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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炜

一

那天，我站在楠溪江畔，不禁想起
了孟浩然。

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朝，作为诗
人的孟浩然似乎总在满天下地跑，游历
名山大川，饱览世间美景，既纾解胸中
块垒，也抒发无尽情思。忽而“坐看今
夜关山月”，忽而“人随沙岸向江村”，那
晚他宿在了建德江，但见“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今夜又漂流楠溪江，“卧
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此情此景，他
忍不住要打扰旁人：“借问同舟客，何时
到永嘉？”

永嘉，是孟浩然此次的旅行目的
地。

永嘉之名，离不开楠溪江。永者，
水流长；嘉者，美也。水流长且美，是谓
永嘉。

一千六百多年来，文人墨客的足
迹，把楠溪江畔的顽石都磨平了。王羲
之、谢灵运、孟浩然、陆游、叶适、王叔
果、朱彝尊……一个接一个来了，他们
看了楠溪江，楠溪江便留在了他们的诗
文里，他们也走进了楠溪江长长的诗的
水流中，从古一直流到今。

正像深山出神仙一样，这美且长的
江水是孕育诗情催生诗篇的。当年，谢
灵运任永嘉郡太守时，遍游此地山水，写
下了“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
岸净，天高秋月明”等澄明诗句。这些诗
把个谢太守推上了山水诗鼻祖之位，也
使楠溪江成为山水诗的摇篮，成为迁客
骚人、风流雅士寻找诗情的地方。

后来，苏东坡向谢太守致敬：“自言
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看看，
他是把谢灵运和楠溪江当作标杆和圣
地来看待的。后来，一个别号真山民的
诗人来了，他大约在永嘉留驻了一些时
日，每天流连于永嘉的山水美食，留下
了“江头风景日堪醉，酒美蟹肥橙橘香”
的感慨，飘然而去。我不知道他们是如
何泛舟楠溪江的，大约如李清照漂流双
溪时一样，乘的是舴艋舟吧！

多愁的李后主应是没来过楠溪江，

若他也乘上舴艋舟，会写下什么样的千
古绝句？

二

又过了很多很多年，在很多很多文
人墨客慕名拜谒了楠溪江之后，我也悄
悄地来了。

我知道自己写不出流传后世的诗
句，但这不影响我爱楠溪江，我爱的程
度也许不亚于谢灵运和孟浩然们。他
们见惯了江南的青山绿水，听惯了江南
的吴侬软语，也许对楠溪江这般流长而
美丽的江水有点审美疲劳了。我则不
然，见惯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听惯了
滚滚黄河的拍岸涛声，粗放的感官突然
遇到了细腻的温柔，那般体验，怎一个

“美”字了得！
楠溪江如一个明净的少女呈现在

眼前，她的美好，不好说，反正你懂的；
我与她的距离，似乎仅仅隔了一个大
巴，却让我思念了那么久。

怯怯地又是切切地，小心翼翼地又
是迫不及待地，我迎上前去。清澈，清
纯，脉脉含情却默默无语，她不动声色
地流过眼前，流向远方。

有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流。更有人说，人甚至一次也踏入不了
同一条河流。好在眼下不是哲学的考
题选项，不管能不能真正意义地踏入同
一条河流，反正我终于实实在在地踏入
了楠溪江。没有舴艋也无妨，敞亮的竹
筏更开放！一腔热望，一身坦荡，毫不
犹豫地踏入，顺流而下，寻找她的方向。

竹筏简约而不简单，瘦长的身子用
七八根又粗又长的竹子捆扎在一起，苗
条的竹梢如牛鼻子一样翘起来，又好像
是古人皂靴挑起的前脸儿，让它一下子
增加了灵动，显得俊朗并轻盈起来了。

站上竹筏，几乎就站到了水面上，
脚踏的地方，竹筏微微下沉，水轻轻地
漫上来，鞋子的胶底与竹竿与水便不分
你我了。

坐下来的当儿，船老大已经一篙下
去，竹筏就贴着水面跑起来。景色，如
电影的长镜头，连绵不断——

潮平两岸阔。江流平缓，江水清
澈，鱼翔浅底，卵石磊落，两岸青山相对

出，一行苍鹭日边来。
静水深流急。行进间，水色开始变

深，偶尔有鱼儿跳跃，亮出一肚清白，嬉
戏野鸭浮绿水，岸边芦苇吐白花。

急湍溅珠玉。平阔的江面突兀转
弯，眼前的水流陡然收紧，喧哗着疯一
般冲向一个低洼的平面，一边水色近
墨，一边水呈蔚蓝。那艄公也机警地用
篙左抵右挡，护佑竹筏渡过险滩。

