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中原风 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冻凤秋 邮箱 hnrbzyfzw@163.com

从远方回原乡

当我们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

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中，我们才能真正创作出堪

称经典、无愧时代的作品。”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佳
作
赏
析

旧瓶溢彩新酒醇
——读海盈诗集《且行且歌》

我的美丽乡村

滑台四记

□王安琪

我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
当然，很多作家也和我一样，都是“混”到城里

的乡下人，在我们像树根一样尘封深埋的个人档案
里，几乎每张表格上都有一个遥远、古老的地名，那
就是我们的原乡——孵化我们的蛋壳和子宫。可
是，多数的日子，我们都迷恋城里的繁华，耽于自
我、甚至自私的城市“生活”，而淡忘了生养我们的
乡下的泥土，淡忘了泥土里的那些人和事。于是，
我们变得浮躁、轻薄……

接到省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任务，我正
准备创作电视连续剧《秘方》的剧本，可谓恰逢其时，
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洛阳孟津——故事的发生地。

我的老家在伊川，文化上与孟津同属河洛系。
所以，当我一回到故乡，那颗久被纤维化的心，一下
子就变得柔软活泛了。老少爷儿们都挤着、扛着往
前凑，用河洛方言讲述他们的故事、表达他们的情
感。而我，就像一条走失多年的小狗，重又回到了
主人身边，一下子就找回了归属感。当知道我这个
剧本是写平乐郭氏正骨的时候，乡亲们都说：“中，
平乐郭家那可是满门圣贤，几代大医啊，中，好好
写。”又称赞说：“你出去恁些年，还没忘了老家，这
还差不多！”

他们说“中”。
河南很多地方都说“中”，但用河洛方言说出

来，听着就特别入耳。外省人常笑话这个词土气，
那是他们不了解“中”这个词的文化含量。外省人
表示肯定时，都说“好”，那么，“好”的标准是什么？
到什么程度才算“好”？河南人就给出了一个量度：

“中”。一个“中”字，表述了“天道恒常，不偏不倚”
的道家哲学，也表述了“中于正，无过之而无不及”
的儒家思想。于是，“中”在河洛方言里，不但表示
肯定，表示“好”，而且是“非常好”。

他们还说“差不多”。河洛地区以外的人，常对
这个词发生误解，以为这个词是“差”、是“不好”。

其实，“差不多”是“差强人意”的口语化，是“不错”
的意思。细究这个词，跟“中庸之道”是一脉相承
的。谁都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谁都明白“谦受益，
满招损”，但在河洛地区，人们却把这个道理活学活
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凡事不求极致，“差不多”，也就
心满意足了。

有一次，在平乐郭家的老院门口，有个老乡在
做木匠活儿。我看到榫头比榫眼大了许多，就说：

“大了吧？”老乡说：“没事，大了再修。”又说：“长木
匠，短铁匠，得留点余地。”想想也是，恰如其分固然
好，可圣人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很难把握。这
也不要紧，因为圣人还说了“过犹不及”。“长木匠，
短铁匠”，就是这个意思。在“过”与“不及”之间，河
洛人常常选择“不及”。“不及”，就还有余地，可以想
办法进行弥补。要是“过”了头，那就费大事了——
调整、整顿、矫正、纠偏……这些出力不讨好的动
作，都是“过”了之后，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便是
如此，也常常难以挽回。

我老家有许多这样的方言俚语，听起来通俗，
品起来却充满着文化和哲理。

河洛地区是盛产道理的地方。八百诸侯会孟
津，讲的是“纣王无道，人人得而诛之”的道理；伯
夷、叔齐叩马而谏，讲的是“君臣之分”的道理。但
最会讲理的，要属程颐、程颢两位夫子，他们一生给
乡亲和弟子们讲了很多道理，这些道理上升到学术
的高度，就形成了“理学”，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
——道理说了一箩筐，归根结底也就六个字：存天
理，去人欲。

说一千，道一万，好好活着才是硬道理。我常常
这么想，当日本人用刺刀逼要正骨秘方、郭家先人不
惜以命抗争，是对家业、祖业、国宝的坚守，而郭氏家
训中“穷人看病不收钱”或“穷人看病，富人出钱”，则
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讲道
理，论天理。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日出而
作，日暮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尊上礼下，奉德守
法，就是为了好好活着。活着，并让活着的姿态尽可

