山三大建築」。新中國成立後，更名為廬山人
民劇院。廬山，是馳名中外的風景名勝，舉世矚目
的政治、文化名山。在當代中國歷史上，中共中央
先後於1959年、1961年、1970年，在廬山召開了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工作會
議、九屆二中全會。
今年是九屆二中全會50周年。仲夏的一天，重返
廬山的我，懷着仰慕的心情，專程前往會址參觀、
懷想。40多年前，在廬山工作的我，不止一次走近
廬山會址。那時的會址，披着神秘面紗，人們只能
在室外停留。1985年，廬山會址正式對外開放；
199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愛國
主義教育重要基地。
這天上午，我從牯嶺出發，心無旁騖，一往前
行，不到20分鐘，便來到遊客接踵而至、爭相拍照
留念的會址前，觀察發現，一排10棵枝繁葉茂、生
機盎然的榕柏，個頭高，腰桿粗，如同威嚴的士兵
一樣，長年累月，風雨無阻，忠實地守衛着會址的
安全。站在會址門前仰視，正門門頭紅底金字的
「中國共產黨廬山會議舊址」，以及仿毛體的「廬
山人民劇院」6個紅色大字，分外醒目，吸人眼
球。登上幾級石階，步入會址大門，一尊鎏金毛澤
東立身雕像，和藹中透出尊嚴。
在會址一樓展廳裏，陳列着部分與三次會議有關
的珍貴實物、圖片，以及文字資料。歷史資料
片——《廬山煙雲》，將三次「廬山會議」剪輯彙
編，自1995年5月1日開始，在會址大廳裏迴圈放
映，聲影並茂地向觀眾介紹中國共產黨在廬山召開
三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展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廬山的活動掠影。令人感慨，發人追思。二樓是
影劇大廳和休息室。影劇大廳，亦即三次「廬山會
議」會場，主席台依然保持着半個世紀前九屆二中
全會時的原貌，凝神環顧，彷彿把參觀者帶回當年
的會議現場……
1959年的廬山會議，實為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
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的八屆八中全
會兩次重要會議的總稱。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的，
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
記，中央、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這次會

議的原定議題是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指標，繼續糾
正「左」傾錯誤。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中提出19個問
題，與會同志在討論過程中，擺情況、談感想，邊
開會、邊學習，自由交流，各抒己見，輕鬆愉快，
生動活潑，被稱為「神仙會」。隨後召開的八屆八
中全會，決定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
舟四人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
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
務，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
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後效。1978年12
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先後為這
些同志作出「平反」。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人
民劇院召開工作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分別討
論了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重點是工業
問題。會議通過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又
稱《工業七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
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又稱高教六十
條》）以及《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這次廬山會
議，是講求務實的會議，對於國民經濟堅決貫徹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起到了
有力的推動作用，拉開了此後3年中國經濟快速發
展的序幕。
9年之後，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在廬山人民劇院舉行。會議原定主要議程有二：討
論和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擬提
交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國民經濟的年度
計劃。孰料，在開幕式上，林彪突然搶先發言，不
顧毛澤東多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大講毛主
席是天才，堅持要設國家主席。陳伯達、吳法憲、
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則在各小組會上爭相
發言，極力肯定和支持林彪的意見——建議在新憲
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
毛澤東很快識破了林彪集團這一篡黨奪權的陰

謀，於8月31日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
評陳伯達「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
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號召全
黨學習馬列著作，增強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
力。《意見》印發全會後，會議轉入對陳伯達的揭
發批判，隨即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9月6
日下午的閉幕式，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就黨的路
線教育問題、高級幹部的學習問題、黨內外團結問
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全會基本通過《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修改草案》和會議公報，批准國務院《關於
全國計劃會議和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為1971年
開始的「四五」計劃打下良好的基礎。九屆二中全
會結束後，黨中央和毛澤東採取了一系列必要措
施，削弱了林彪集團的權勢，打亂了他們的陣腳，
使其政治陰謀未能得逞。
三次廬山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歷史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那天，當我步入會
場，站在黃色「警戒線」外，先把目光投向主席
台，台後深綠色幕布前，懸掛着毛主席巨幅畫像，
左右各立有五面紅旗；主席台前一張白布鋪蓋的長
桌上，整整齊齊擺放着五個茶杯、五塊姓名牌，中
間為毛澤東，左右分別是：林彪、周恩來、陳伯
達、康生。主席台前兩邊牆上，黏有木框裝裱、紅
底黃字的標語：「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
大領袖毛主席萬歲！」繼而觀察會場，從後往前，
數了一下，共有10排座位，每排分為「三節」，中
間14個座位，左右各7個座位。每個座位前，都擺
放着茶杯和姓名牌。「警戒線」內，有兩個「1970
年中央九屆二中全會席位圖」顯示器，用紅色、橘
紅色、金黃色、深紅色等不同顏色，標示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等；會場兩邊牆壁上，黏
貼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
力」，「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
切」等毛主席語錄。在會址工作多年的屈坤主任告
訴我，廬山舊址，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保留了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歷史時期會場布置的禮堂。
會場內所有陳列品，都是1970年中共中央九屆二中
全會召開時的原物，不曾更換過……
如同現場欣賞文藝演出、觀看體育比賽一樣，不

