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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华歌

开始的时候与女友相约，只是为了
到百多里外的乡镇去看花儿。

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那儿有什么
石头村。当我被五彩缤纷的花海的光芒
临照得不知今夕何夕时，女友突然有些
神秘地问我：想不想去石头村？去见见
那位回乡创业的年轻大学生？

女友的老家就在这个镇子上。她
说，事先没有告诉我，是想给我个惊喜。
石头村离这儿不远，也就几里路，我们现
在就可以去的。她还说，这村子现今可
出名呢，都上央视了。特别是村里一位
叫朱晓的大学生，很能干，有眼光，原本在
外做事的，为开建石头村，毅然辞工回乡，
他与村支书王福臣一起，把这石头村打
造成了很火的旅游景点。不少媒体都采
访过他，现在他正用自己新的理念及所
学的文化知识，为家乡创建一种新的生
活方式……

这样啊？我大感惊奇。那咱们现在
就去，我要见见这位归乡的年轻创业者！

一只不知名的鸟儿，仿佛听到了我
们的话语，赞许般不停地鸣叫，然后，从
这棵树飞向了那棵树。

风款款吹着，空气清新得让人深感
呼吸是一种足够的奢侈。走在石头村洁
净的石板路上，犹如在温柔的旧时光里
漫步……这是一个有着上百年石头房屋
的村子，它们原初而坚硬，幽静而古朴，
每一处都令我惊叹不已！现今保存下来
的几十座石头房屋，完全是由从山上开
凿出的片石垒砌石墙而成，坚固、结实、
温馨、可人、冬暖夏凉，每一间房屋、每一
块石头，都是村史，是古老的时间形式！

千年紫藤、古树、老井、石碾、石磨、石桌、
石凳、石槽、石柱、石桥、石鼓、石阶……
而这一切又都与满村葱茂盛放的绿树繁
花相映相谐。过去和现在，历史与当下，
就这样生动而美好地共同呈现着。

自从三年前，央视《远方的家》栏目
在此拍摄《探秘楚长城，寻幽石头村》并
播出后，石头村便像长了翅膀，顷刻间飞
向千家万户，为人们所熟知，所向往。各
地游客络绎而来，原本偏僻、寂寥、宁静
的村子，一下子热闹红火起来，村人们土
里刨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
变，他们仿佛是一转身就开始了全新的
生活，有了新的活法：粗糙耕种的双手，
开始卖凉皮、凉粉、米线、手蒸馍、葱花饼
及各种小吃，开设农家宾馆、茶室、咖啡
厅、小酒吧、中草药房，制作各样传统工
艺品……这些全都是就地取材，原汁原
味，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深受来客欢迎。
村人因淳朴善良、宽厚待客，使得客人们
来了都不想走，家常便饭加以满满的热
情，那种味道唤起的家园情感和乡愁，绝
非言语所能表达。

尽管我是有备而来，尽管这之前已
从女友口中对朱晓有些了解，但尚未走
进他开办的“小丽江”，就被他钉在石墙上
的各样木条及木条上所写的内容深深吸
引：“偷偷告诉你个秘密，这里热干面很好
吃”“清式时光：咖啡、音乐、美食、茶”“最
美不过石头村、最好不过农家菜、最真不
过乡里人”……怀着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在他独具特色的橡木咖啡馆，我向年轻
的他行深深的注目礼！清俊时尚、敏慧
沉稳的他，给我一种空山新雨后、初日照
高林的感觉。捧着他对来客一律免费提
供的热茶，暗下忽想起一个古老的比喻，

立时，光影中的岁月成了一个动词……
交谈中得知，原本他在省城一家大

企业有一份工资不菲令人艳羡的工作。
他已在那里工作6年，深得领导和同事们
的信任和赞赏，不仅他的工资一提再提，
还两次晋升职位，只要继续做下去，前景
无疑美好。但一种很强的漂泊感总让他
深觉极不踏实，他的心时常悬浮着，说到
底那儿不是他的家，他永远是一个外来
人，不可能真正融入进去。他想回家乡
做事，想为父老乡亲做点什么，却又不知
道该如何去做。这样的日子令他日日困
惑而纠结！