轻舟复翩翩。喧闹的水声渐渐平
息，江面重新平阔，偶尔有浪，竹筏起伏
似蹁跹。阳光从远方投射过来，给竹筏
涂上了一层金。一个载着鱼鹰的小舟
悠悠然从对面逆流而上，有红衣女站在
两根十字交叉的竹竿上做着令人赞叹
的造型。

远山如黛，蓝天无垠，山水绿树像
是一场梦境，空气清新得让人感动。

忘我陶醉间，突然船身一震，到岸
了。

三

打开楠溪江山水地图，如同徐徐展
开了《千里江山图》，青绿扑面而来，峰
峦巍峨，水曲流长。层岭叠嶂间，一个
个村落掩映其中。

它们有着诗意的名字：岩头、下园、
苍坡、花坦、芙蓉、蓬溪、豫章、鹤阳、枫
林……大大小小 200多座古村落，散布
在青山绿水间。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暖
湿气流带来了丰沛的雨水，雁荡山独特
的地质构成赋予了它们优雅的气质。
据称，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
生息繁衍。《下园瞿氏宗谱》记载，晚唐
时，宁波刺史瞿时媚率妻子邑人来此避

“黄巢乱”，但见天险奇峰,旷洞清幽，遂
定居，不复出焉。这些村落的族人，往
往来自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域，他们辗
转迁徙，寻找理想家园，终于不约而同
沿着楠溪江进入了这片梦想中的桃花
源。于是，他们勾画家园图景，营造村
落格局，男耕女织，渔樵间作，耕读传
家，世代延绵，生生不息。

村，还是祖先居住过的那些村；水，
还是一直流淌着的溪江水；人，还似很
久很久以前来此定居的那些人，他们是
那些先祖的后代。

在点点滴滴的细雨中，我走进了苍
坡村。

灰墙黛瓦，老屋依然。方形的瓦
当，灵动的飞檐，精巧的雀替，瓦缝中顽
强地钻出几株绿色的植物，砖石地缝间
晕染着绒绒的青苔。时光，在这里突然
慢下来。

村南有座笔架山，村中有笔街，细
直 如 管 ，笔 街 口 ，有 条 石 五 米 开 作

“墨”，再辟东西两塘为砚池。从空中
俯瞰，整个村落及周边田畴，恰似一张
铺展的宣纸。

村中有亭翼然，悠闲老者坐在那里
看风景。村人眼中的风景，正是那些来
此看风景的人，男女老少，花红柳绿，南
腔北调，络绎不绝。

错落的院落中，杂花生树，有隐隐
桂香飘散。村北小道边，有人晾起了一
弧一弧的挂面，旁边的小卖部，收纳了
层层叠叠的岁月，显得传统又现代。一
只白猫慢悠悠地从戏台下的立柱间走
过，它好久没听到管弦声了吧。街边的
狗，不约而同地以闭目养神的姿态，侧
卧在自家的门口。它们，已经习惯了陌
生脚步在耳畔敲击光滑的石板，就像它
们身处偏僻的同类习惯了黑夜和孤寂。

我也被芙蓉打动了。芙蓉是一个
村落的名字。

村里，有让人羡慕的芙蓉书院。走
近它，身心为之一轻，恍惚间觉得，这里
曾经来过的。门庭前，一根一米多高的
香台，如出水芙蓉，静静地挺拔。时空
的深处，它迎进来一拨又一拨乡野的顽
劣孩童，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意气风发
少年郎。岁月的年轮，深深刻在了它久
远的记忆中。

南宋时，芙蓉村出过“十八金带”。
一个村子有十八个人在京城同朝为官，
那该是多么光彩的事！

有人把这归因于芙蓉村的风水，却
忘了，芙蓉最好的风水是书院，以及书
院延绵不断培育的人才。

想当年，芙蓉书院香烟袅袅，书声
琅琅，墙外芙蓉池莲花高擎，莲叶田
田。云影天光中，鱼戏莲叶间。鱼戏莲
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
叶北。

真想，做芙蓉池中一尾鱼。⚪4

□侯群华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瓤。大约
是 1978 年的冬夜，我突然发起了
高烧。母亲说，孩子烧得不轻！得
去药铺打一针。父亲说，深更半夜
去哪儿打针？天明了再说。母亲
没有回应，窸窸窣窣地穿衣。

从村西头到村东头赤脚医生
家有一里多地。平日里怕狗的母
亲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决然地背
起我，在夹杂着高一声低一声犬
吠 的 夜 色 中 ，径 直 向 村 东 头 走
去。月光穿过路两边槐树上的光
秃秃的枝桠，影影绰绰地照着我
们母子前行。