能地自尊和体面，是人的本能和原欲，也是天理。
那么，“去人欲”又怎么说？洛阳正骨医院的白

书记给我讲过一件事——在卫生部一次骨科会议
上，主持人问：在座的诸位不是出自平乐正骨的请
举手。结果，数百位骨病专家，举手者竟不足三分
之一。也就是说，大部分中医正骨都与平乐郭家有
着很深的渊源。可见，“天下骨病一石，平乐能医八
斗”，实非虚言。建国之初，郭氏正骨已传到了第五
代。当时，发生了一件轰动河洛地区乃至全国医界
的大事：郭家的媳妇、郭氏正骨第五代传人高云峰
先生献出了秘方、办起了第一所公立正骨医院——
洛阳专区正骨医院，接着，又创办了全国唯一一所
中医骨科大学——河南省平乐正骨学院。在中国
的传统里、特别是在传统中医领域，谁持有秘方，
谁就可以扬名立万，同时也就拥有了财富，自然也
就可以让自己和整个家族过上好日子。高先生能
够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让“郭家的秘方成为国家
的秘方”，让郭氏正骨医术在全国开花结果，实在
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医。医者仁心，不仅在于仁爱
之心，更在于能够去私欲，行天道，以博爱德泽万
方。

在“深扎”的日子里，结识了当年郭家的药工、
车夫，也结识了许多郭家的后辈、郭氏正骨的弟子
和在郭家治过骨伤的病人。当他们把许多陈年旧
事复原在我的面前时，我耳边总会响起程老夫子浓
重的河洛方言：“存天理，去人欲！”“人欲”，驱动着
人们的日子从寒碜走向体面；“天理”，又提升着他
们的生命从凡微走向崇高。这就是德和理的力量
——道德和天理，凝聚了一个家族、一方土地的人
脉，也铸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

很多时候，作家都把自己的创作当成私人劳
动，我自己也曾在所谓的“私人写作”里吃尽了苦
头，做过很多出力不讨好的傻事。这次“深扎”，让
我回归了故乡，那些通俗而富有哲理的老家方言，
那些生动而丰满的人物和故事，不但激活了我的文
字，更打通了我的文学经络，接续了我与故乡故土
的血脉，也使我意识到，鲜活的艺术生命，都诞生在
故乡的泥土里，玄妙的思想之花，都开放在老宅的
屋檐下，我应该用自己的文字，更多地表达一份对
故乡的礼赞，并为故乡争取多一点的理解和尊严。

一个作家不可以没有责任心。责任的分量，也
许会让我们感到沉重，但当我们把人民的冷暖、人
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
的作品中，我们才能真正创作出堪称经典、无愧时
代的作品。3

□鲁枢元

我曾经说过，如果德国是“哲学
的国度”，那么，中国就是“诗的国
度”。尽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会拥
有让自己民族引以为荣的诗人、视为
瑰宝的诗篇，但是，恐怕没有一个国
家像中国这样，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年
代中拥有如此多的优秀诗人，拥有如
此多的美妙诗篇。从《诗经》《楚辞》
算起，经由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再
至唐宋元明清，诗赋词曲如今妥善留
存下来的恐不下十余万首，如果加上
民歌、民谣、俚曲、时调，其数量之巨，
世界上无任何一个民族可比。我一
直坚信，汉语言就是一种诗语言，一
种最富含诗性的语言。

不幸的是，随着高科技与市场经
济的高速发展，诗歌的地位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急剧沉降。然而，自去年
春天我回到家乡后，看到仍然有那么
多人钟情于诗歌写作，或设坛，或结
社，以诗言志，以诗会友，显出一派繁
荣气象！海盈的旧体诗集《且行且
歌》，便是当下中州诗歌园地结出的
硕果。