几年前，当得知老家石头村要搞旅
游开发时，他兴奋不已，一颗心由沸腾到
燃烧，深感时机已到，就毫不犹豫毅然辞
工回归故里，他要用文化来助力旅游，带
动全村！

起初，家人及亲朋对他的做法很不
理解甚至反对，干嘛呢这是？在外做得
好好的，钱没少挣，还体面，大家都夸他
挺有出息，怎么突然退回到家门口来了？

他父亲更是气他“胡整”，骂他脑子
进水，太不切实际了！村里的事情复杂
着哩，能是那么好做的？也不看看自己
几斤几两？

他是顶着“没出息”“神经病”等的压
力，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汗血辛劳、艰难
困苦。如今他不仅把自己的“小丽江”经
营得生意红火，众人赞叹，更重要的是，他
还用他的经营方式不断更新村民的观
念，影响、带动了全村人。他那独具特色
的文化打造，非同寻常的长远目光，在两
年前的春日，赢得邻县来此旅游的一位
姑娘的芳心，两人志同道合，深深相恋，牵
手走进婚姻殿堂，共同描绘村子未来的

美好图景。
问及他回乡后的感受，他笑言：有一

种强烈的归属感！就像一棵树，枝再繁，
叶再茂，花再多，根却只有一处。回到
家，一直悬浮焦虑着的心，终于踏实安静
下来，每天都感觉过得很充实！在村里
随便走走，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格外亲
切而有情意，更不要说乡邻乡亲了，那种
浓厚的亲情、乡情，那种家的滋味，让我
感到温暖。这促使我更加想用现代意识
和文化，与优良的传统东西结合起来，带
动全村共同致富向前走……

那你父母和亲朋现在怎么看你？我问。
他笑意深深地道：还是“焦点访谈”

那句话说得好，“用事实说话”嘛。父母
见我扑下身子正干，生意做得好，村人都
夸奖，他们早就全力支持了。亲朋们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少帮我。关键是
要用具体的行动来诠释自己的想法！

他的话不时被屋檐下优美响动的风
铃伴奏，门外的花瓣在风中悠然飘舞。

我的心一动，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么
多的花，都只能属于他，属于这儿一村子
的人，而我和如我这样匆匆来去的旅人，
只能是过客。就像一首诗深入不到词语
的内部一样，终究只剩下表层的繁复与
庸浅的观赏。因为，我也有属于自己的、
生我养我的故乡……

走在村路上，任满空满地红白蓝
紫黄的“花雨”拥围，我紧握一瓣花，仿
佛攥紧每一个日子。此时恍惚正走进
某个奇妙的影视情节，骤然，我也找到
了内心不再发慌的存在感。时光流逝，
那些远去的恰是我撒手放下的，我想把
更多的寂静借来，静默的深处，一切简
单而美好。3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石头村里的年轻人

□晓阳

诗贵吟诵，不吟诵无以成诗。
文章体裁分类种种，但最简便的分法无外乎

两种：韵文与非韵文。
诗歌，就是应“韵”而生的。
在心为志，发声为诗。世界上最早的一首诗

肯定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唱出来的。谁能说那句
“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不是最早的诗篇？

所以，声者“生”也，生生不息，诗之父也；韵
者“孕”也，孕育繁殖，诗之母也。声音才是诗歌
的特质所在，价值所在。不讲声韵，就是非韵文，
可以叫作散文什么之类，不必硬往诗歌堆里掺
和。

倡导过“文学革命”的鲁迅先生，对诗的要求
也是八个字：顺口、有韵，易记、能唱。其中哪一
条也都和声韵相关联。

格律诗，既格且律，把韵律体系运用到了极
致。读写旧体诗，首先要过的就是吟诵这一关。

吟诵，吟而诵之，就是用吟咏的方式诵读。字
出声，腔出味，三分诗，七分读。抑扬顿挫，阴阳刚
柔，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吟诵中
感知诗词的艺术魅力，从声韵里还原作者的音容笑
貌。

所谓平仄、相粘、拗救云云，说到底都是为吟
诵服务的。几句聱牙，叫人耳中生棘；数言清亮，
使人倦处生神。从《广韵》《集韵》到《诗韵集成》，
一部诗学，就是声韵学，节奏学，吟诵学。只要诵
读着朗逸晓畅，品起来就能口角噙香。

格律诗之难，就难在吟诵要求之严上。看似
简单的平上去入，平平仄仄，在诗人眼里，可是玄
而又玄望而却步的“众妙之门”。娴熟声律如杜
甫者，倘且还要“为人性僻耽佳句”，难怪贾岛者
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了！

清末古文学家唐文治提出了“古文四象”之
说，曰“太阳气势，太阴识度，少阳趣味，少阴情
韵”。凡阳刚之文，宜急读，宜高声，宜短音，而彰
其气疾。阴柔之文，宜缓读，宜长调，宜轻音，而
显其气徐。少阳少阴之文，则宜平读，宜平音，而
其气在不疾不徐之间也。