终于到了医生家。听着镊子
敲击小针剂瓶的清脆声音，我盯着
那个空药盒一直看。母亲读懂了
我的眼神，脸上露出些许乞求的笑
容，对大夫说，这个药盒给俺吧，孩
子喜欢。这个“文具盒”归我了，像
个宝贝似的被珍藏了好些日子。

烧没止住，又开始腹泻，我被
转到淮阳县人民医院。好像急需
一种消炎的庆大霉素针剂，医院紧
缺，让去公社卫生院问问，还需大
队开介绍信。母亲二话没说，就去
汽车站，搭一天一趟路过村子里的
大票车（老式公交车）。但直到第
二天下午，母亲才回到医院，头发
都湿透了。她从怀里掏出几支针
剂。医生问咋这么晚？母亲说，没
有赶上那趟车，走路来医院的。那
可是三四十里路啊!

走远路又算什么？儿时，母亲
每天清晨做饭时都会在地锅火门
上为我烤棉裤棉袄，然后抱着烤热
的棉衣小跑来到床前：华子，快快
起来，热腾腾的。伴着衣服散发出
的淡淡的烟熏味儿，似乎对冬天有
了一份眷恋。

那时，冬天做饭烧柴紧张，母
亲总是到离家十来里地的农场果
园里拾修剪下的苹果枝蔓，接济家
里烧火做饭用。每次与姐姐们结
伴去接母亲，看到她总是很欣慰的
样子，不停地说着哪家的苹果枝又
粗又多……身后一小架子车柴火
所带来的满足感淹没了母亲一脸
的倦容。

1988 年，我像过独木桥似的
考上了乡里唯一的中学。寄宿制，
自带床铺。我带的床其实是一个
床架，没有床板的那种，由四条床
腿、一个床框、三根橧子组成，铺上
用高粱秆织成的薄席，冬天从下边
透凉气，被窝总是暖不热。读初二
那年，母亲竟然让我睡上了“豪华”
的板床。那一年，县级公路要从我
们村子中间穿过，路两边的大杨树
因扩路都被溜根锯掉了。母亲在
深秋穿着单衣刨树根，身上还直冒
汗。大男劳力对刨树根这样的重
体力活都发怵，身体单薄的母亲却
一点也不怯，使出蚂蚁搬家的韧
劲，一个大树根被她用一天时间刨
出土，弄回家锯成板，为我做了很
体面的板子床。

1992年底我应征入伍了。母
亲为鼓励我考军校，把为过年准备
的一头肥猪卖了，让三姐把钱都邮
寄给了我，让我买复习资料、买营

养品。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如
愿以偿地考入了军校。母亲高兴
得逢人便夸:俺儿考上军校了，俺
儿当上军官了！

进入新世纪，军营内外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宿舍里有了暖
气、热水器、空调；农村，村村户户
通了水泥路。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家里也有了小汽车。

母亲渐渐变老，为了方便照
顾，我让她“随军”到了军营。老家
有啥事了，母亲总喜欢让我拉着她
回去。她喜欢在车里听着豫剧，一
边眯着眼，一边用给她镶的满嘴烤
瓷牙嚼着她认为养胃的花生米。
我在前面开着车，后面时不时传来
母亲“嘎嘣嘎嘣”的咀嚼声，偶尔从
观后镜里瞄一眼惬意的母亲，真想
这样一直地开下去，无限延长着我
们母子二人美好愉悦的时光！

到家见了我的几个姨，母亲不
无自豪地述说着：跟着俺小儿就是
享福，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回
家有小轿车，跑在高速上，一场戏
还没听完就到家了，搁从前想都不
敢想啊！

有一回，我问母亲，想不想到
北京去看看？她露出一丝不舍而
又渴望的羞容，那么远，还花钱，不
去吧。我偷偷地买了票，把母亲带
到火车站她才知道要去北京。一
辈子没坐过火车的母亲一路上高
兴地合不拢嘴，一会儿趴窗口看看
一闪而过的风景，一会儿与邻座的
旅客拉拉话。回到老家，母亲见人
便说她去过北京啦……