写诗需要天分。海盈说他从小
就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初中时写
的诗就得到老师的鼓励与褒奖。写
诗需要悟性，即严羽所说“诗道在妙
悟”，以现代心理学的解释那就是一
种良好的感觉、直觉的能力。海盈说
他由于工作关系，长年奔波于路途，
随时会有灵感袭来，这便是对于生活
的“感悟”。海盈又是一位勤奋之人，
有了感悟，便记在随身携带的纸片
上，这又使我想起古代诗人李贺驴背
上的诗囊。更值得称赞的是他把诗
歌写作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视为自
己修身养性的路径，视为沉重人生的
依托与动力，也就是说他把写诗当成
自己生命存在的内涵。因此，我们在
这部诗集中就看到不少可圈可点的
篇章。

如《洛阳东山》：“西山佛来东山
青，帝乡王气一望中。炊烟初起波潋
滟，香山静谧夕阳红。”今人写旧体
诗，往往拘于泥古，遣词往往用力过
度，反而显得佶屈聱牙，弄巧成拙。
而海盈则能凭情发声、运气造句，让
诗句与自己的呼吸、心跳相协调，这
样的诗行就显得清新、自然、清爽、顺
畅，读之朗朗上口，甚至已经有些回
肠荡气了。此诗结句中的“香山”固
然是指白居易的故地，但“山”字在这
里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如果改为

“峰”，写出来也许就更好看。旧体
诗，是我们的国粹，在我看来，一首古
体诗词，不仅是念念而已，还要能够
写下来，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落款
处还要钤上两颗朱砂红的印章，那才
叫完美！

又如《开封菊韵》：“少女御河浣
云雁，老者柳丝钓流年。菊香藉风飘
宋韵，琴音随水入画船。”这首诗的妙
处在“浣云雁”“钓流年”。妙就妙在

“虚”，只有“虚写”，才能写出“空灵”，

这里的“空”，不是空无一有，而是涵
盖万有，给欣赏留下无边无际的空
间。“浣云雁”，直解可以视为“浣洗御
河水里大雁与白云的倒影”，“钓流
年”，可直解为“垂钓河水中流逝的岁
月”，孔夫子说过“逝者如斯夫”，倒也
切题。但在这首诗里，伴随着“菊香
宋韵”“琴音画船”的“浣云雁”“钓流
年”，其意蕴却要比这些“直解”丰富
得多！云雁本是不能浣的，流年本是
不能钓的，如果你非要写成“浣衣裳”

“钓鱼虾”，实则实矣，哪里还有半点
诗意！末尾一句中的“随水”，或可改
做“随波”，就更上口一些。

又如《忆周庄》：“船去白墙动，云
来黛瓦虚。波光融月色，梦中总依
依。”这首诗除了清新自然、朗朗上口
外，好处在于有静有动、有光有色，动、
静、光、色又都消融于月色与梦境中，
把人带进扑朔迷离、恍兮惚兮的意境
中。此诗还有一个佳处，不写船动写
墙动，不写云虚写瓦虚，此乃中国绘画
中的“背面敷粉”的手法，水上周庄在
海盈笔下成了水天一色的幻境。

……
早年，我谈到语言的诗性时曾经

说过，中国的汉语言是一种“流块建
构”的语言，其特点是“句读简短，形
式松弛，富于弹性，富于韵律，联想丰
富，组合自由，气韵生动”，是一种更
擅于诗性操作的语言。这就给我们
的诗人留下宽阔的书写空间。正因
为如此，中国的诗歌从远古到当下千
百年来绵延不绝，就其语言运用的风
格而言，无论是古风、乐府、近体乃至
词、曲，总有一脉相承的因素贯穿其
中，那就是汉语言的诗性品位。“旧体
诗”，或曰“古体诗”，并不就等同于

“格律诗”，严格的诗词格律的出现，
只是隋唐以后的事。此前，蔡文姬、
曹孟德、谢灵运、陶渊明们的诗歌并
没有固定的平仄规律与对仗模式，当
代人要想严格按照唐声宋韵写诗已
经很难。我不通音律，无法核对海盈
的这些诗歌是否合乎格律，我想也不
必非要用严格的格律要求今人。姑
且把这部《且行且歌》中的篇什看作

