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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生活素描

宋词，
东风夜放花千树

老钟养牛甩穷帽

清明前夕，刘全义夫妇来到了博爱
县烈士陵园。祭扫父亲的灵墓，也祈求
着母亲的安康……

十街村的村民说，原启花老人能活到
近百岁，是刘全义夫妇悉心照料的结果。

2001年，刘全义夫妇退休后，几乎
用全部精力来照顾母亲。他们每天给母
亲读报纸、讲故事，想方设法为她调理饮
食，一日五餐定时定量。母亲心情不好，
他就想办法逗她开心。冬天，他们会早
早升起炉火，在取暖的同时给母亲煲各
种养生粥。晚上，夫妻俩一起陪母亲睡
在通铺上……

张允娥说，为了让婆婆开心并增加
活动量，她和丈夫常用轮椅推着老人外
出游玩，还常带着老人到附近的养老院
里找伴儿。2015年夏，这家养老院因管
理不善面临倒闭，院里的20多个老人面
临无家可归的窘境。有一天，原启花忽
然对刘全义夫妇提起了过去，“三年经济
困难时期”，她把村里 20多个孤寡老人

集中起来共渡难关。“你们伺候我一个人
是伺候，多伺候一些……”原启花欲言又
止，但刘全义夫妇明白了老人的意思。

“这是我母亲的另一个心愿。”刘全义
说，他和张允娥一合计，果断筹资接手了
这家养老院。从此，刘全义夫妇带着母
亲，并说服小女儿和他们一起，开始了和
养老院的20多个老人同吃同住的日子。

时令蔬菜、鱼、肉，手工馒头、手擀
面……每天的饭菜不重样儿。逢年过
节，刘全义夫妇还会自编自演给他们表
演节目……目前在这里生活的 21个老
人，都对刘全义夫妇赞不绝口。

“百善孝为先。我和允娥没干过啥
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每每面对母亲，面对
身边这些老人时，我就在想，只要他们能
开心长寿，我就也能开心长寿。”78岁的
刘全义说。

院里院外，桃花怒放。围坐在原启
花老人身边陪她唠嗑的老人们，也个个
笑靥如花。1

□王剑冰

一

在清明上河图中，一层层的瓦的
房屋，显示出城市的密集的结构，富
丽堂皇的是皇家所在，高墙壁垒是官
商大户，这些都不是能够随便进去
的。那么还有勾栏瓦肆，酒馆歌楼，
那是市民集中的地方，城外的人走进
京师，眼花缭乱之后，还是会找到这
些地方来看热闹，要么城市还有什么
好玩的，好玩的就是热闹，看得见城
市以外看不见的东西。

那些勾栏瓦肆中有各种各样的技
艺表演，其中就有唱曲的，听那些曲
子，你似不必有太多的疑问，演唱的多
为抑抑扬扬的词句，那般有韵味，好听
得在耳朵里打着转儿，从空中飞出去，
很久才发现，有一多半还在心里。

那曲子叫慢词，其实就是宋词。
若果你有心，你还能听到从那些高墙
大院里同样传出的悠扬的曲调，那里
也是在唱词奏曲。

《水浒传》中有燕青让李师师在
家中引见徽宗的一段，“李师师叫燕
青吹箫，服侍圣上饮酒，少刻又拨一
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唱《渔
家傲》一曲，道是：‘一别家山音信杳，
百种相思，肠断何时了。燕子不来花
又老，一春瘦的腰儿小。薄幸郎君何
日到，想自当初，莫要相逢好。好梦

欲成还又觉，绿窗但觉莺声晓。’燕青
唱罢，真乃是新莺乍啭，清韵悠扬。
天子甚喜，命教再唱。燕青拜倒在
地，奏道：‘臣有一只《减字木兰花》，
上达天听。’天子道：‘好，寡人愿闻！’
燕青拜罢，遂唱《减字木兰花》一曲。”
文学作品是当时社会的反映，由此可
见曲中宋词的广达程度。

宋词是多么响亮的字眼，说到宋
词，中国的文学就显示出一种骄傲和
自豪。就像东风夜放花千树一样，让
人目不暇接。

宋词不同于唐诗的，就是它兼有文
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能够在演唱中
传扬。尽管唐诗也有人唱过，毕竟没有
大的流行。我在后来听到演唱的律
诗，不管以歌曲的形式还是戏曲的形
式，都会将一些句子整句或半句地重
复来重复去才可以唱得顺口。宋词干
脆不要那个重复，直接来长长短短的
句子，既有了美感，也不至于啰嗦无
味。当时的长短句就是宋词的本名。