母亲俭朴惯了，惜水如命。过
去一家人洗脸用一个脸盆，把脸盆
在墙根上半立起来，加点冷水兑点
烧开的热水，长辈先洗，孩子们后
洗。所以现在家里即便有了热水
器，母亲还是习惯接一两碗水洗
脸；沐浴时爱用一个大大的铝盆边
接水边洗。母亲有一次喊我给她
搓搓背，母亲大手术后，身体日渐
消瘦，看着她后背瘦得突起的一排
脊梁骨，我忍不住落下泪来。母亲
全然不知，仍不停地念叨着：以前，
过年时还不舍得到城里洗回澡哩，
你看现在的人有多能吧，在家里想
啥时候洗澡就啥时候洗，一拧开关
就出热水……

我小时候生病时，母亲总是用
家里的铜勺子，磕上一个鸡蛋，兑
点水，用筷子搅匀，小麦秸火苗舔
燎着勺底儿，稍许，蛋羹飘出久违
的香味儿，虽然放的大粗盐粒儿有
时没化开，齁咸齁咸的，但回想起
来仍然那么有滋有味，甚至有了下
次还要再生病的期盼。那时，家里
养了几只母鸡，每攒够一葫芦头的
鸡蛋，母亲都要拿到集市上换些
钱，好买些生活必需品，所以，我们
都只是过生日或生病时才能吃到
鸡蛋。后来，母亲与我一起生活
时，像是要弥补曾经的亏欠，坚持
每天早上都为我煎一盘香喷喷的
鸡蛋，火候正好，不薄不厚，金黄中
泛起一层微微的锅贴酱色。

在我眼里，这就是幸福的颜
色。这 40年，我们母子相伴走过，
曾经的苦涩已经远去，如今拥有的
都是美好时光。3

□王钢

对诗的挚爱，有多少种方式？
在黄福安身上，我看到的是追觅，是仿佛一

名游子返身飞奔扑回故乡的追觅。仅仅吟诗还
不够，仅仅写诗还不够，他追觅古人，追觅古诗，
渴望的是一直上溯到诗歌的源头，搜寻中国诗
歌天幕上的河南星座，与那些迷人的故事传说
共生，与那些伟大的祖辈先贤同行。

他出版《行走中原觅古诗》，是缘于一种缺
憾。关于河南古诗词，关于河南古诗词大家，已
经有不少专著文章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
过研究和介绍。但是，他想寻找一本全面汇总
介绍河南古诗词的书籍时，愿望落空了，这使他
萌生了填补空白的念头。

作为相识多年的老友，我知道，作者是一位
诗人，也是一个痴人。本是一个工科男，却迷恋
诗歌，用情深重，连性格也浸润了诗人气质。他
曾长期负责一个央企的新闻宣传和一家专业报
社的工作，业余写些新诗、旧体诗见诸报端，并
出版了诗集《春音秋韵》。近几年得闲了，他向
诗歌彻底张开了浪漫的怀抱，而且，越往中原诗
坛的历史深处探幽，一双痴迷的目光越是不肯
松开。所以，当他将撰写《行走中原觅古诗》的
计划告诉我时，我是支持他的，也充满期待。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河南是中华文明的一片最本色的国土，是
中国文化的一个最诗意的故乡，从《诗经》开始，
这片原野就被诗歌的乳汁浸泡着、滋养着、哺育
着。在黄河两岸，在中原大地，诞生了那么多杰
出诗人，生长了那么多灿烂诗篇，往来了那么多
名流大家，流传了那么多美谈佳话，简直密如繁
星，浩如烟海。如何从大量史籍中寻找、发掘、
撷选河南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搜集相
关历史素材，想来是十分困难的。两年来，作者
朝夕惕厉，博观约取，不忘初心，奋发努力，《行
走中原觅古诗》终于付梓。

这本书梳理了河南古诗词的地域脉络，可
谓一本河南古诗词地图，从中可以了解古代著
名诗人的足迹，历数散布中原大地的古诗词珍
品，把握中原古诗词的发展轨迹。同时，这本书
还分别介绍了古代河南诗词大家的作品成就和
艺术特点，从中可以了解中原古代诗人的概貌，
为诗词爱好者提供导引，为研究者提供借鉴。
作者尝试用通俗的语言介绍古诗词，流畅幽默，
颇有情趣。虽然这本书也许还算不上一本学术
专著，难免还存在舛误尚待推敲，但毕竟为人们
了解河南古诗词打开一扇窗口，值得一读。

我并不懂诗，然而面对作者这一份对中国
诗歌的深情、这一份对河南文化的热忱，勉力为
序，以示敬意。3

踏歌而行

母亲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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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 年 在那水长而美的地方
人间行走

《干草车》 （英）康斯太勃尔/绘

□苏湲

2001年夏，为了撰写《中原考古大发现》一书，
我怀着一种解读原始人类的强烈愿望，来到三门峡
渑池仰韶村探访。进村的道路一面是笔立的土坡，
一面是长满杂草刺丛的深沟。走进这座原始村落，
使人感到处处散发着一种原始的诱惑。