同年齡、不同文化、不同心態的觀眾，有不同的收
穫、不同的感受。就我而言，在廬山會議舊址一番
參觀下來，收穫最大、感受最深的，是會址中無處
不有的歷史脈動、若隱若現的歷史氣息。

話說香港藝術中心授予94
歲高齡藝術家陳餘生「藝術
榮譽獎」，以表彰他在「藝
術界取得的傑出成就，以及
在培育年輕藝術家上持久的
奉獻」；他 1925 年生於香
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
活躍在港藝術界。1968年就
讀於香港大學視覺藝術課程
前，他為工程師；曾師從設
計師何弢及畫家韓志勳，42
歲才習畫；在1972年，他加
入香港藝術中心的視覺藝術
委員會，就在1974年參與創
辦香港視覺藝術協會，1995
年創辦藝緣畫會；歷年來他
參展逾百次。他於1986年獲
頒大英帝國勳章，1990年獲
香港藝術家聯盟的年度藝術
家獎，2013年獲頒銅紫荊星
章。
藝術中心每年為創意產業

作出重大貢獻人士頒發榮譽
獎，今年獲獎者除藝術家陳
餘生，還有電影製作人馮子
昌和劇場導演及演員鄧樹
榮；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公布
陳餘生逝世的消息，「為痛
失畫壇宗師，不勝哀悼」。
陳餘生乃著名藝術家，在

港鐵香港站和中環站之間那
件着色金屬切片壁畫作品
《快而安》便是他的手筆；
2001 年起他始用電腦軟件
「小畫家」作畫，創作出簡
潔卻又獨特的作品；「藝術
不是一件大件事，是生命的
一部分」。
他經歷二戰，壯年從事電

訊業，在大東電報局工作，
當過沖繩、呂宋島、香港海
底電纜副工程經理、英國倫
敦大東電報局公共有限公司

專責顧問等，至42歲他才學
習繪畫；繪畫構圖猶如電波
頻率為其獨特的創作風格，
45歲的陳餘生獲香港大學校
外課程部藝術與設計文憑；
在1974年創立香港視覺藝術
協會；1990 年奪藝術家年
獎，2013年獲香港特區政府
頒發銅紫荊星章。
陳餘生起初用塑膠彩繪畫

大型作品，但後來腿不好，
無法長期站立畫畫；亦因病
切除四分一的肺部，不宜吸
入顏料釋出的化學物質，創
作受重擊。從陳餘生的作品
看來創意不受媒介形式限
制，更超越工具差異帶來的
障礙。電腦色塊和顏料色彩
雖然有所差異，但他一一克
服了，更形成富有個人風格
的作品。10多年來陳餘生用
「小畫家」創作數百幅數碼
版畫；漢雅軒2017年曾為他
舉行個展「90後大師」，展
示他自 1980 年代以來的作
品。
著名建築師兼藝術家何弢

如此評價陳餘生：「陳餘生
每一幅畫都表達從內心直接
奔流而出的感覺；直抒胸臆
乃一切藝術根基，捕捉自然
感受為藝術家所珍罕和仰慕
的天賦；當陳氏作畫時，他
不會有意識設計構圖平衡的
畫面。」
陳餘生所畫的並非抽象

畫，圖像抽取自日常所見事
物，製成都市中飄揚的經
幡，他的造型魅力建立在繪
畫魅力基礎上。他以平塗手
法、信手繪來造型的悠然呼
吸，帶動隱藏在日常造型的
啟示，打開心靈的門窗。

■葉 輝

陳餘生42歲才習畫

敬畏之心是一條河流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李易農

■張桂輝

疏樹蟬嘶白露寒

■李潔新詩詞偶拾

■魏益君

廬山會議舊址蘊歷史氣息

詩情畫意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
樹，船渡入江溪。憑幾看魚樂，回鞭急鳥
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唐代詩
人杜甫的《白露》，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白
露時節的優美畫面：涼風乍起，白露凝
霜，北雁南飛，秋高氣爽。耀眼的太陽已
不復夏日模樣，風輕輕吹過帶來的都是涼
爽。
白露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五個節氣，