二

长短句也是有着自身的发展基
础的，隋唐形成的曲子词，就是配合

“燕乐”歌唱的。一边吃饭，一边弹奏
演唱。燕乐曲调一部分来自边疆地
区，还有一些是来自靠近边疆的外域
民族。如《望月婆罗门》来自印度，
《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人们熟悉的

《菩萨蛮》，据说是唐代女
蛮国进贡，来的女子

梳着高髻，戴着

金冠，佩挂满身，一个个看去菩萨一
般。当时就有教坊为此谱成了《菩萨
蛮曲》。唐代的曲子还有很多本就是
民歌，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刘禹
锡贬谪在那个地方，学写了很多竹枝
词，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也喜欢以
这种民歌体的形式写词。

晚唐和五代时期，文人对写词有
了更大兴趣，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
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还有以李煜、
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都为词体
的成熟作出了贡献。

到了宋代，经济较之前朝是大踏
步地向前发展了，一度出现了安居乐
业的祥和景象，市井文化更为丰富，皇
廷提倡歌舞升平，与民同乐，晚间也不
像唐代很早就关门闭户，熄灯灭火，不
得夜行。百姓有了更多赏玩的地方，
也就追求赏玩的形式，既然宋词成了
一种综合娱乐效应的视听艺术，在演
唱时就有形体动作的表演，又有美妙
音乐的伴奏，为广众所接受。

曲子的发展使审美传统发生了
变化，一些文人尤其是诗人十分喜好
加入到歌词的创作之中。辛弃疾是
个大词人，每开饭，就让侍女唱他作
的词。在某些场合，如果客人中有词
人，主人就会让歌伎唱客人的词。北
宋贾昌朝宴请欧阳修，席间歌伎唱的
都是欧阳修的词，使得欧阳修十分得
意，每听一首，就饮一杯酒。晏殊与
张先是好友，张先每次造访，晏殊就
让侍女出来侑觞，唱张先作的词，张
先高兴得一醉方休。

这些唱词从私宅庭院蔓延到勾
栏，到酒楼邸店，众人就渐渐从悠扬婉
转的唱音里知道那些词人是谁。唱得
越多的词人，必然就越是有名。当时
最流行的是柳永的慢词，那个时候，连
周边的西夏都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
歌柳词”。这可不是个简单话语，说明
柳永的词深入人心，上至皇帝宰相，下
至平民百姓都有柳永的粉丝 ，难怪柳
永能在开封极尽风流。

苏轼当时也是知名度很高的诗
人，只要写了新词，一经演唱，在京城
里就传得哪里都是。还有黄庭坚、周

邦彦等，都在宫廷贵府、市民百姓间有
很高的地位，那些演唱的歌伎，只要人
们点出名字，她们都会随口唱出。

词的日益流行和广为传唱，给词
人带来广泛的社会声誉。柳永在《鹤
冲天》一词中写道：“才子词人，自是
白衣卿相。”语气中流露出几分自信
和自得。

宋词的娱乐性和普及性，刺激和
扩大了社会对词作的需求。词人的
创作质量和数量都让人惊叹。仅辛
弃疾、苏轼、刘辰翁、吴文英、赵长卿
和张炎六人现存的词作，就相当于唐
五代三百多年间所有词人现存词作
的总和。

三

宋词刚开始的时候，艳词俚曲充
斥于街巷坊间。就像东北的二人转，
成为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所以宋词的题材多为伤春悲秋、
离愁别绪、风花雪月，即是被后人推
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多数词
也免不了婉约艳丽。这或与宋代的
社会生活有关。前面提到燕青给宋
徽宗唱曲，当时燕青说了句：“所记无
非是淫词艳曲，如何敢服侍圣上？”燕
青唱的就属于这一类。

当然，文人们还是发现了这一
点，为了保持那个“文”，渐渐地要将
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从俗向
雅转向，给以更高层次的兴寄托喻。
是既要有诗的艺术特质，又有演唱的
韵致效果，这样就使得宋词真正达到
典丽高雅的风貌。词也由此分成了
婉约派和豪放派两大分支。