仰韶村坐落在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紧紧
依临在韶山脚下。早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
了仰韶村遗址，中国史前文明第一次以其夺目的光
彩登上了世界舞台。根据碳14测定，仰韶文化早期
距今7000年，晚期距今5000年。其后，在全国范围
内，仰韶文化源源不断地被发现，并表现出一种恢
宏、炫奇的态势。

2005年我出版了《中原考古大发现》，其中包括
《细说远古的奥秘——仰韶文化的发现与发掘》一
文，详细叙述了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发掘经过。仰韶
文化自发现到如今，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共同努力，
人们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知已经向前推进了一
大步。

仰韶文化声名远播，渑池也因发现仰韶文化而
赫赫有名。在仰韶文化遗物中，彩陶最为丰富，特征
也较为显著。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
遗址，所出土的彩陶彩饰，带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感
觉，使人浮想联翩。自第一次踏访仰韶，我也一直在
寻找重访仰韶村的机会。

17 年匆匆而过，2018 年夏秋之交，我受邀参

加渑池阳壶古道考察，再次来到了仰韶村。就在
前不久，当地有关部门找到了当年安特生在仰韶
村主持考古发掘时曾经住过的地方——村民王兆
祺的家。

这个院落，如今还几乎保持着原貌。当年安特
生每天带考察队在村子周围勘测、钻探、发掘，并
搜集到一些地面暴露出来的石器、陶片等。每到晚
上，安特生总要把自带的一架八音手摇留声机支在
门外放“洋戏”，让全村人都来听，给小小的村庄增
添了欢乐。

我们一行人在安特生住过的院落前留影。当年
安特生骑着一匹瘦马，冒着纷纷的小雨，踏着泥泞的
道路，从村南的一条古道来到了仰韶村，由此揭开了
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的第一页。

8月 7日，我们随国际著名古道专家吴涛，对渑
池境内的阳壶古道进行了实地考察，走完了东关村
至金灯河路段，全程七八公里。山路陡峭，艳阳高
照，虽步履艰难，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阳壶古道
是一条由片石和卵石铺砌的山道，隐没在崇山峻岭
间已长达三千年之久。它因途经黄河岸边的咽喉险
关——阳壶古城而得名。阳壶城在春秋时为晋国瓠
邱邑，从春秋战国到唐代一直是守卫洛阳城池的重
要关隘。

汗流浃背地往上攀登，道路崎岖陡峭，太阳轰轰
烈烈，周围出奇静谧。路两边长满荆棘灌木，一边向
下是凶险的沟壑，一边向上是悬崖峭壁。映入眼帘
的是满目青翠和岩石坚硬粗糙的外表。古道不足两

米，时窄时宽，或有山水溢出在脚边汩汩流动。爬上
路面的荆棘，总是不失时机地纠缠在衣角，与人难舍
难分。

踏着古道一步步接近顶峰，每一步都十分艰难，
但是我决定走完这条路。远山逶迤，危崖耸立，充满
雄奇之美。脚下的铺路石异彩纷呈，它们已被脚步
和马蹄磨得圆滑如玉，就像一个个顽强勇敢的精神
思想体。我为脚下的铺路石所倾倒，它们已被时光
打造成了一座丰碑，一座洋溢着精神力量的丰碑。

捡起一块石头握在手里，感受它历史文化的脉
搏和精髓。也许远古的一块石头、一个瓦片，就是传
递人类文明的密码！

择一处树荫，坐下小憩。周围的一草一木都在
讲述着曾经发生的故事。一只黑蝴蝶飞舞着落在一
块血红鲜亮的石头上。石头纹路似仰韶彩陶鱼尾
纹，又似远古车辙的印迹，或是冷兵器留下的伤痕？
思绪纷乱中，就觉得道路晃动起来，嘚嘚的马蹄声由
远而来，一时间旌旗猎猎乱云飞，黄沙滚滚浮狼烟。
眼前已逝的岁月和经年积累的知识混淆在了一起。
一支商队渡黄河而来，在马蹄踏起的沙尘中行进，最
终幻化成历史的一个质点……现在这里虽然是荒草
萋萋不见人迹，但是它曾经是一条军马商贾、文人骚
客络绎不绝的通衢大道。6000年前，这里原是一片
原始大森林，但是我们的祖先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100年前，安特生骑着那匹瘦马走过这条道路，来到
了洛阳，走进了仰韶。

100年后，我们来了。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