也是進入秋季以來的第三個節氣。此時，
天氣逐漸轉涼，會在清晨時分發現地面和
葉子上有許多露珠，這是因夜晚水汽凝結
在上面，故名白露。白露是個特殊的節
氣，說它特殊，是因為白露表示着秋天真
的到了。在這樣一個美好的節氣裏，文人
墨客文思泉湧，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
「白露詩」。
「秋空雁度青天遠，疏樹蟬嘶白露寒。

階下敗蘭猶有氣，手中團扇漸無端。」唐
代詩人盧殷的《悲秋》，秋季晴空裏的大
雁，最後的蟬鳴，消失團扇，一幅傳神的
「白露」寫照。能把白露節氣寫得更加生

動的還有唐代雍陶的《秋露》：「白露曖
秋色，月明清漏中。痕沾珠箔重，點落玉
盤空。竹動時驚鳥，莎寒暗滴蟲。滿園生
永夜，漸欲與霜同。」再有就是唐代詩人
王建的《相和歌辭．烏棲曲》，把白露美
景寫得更加優美：「章華宮人夜上樓，君
王望月西山頭。夜深宮殿門不鎖，白露滿
山山葉墮。」
白露時節的悲秋傷情，更是給人一種秋

天的別樣韻味。「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
老。但惜秋風多，衰荷半傾倒。手攀青楓
樹，足踏黃蘆草。慘淡老容顏，冷落秋懷
抱。有兄在淮楚，有弟在蜀道。萬里何時
來，煙波白浩浩。」唐代白居易的《南湖
晚秋》，寫的是白露之後，一天比一天更
涼，候鳥高飛，把秋天的穹廬往上拉高許
多許多。來到南湖遊賞清秋，褐色衰荷、
青楓、黃葦草、白茫茫波濤，斑駁畫面實
在是又美又淒，又難免觸景傷情。宋代周
紫芝的《鷓鴣天．一點殘紅欲盡時》，秋
天的感傷更濃：「一點殘紅欲盡時，乍涼
秋氣滿屏幃。梧桐葉上三更雨，葉葉聲聲

是別離。調寶瑟，撥金猊。那時同唱鷓鴣
詞。如今風雨西樓夜，不聽清歌也淚
垂。」白露時節，主人公獨坐紅燭中，暗
自出神，雨聲與秋涼一起勾起別離的諸多
愁緒。在深深的庭院中，雨打在稀疏的梧
桐葉片上的巨大聲響，反襯着主人公的寂
寞孤單，追憶當年的美好，就越讓現實顯
得殘酷與寥落。風雨滿樓，無人慰藉，不
由得落下淚來，傷感傷感。
「十里青山遠，潮平陸帶沙。數聲啼鳥

怨年華。又是淒涼時候、在天涯。白露收
殘月，清風散曉霞。綠楊堤畔問荷花。記
得年時沽酒、那人家。」這是宋代仲殊的
詞《南柯子．憶舊》，白露的感傷更是淒
美：秋意漸濃白露至，秋天的一葉承載了
多少情愁，在繽紛的雨中均化作泥土裏的
絲絲溫柔。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

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白
露時節，展讀古代文人的佳句，徜徉於醉
美秋天，感受的是一種清涼，體味的是一
種高遠。

李叔同留學日本，寫了多首懷念祖國的
詩詞，遊子思鄉是一種常性，但李叔同這
位遊子，並非簡單的思念故人，而是有着
濃濃的憂愁。古人有「狂歌當哭」，李叔
同是「醉時歌哭醒時迷，甚矣吾衰慨鳳
兮。」詩人藉《論語．微子》「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發出了自己有救國理想
的抱負，可惜，自從八國聯軍入侵天津
後，祖國便處於風雨飄搖中，令詩人擔憂
國家之情更濃更深。李叔同有着中國文人
的傳統氣質，對鄉愁特別強烈。
李叔同在日本創辦的《音樂小雜誌》序
中就寫得非常灰暗：「嗚呼！沉沉樂界，
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獨抑鬱而誰
語？……」典型的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情
懷。

夢裏家山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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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舊址。 作者提供