“旧体诗”的仿照，“旧瓶”装新酒也不
是不可以的。况且，“旧瓶”依然流光
溢彩，而“新酒”又如此芬芳清醇！

海盈并非专业诗人，他是国家公
务员，写诗只是他繁重的本职工作之
外的“副业”，是他的强烈的业余爱
好。他的这部诗集，自然不乏上乘之
作，像我上文列举的好诗，诗集中不
止过半。但也有一些急就章，或是由
于行色匆忙，或是由于力不从心，间
或会出现诸如“今日种下一片绿，来
年枝头闪花光”这样的“白话”。再
者，通观全集，有些意象与句式的出
现似乎频繁了些，这就有待于海盈在
诗歌创作道路上厚积薄发、刻苦精
进。记得郑板桥谈论自己画竹子的
历程时写过一首诗，其中的结句是

“画到生时是熟时”，诗艺无止境，保
持一些青涩，或许就是永远持守一份
生生不息的活力。3□卢子璋

一
把那个长鸣的声音

在村室的上方固定

让它朝向四面八方

让村里的每个角落

都能听到

春天深处的好消息

到基层去

到最平凡也最红火美丽的地方去

让那些流盼的云

映照出彩色的眼睛

让那些自在的鸟儿稳静地低飞敛翅

在塘边慢慢地梳理羽毛

与跃出水面的鱼儿 柔声互语

高音喇叭用最高昂的声音

传递接二连三的好消息

在枝杈间如彩云般穿行

讲出几十年的发展秘密

在水泥路的大街上欢快地蹬着车子

让私家车都出来排队

绘就一幅色彩缤纷的图画

村庄成为一座花园

盛开着四季不败的希望

二
这座花园搬到了乡村

落户在八旬老人居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老奶奶在街道的花香里漫步

这温暖的冬天啊

她还看到了几只蜜蜂

此前 她用天然气

五分钟烧好了一壶茶

在干净锃亮的水厕里洗了一把脸

此前 她在智能手机里

与留学国外的孙子视频

此前，村里的水泥路

一直修到了家门口

她听说 顺着这路

可通到首都北京哩

此刻，已近黄昏

路灯齐刷刷地亮了

比正月十五的花灯更好看

这明晃晃的水泥路啊

干净得没有半粒灰尘

她在锣鼓喧天的村部门前停下

自打这里建了文化广场

便日日生产着快乐的基因

那些跳秧歌舞的媳妇们围上来

簇拥村里的老寿星入场

幸福的身影 青春的激情

点亮了整个村庄

三

从嘉兴那只红船开始

你们就在原野里聚集

锤头镰刀 唤醒了麦根以下的力量

让那些美好聚拢

以春的名义

大规模地向村庄进发

是时候了

这些浓得足以化解掉

一切寒冷的春风

以铺天盖地之势

向乡村所有的落后进攻

于是 房前屋后村东村西

都柳绿桃红

于是 那些邻里间曾有的争吵

都通通化作了笑声

城里的孙女奶着嗓子

给老家打电话

爷爷 奶奶

我要去你们住的大花园里玩耍3

村庄成为一座花园

人间行走

冬日乡村 丁昆/绘

□葛道吉

识与不识
是说这个“滑”字。
滑字很简单，简单到它仅仅是个滑字，滑倒让你

摔个仰八叉。
今天再读这个滑字，却失了原来的概念，一时找

寻不到滑腻的感觉。
是因了在滑县，难道被烧鸡的腻滑掩盖了？
就找寻到以前的滑州，又探访滑州以前的滑台，

仍然雾水盈盈。
只好追溯到周朝，《重修滑县志》有载：“周公次

八子伯爵封于滑，为滑伯。”滑伯本姬姓，后裔改为滑
氏。《汉语大词典》释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河南
道四·滑州》载：“……昔滑氏为垒，后人增以为城，甚
高峻艰险，临河亦有台。”《水经注》记：“旧说，滑台人
自修筑此城，因以名焉。”

难道始于滑伯？
权且吧！
后裔滑姓，那是自然。想寻找滑伯封于滑地，这

个起始的滑有什么来头，不得而知。

新与旧
修旧复古在当下成了一种时髦。
特殊环境下耀眼的人文装点，古、旧甚或残片反

而光芒四射。物质有不灭之定律，然风雨雷电加之
恒久时间的侵蚀，加之人为恶作剧的肢解分离，原貌
成为想象。生产加工出的崭新的古旧，尽管有了点
久远的味道，但是终为不能惟妙惟肖创造出日照风
蚀的本真而苦恼。