豪放派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
恢宏雄放，语词宏博，不拘音律。“靖
康”以后的词人，悲壮慷慨之调更是
蔚然成风。“豪放”词人中，苏轼当坐
第一把交椅，列有辛弃疾、陈亮、黄庭
坚、晁补之、贺铸、陆游、张孝祥、张元
干、刘过等。

这样看起来，还是没有婉约派的
队伍壮观，而且豪放派中也有不少喜
作婉约词的。婉约派一拉，还能拉进
他们的行列。婉约词结构深细缜密，
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
丽。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婉转柔
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
念。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自然首推柳
永，后面跟着一群，都是骁将：李煜、
李清照、晏殊、欧阳修、周邦彦、秦观、
晏几道、姜夔、吴文英等。较之豪放
词，他们有着更多更好的收获。

《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
作1330多家，将近两万首，当然还有
很多散逸的。在中国文学的艺术宝库
中，这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1

心
愿

1948年，桃花盛开的季节。原启花
一大早就带着一双儿女来到了博爱北关
大路口。此前一天她得到讯息，中原野
战军九纵二十七旅一部将从这里路过南
下。队伍里，就有她的丈夫刘清敏。

等着盼着，他们一家终于在路边“团
聚”了，虽然只是短暂地见了个面，但却
成了刘全义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记忆。
他说，1945年通过游击队整编加入正规
部队的父亲，在当地山区打游击时也基
本没回过家。此后一年多，父亲杳无音
信。1949年夏，家里收到了他父亲的立
功喜报和革命烈士证书——1948年 11
月，刘清敏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

在刘全义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母亲
像疯了一样又哭又笑，几天不吃不喝。
但当她平静下来后，主动找到农会挑起
了妇女主任的担子，并于1950年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道路两侧花红柳绿的十街村已找不
到原启花的同龄人了。当了 30多年村
干部的胡贵成对原启花老人印象特深
刻：“前几年她还能走动时，村里的党员
会她一次没少过，发言也积极，村里有啥
不得劲的地方，她都在会上说。”

“老人一直是我的榜样。”村民调主
任路力说，他在调解村民纠纷时，常听老
人们说起原启花当妇女主任兼民调主任
时，是如何公道处理村里矛盾纠纷的一
些事情。

在刘全义的印象里，母亲当村妇女
主任的 30多年里，天天早出晚归，面对
着这样那样的邻里纠纷，却从没和谁红
过脸，“母亲善良、温和，善于解决矛盾。
要不是年龄和身体原因，她能干着呢！”

原启花60多岁时，因脑萎缩大病过
一场。那一次，刘全义兄妹还为她准备好

了寿衣。“眼看不行了，但她挺了过来。”刘
全义说，也正是这一次，他知道了母亲有
一个未了心愿，“她问我，我和你爹生不能
在一起，死了能不能埋在一起？”

其实，早在刘清敏烈士证书寄达时，
当地政府就准备把他的尸骨迁回安葬，但
曾跟着丈夫一起打过游击的原启花拒绝
了，“哪里的黄土都埋人，花这钱干啥？”

原启花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惦着
丈夫。刘全义说，母亲年轻时就天天把
父亲的照片带在身上——穿大衿衣裳、
粗腰裤没有兜时，她会把父亲的照片包
好塞进鞋里走哪带哪……“那次得病，她
让我把父亲的照片放大了好几张，她把
最大的那张放她枕头下。我才意识到，
母亲心里有遗憾啊！”

把父亲的尸骨找回来，将来和母亲
合葬，从此也成了刘全义的心愿。然而，
直到 2011年刘全义退休 10年后，他才
有机会和妻子张允娥一起，带着干粮走
访多地民政部门，并几次到淮海战役纪
念馆查找……2014年，在当地热心人的
帮助下，他们终于在安徽宿县烈士陵园
找到了父亲的墓……

“我和全义在那里挨着墓碑一个个
看。看到 540个时，终于看到了公公的
名字。”张允娥说，当地陵园管理人员建
议他们像许多烈士后人那样，挖一捧墓
前的黄土带回去……

2014年夏，刘全义夫妇带回的一捧
黄土，被郑重地安葬在了博爱县烈士陵
园。因为怕原启花激动，夫妻俩没敢告诉
守寡60多年的母亲真相，直到2017年11
月，眼看着卧病在床的母亲身体一天不如
一天，刘全义才说：“我把俺爹请回来了。”