豆棚閒話

古典瞬間

前段時間去聽我縣一位文學前輩講座，
他說了一句話，讓我記憶深刻。
他說：「要想從一個文學愛好者成為一

名作家，對文學的敬畏之心很重要……」
接着他列舉了一些我們普通文學愛好者常
常犯下的錯誤。他說有的文學愛好者雖然
口口聲聲說喜歡寫作，可他並沒有沉下心
來閱讀，沒有去品悟和感受，只是自己埋
頭去寫，寫得再多，也是空虛的，也是淺
薄的，沒有深度沒有思想；有的文學愛好
者雖然狂熱追求文學，可寫起作品來，從
來不去聽取別人的意見，也不進行認真修
改，覺得自己一揮而就的作品，就是驚世
之作；還有的文學愛好者，沉不下心寫
作，只是打着文學的旗號，熱衷於聚會和
采風……這樣的作者很難發展為有所建樹
的作家——敬畏之心很重要。
敬畏之心很重要，有了敬畏之心，你所

做的事就有了方向，就有了去做這件事的
動力和熱情。敬畏之心，就是一種信仰，
虔誠地對待它，沒有兒戲可言。這樣的執
着和熱愛，你青睞的事情，才會更出色。
我的父親雖然是山坳間的農夫，但對於

自己種糧食種菜豐收的經驗時，說：「咱
們老百姓就是憑藉種莊稼生活，靠土地生
存，咱們對土地可不敢偷懶，得有敬畏之
心。」
父親說這話時，正跪在泥土裏用手去拔

草。他要扔掉手裏的雜草，可扔之前又會
在手上拍打幾下，為的是把草根上沾的泥
土留在地裏。
我為此曾笑話父親的迂腐，可父親說：

「土地就是我們的命啊！」
父親眼睛裏立馬釋放出一種光亮，這種

亮從田地一側望過去，直到遠方……
是的，對土地的敬畏之心使父親種的莊

稼和蔬菜，讓村裏人一番又一番誇讚，長
得旺盛、產量又多，一畝地比別人多收好
幾成呢！
敬畏之心是一種行動，而不是言語上的

巨人，不是用唾沫滿天飛來營造氛圍，要
的是實實在在、腳踏實地去為這件事找到
突破口。
好友家的孩子這次高考以655分的高分考

上了理想大學，我們向好友道賀，說他家
祖墳冒了青煙。可他說一切都是歸功於自

己孩子對於學習的敬畏之心。
「那可是一點都不馬虎，一絲不苟的，

讓我都難以接受……」
原來他的孩子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孩

子，在學習上從來不用家長老師去督促，
別人節假日在玩耍、打遊戲，這個孩子卻
天天坐在圖書館去看書，還做了詳細筆
記。學校布置的作業，如果有哪一道題不
會，他一定會進行一番鑽研，實在解決不
出來了，再去問老師。而且有時為了其他
的解決方法和老師爭吵……因為這個孩子
曾說：「這是學習，是學習知識，哪裏能
馬虎分毫？」有這樣對學習的敬畏之心，
也難怪好友的孩子能不實現自己的夢想？
敬畏之心是一種行為的約束，是一種思

想提升和提煉。有了這種敬畏之心，你所
要做的事，要實現的夢想，又會怎能實現
不了？
敬畏之心其實就是一條河流，只要它想

往東方流淌，哪怕是它前進的道路上有坑
窪或者石頭，它都會毫不畏懼地走過去。
走過去，不免要激盪起一朵朵美麗的浪
花……

粵中故鄉三首
序：山林茂密，風清氣爽之粵中新興縣，吾之故鄉，亦是禪師高僧惠能出生及圓
寂之地。創建之國恩寺，有悠久千年歷史。香港人對此地有崇敬情懷，疫前常年
組團結隊，前往拜謁，尋求祖先之蔭庇。

謁國恩寺
神龍山麓國恩寺，
赫耀嘉皇親賜名。
佛樹古荔軀高勁，
禪池鮮藕葉黛青。
門樓層階面斑璘，
堂殿列仙貌肅敬。
靜院魚鼓去燥熱，
幽庭隱傳法語聲。

憚城晏績
峰擁林抱佛祖鎮，
綠掩翠遮禪院城。
河曲水沸虹氣盛，
村巷人鬧葆和盈。
惠能淨土怯邪病，
六祖聖壤現澄寧。
冠疫零染創晏績，
逸客頻至旅居興。

遊天露山
雲幄玉岫近上界，
山霧鬱彌繞嶺岡。
梢林柔蕩斂春碧，
野卉怒放展秋光。
菁穀濃含甘果味，
瓦窒淡溢茗茶香。
避暑滌慮僻秘地，
暢遊芳徑汗絲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