在古镇，我不想去探究青砖的旧与新，不想去强
作深沉拍照留影。我会面对一堵残墙，我会踏上溜
光凹陷了的滑腻青石，臆想昔日的景光。

规规整整的街面，两旁店铺陈列，一律黑旧深
邃。大多板门紧锁。有电锯尖锐聒耳声从门缝挤
出，在冷落了的古街飘荡。

阳光在深秋的上午表现出利落，把高处瓦缝中
赫然招摇的褐灰色瓦笋镀上亮光，一闪一闪炫耀。
喧闹的街面门店清冷清闲到被遗忘的边缘，难怪瓦
笋也读懂了招商的含义。

旧色凝重的房檐，泛白的沧桑在灯笼上晃荡。
隔壁耐不住时光的冷落，现代化建筑赫然在立，挂了
瓷砖的墙壁，通透的落地铝合金门窗，配之时髦的华
丽窗帘，古镇出现当代流行之风。

行走在历史的深巷里，这新与旧，不时冲撞着现
实的思维。

飞翔的烧鸡
是打鸣的高亢与激越。激动的羽翎，以飞翔的

姿势，抖动出快感的低语。
阳光下的金黄泛红，在高抬起来的爪子上闪光，

终亮不过威武高傲像山峰一样的红冠。院子里的闲
庭信步，让红冠上下左右摆动，辉映周身跳动的羽
翼，咕咕咕，咕咕咕，叨起的那粒黄豆再一次丢下，就
有只土黄色母鸡跳跃过来，迅速捡起，掂一下，流进
嗉囊。

这里一马平川，资源就是平原，就是古黄河吞吐
的细沙黄土。足够博大，博大到中国小麦第一县，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平原，就吃粮食，就养鸡。
鸡，便是特色。
特色到一条龙，特色成金字招牌。当你看到像

运棉花一样运鸡毛，便可想象烧鸡的规模。据说那
口巨大的卤锅是原始的开天辟地时的产物，关键是
那一锅老汤，卤制的烧鸡堆积如山，而汤依然如故。

古运河有知，美味浸润到脾胃，水面上打着滑，泛

着霞光般油黄，在帆船摇橹的行进里，一只只，一箱箱，
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浩荡而轰烈。

临河的古城墙有烧鸡的幽香。

热烈的掌声
经过了1191年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的轮回，眼光

依旧沉稳而深邃。
曾经流过泪，也曾眨过有限的朝代之眼。
流泪是没有抗得住霹雷，轰隆隆被拦腰折断，碎

砖塌落得面目全非。至民国，民众捐资复建，40米
的视线足够阔远。

虽然没有领略开元盛世的荣耀，也还亲眼目睹
了安史之乱后的残喘与衰落。就深深地眨了一次眼。

看到大宋时，王安石变法改变了积贫积弱，国力
猛增国防固守，一时喜上眉梢，双眼又眨。

后来，聆听元曲节拍的律动，为新兴文化的风骚
风行，再次眨巴了双眼。

明朝吗？开门开门，郑和劈波斩浪七下西
洋。《西游记》游历了吴承恩的魔幻。弘扬国粹，
《本草纲目》熬制了李时珍的精髓。宋应星的《天
工开物》呢？李自成的土炮长矛呢？目不暇接，只
有频频眨眼。

清朝的天空雾霾重重，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义
和团、戊戌变法等政治的、国事的符号，让明福寺塔
在风雨中飘摇，直到武昌起义清脆的枪炮声远远地
传来，塔的双眼眨动出一个激灵。

也曾暗自垂泪，东洋的铁骑、长刀腥风血雨，同
胞惨遭凌辱。抗日！抗日！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奋起。

更有精神抖擞的时刻，那是1949年的10月。
如今，在文明富裕、国泰民安的时代，明福寺塔

青春焕发。不仅连连眨眼，还不时摇晃耳坠一样的
铃铛。

其实，那是热烈的掌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