“母亲听了我这话，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了好半天。”

今又桃花开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崔璨

阳春三月，博爱县清化镇马营新村的一个独院里，桃花正艳。98岁

的十街村村民原启花卧病在床，78岁的儿子刘全义躬身侧立床边，不时

柔声细语地和她说上几句。

原启花老人枕边放着一个相框，那是她丈夫刘清敏烈士在70多年

前照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伴了老人几十年。

轻轻替老人掖了掖被角，刘全义说起了老人的两个心愿……

那年桃花红

□黄海涛

“养牛俺在行，让俺上台讲话紧张，头上冷汗直
冒……”说起平生第一次登台露脸的感受，老钟掩
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四年前，他还是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靠着养牛，他还清了账。前不久他还在乡里
组织的“脱贫致富之星”表彰大会上，登台领奖。

67岁的老钟名叫钟明山，是沈丘县卞路口乡
钟寨村人。养牛之前，一家人全靠土里刨食。看
着乡邻一个个盖起了新房子，老钟干着急没办
法。为啥？老伴儿身患多种疾病，三天两头往医
院跑，离不开他不说，还把家折腾得一贫如洗。

“家里多了个病人，少了个挣钱的，咋会不穷
呢？”老钟有时也发几句牢骚。可当着老伴儿的
面，他从不说泄气话，总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村支书把老钟的情况拿到村两委会上讨论，还带
着村干部到他家里实地走访，在村民主评议会上
通过举手表决，把老钟定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享受了国家的扶贫政策，老钟稍稍喘了一口
气。“贫困户的帽子不光彩，俺不能光靠政府救
济。人活一口气，俺得靠自己翻身！”提到脱贫，
老钟话里话外都透着信心和决心。他过去搞过
养殖，对养牛养羊有点研究。“听说有种西门塔尔
肉牛，体格大、生长快、瘦肉多，俺一直惦记着。
现在有人帮扶，俺为啥不养哩？”

说干就干！2014年，老钟报名参
加了县里组织的养殖培训班，又在乡
政府帮助下贷款建起了牛棚。西门
塔尔牛犊一头要 7000 元左右，还要
跑到长春去引进。老钟除了申请再
贷款，还得找车找帮手，没少作难。
用他老伴儿的话说，为养这“稀罕
牛”，他把一辈子的脸面都搭进去了。

让老钟欣慰的是，他买来的 5头
牛就是争气，相互比着长似的，一天一
个样儿。“喂了10个月就出栏了，一头
牛差不多赚了4000元，还清了全部外
账！”自豪的老钟，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

说是牛争气，其实还是人争气。每天天不
亮，老钟就开始给牛张罗“早餐”，晚上 10点多再
给加顿“夜宵”。天暖和时，他还赶着牛到林子里
吃青草……“农活紧时，俺就是自己饿肚子也决
不让牛亏了嘴。”

老钟养牛赚了钱，可不光靠勤劳苦干。他还
有过人之处：一是会挑牛。看看毛色、胖瘦、骨架，
他就能估摸出牛有多重，掂量出牛的生长潜力。
二是眼睛“毒”。牛的身体稍有状况，他就能很快
观察出来，让村里的兽医都佩服。三是懂饲料。
他从邻村一家酒厂买来高粱酒糟，添加到草料中，
牛特别爱吃……2015年秋，老钟用养牛赚来的钱

加盖了牛棚，扩大了饲养规模，还主动找到村干
部，非要退出低保。话说得很实在：“戴着贫困户
的帽子不好看，影响孙子孙女说媒定亲。”

眼瞅老钟靠养牛甩掉了穷帽子，其他贫困户也
来了兴趣，纷纷到他的牛棚里参观，拉着他问这问
那。老钟很热心，谁家养牛有啥问题他有求必应。
今年刚脱贫的钟建国说起跟老钟学养牛的事儿，小
有激动：“这两年俺能净赚五六万元，多亏了老钟哥
指点！建牛棚、买种牛、配饲料，他都没少帮忙。”

曾经的贫困户如今变成了帮扶人。老钟说，
自从甩掉了穷帽子，老伴儿的身体和精神也好了
许多。等天暖和了，他还要再添几头小牛犊，“日
子越过越来劲儿了！”8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