因声求气，声入心通。诗词与吟诵从来都是
互为一体，不可分割。古人通过吟诵，不但可以

以声示人，互相唱和，而且还可以在吟诵中爬罗
剔抉，拣词炼字。由吟诵而语脉文脉，由吟诵而
心情神情，由吟诵而意境理境。熟稔了吟诵之
道，已得诗词之三昧矣！

吟诵之妙，在于把握好节奏点。节奏点是平
衡点、控制点，也是事物变化的数量界限。近代
诗人华钟彦认为，每句格律诗只有一个节奏点，
这个节奏点上的字必须是平声，必须要长吟。我
很赞同他的这个见解。执其要端，一声长啸，吞
气吐声，纲举目张，整个句子的精气神都出来
了。按照华先生之所见：平起绝句的节奏点是首
句第二字，次句第四字，第三句第四字，第四句第
二字，律诗重复一遍；仄起绝句节奏点一般是首
句第四个字，次句第二字，第三句第二字，第四句
第四个字，律诗重复一遍。简而言之，就是格律
诗每句的第一个双平词组（平平）中的第二个平
声字都是节奏点，需要长吟。他的主张虽然近乎
刻板，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初吟者不妨一试。

吟诵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诗歌态度，吟诵之道
也是文武之道。吟“晓风残月”，需二八少女执红
牙板；唱“大江东去”，则要关东大汉拿铜琵琶。
声音之美，节奏之美，意蕴之美，诗词之大美也。
唯有吟诵才能格物致知，唯有吟诵才能真心诚
意，唯有吟诵也才能对得起这样的文学元典！

古之所谓“声情并茂”，就是诗文吟诵的最高
境界。《乐经集》“乐本”篇中，说了六种“声”与

“情”的关系，兹摘录于下：其（以）哀心感者，其
声噍以杀；其（以）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
（以）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以）怒心感者，
其声粗以厉；其（以）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
（以）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这六种声情匹配，不仅适用于吟诵，更适宜
于写作。无论是立意谋篇，还是遣词造句，其实
都有一个声韵的选择问题。目遇之为色，耳聆之
为声，心会之为韵。字正而得腔圆，理直而能气
壮，尤其是诗词，用韵用声是否和赋题言志相一
致，相和谐，决定着韵味高下和意境优劣。

俗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
吟。”熟读就是吟诵。在反复吟诵之中，汲取了精
华，陶冶了性情，不知不觉之间，自己的清词丽句
也就顺口而“溜”了出来。这，大概就是古人强调
吟诵的真意所在吧。3

□王幅明

承蒙赵立功先主惠赠新著《诗话·书话·影话》，享受了先睹
为快的愉悦。该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函三卷，装帧设计
亮眼，朴素、简洁、雅致。书的三卷本封面，分别选用了作者别具
特色的三幅漫画风格的插图。其配图文字与诗话、书话、影话三
卷的内容暗合，上卷《诗话》：“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是古今
诗人的宿命吧。”中卷《书话》：“人不误书，书不误人。”下卷《影
话》：“流金岁月，流走的是永远也不回来的青春。”诗意的哲理，
图与文字水乳交融的奇妙组合。而这全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
令人在愉悦之中，不禁从心底涌出对作者多才多艺的敬佩。

书的内容为诗话、书话、影话，我简称之为“三话”。作者从
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 20多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时，也写下
一些报道和评述，也会就所接触的新旧书籍、观看的电影，随手
记下一些个人化的见解，如此一来，就积攒下了大量长长短短的
随笔评论性文字。而就真正的写作而言，他喜欢并较多从事的
是诗歌写作，平时阅读古今中外诗歌，读多了，也会对他们的作
品产生自己的看法，把这些看法记下来，也就积累了许多关于诗
的随笔评论性文字。“不揣浅陋，把它们收集整理，加以分类，形
成书稿，又按照‘诗话’这一中国传统的批评文体，将谈诗的部分
冠以‘诗话’，采‘书话’这一现代文体，将谈书的部分冠以‘书
话’，而依两者体例，将谈电影的部分冠以‘影话’——这个是个
人的发明了。”（见《后记》）作者首先是一个持之以恒的阅读者，
加上他资深文艺编辑的阅历，诗人的性灵与评论家的修养，对
诗、书、影的深刻见解，行云流水的文字，便有了这三本可读、可
品、可思，令人爱不释手的著作。

诗话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论诗文体。概念上有狭义与广义之
分。狭义的诗话，是诗歌故事；广义的诗话，是诗歌鉴赏、诗歌批
评。诗话的趣味在于“话”字，即率性的随笔文字，有别于规范的
文学批评。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取胜，而常常以三言五语
为一则，记述诗界逸事，或发表对创作方面的感受和意见，其中
不乏独特见解和理论价值。在诗话的影响下，又产生了词话、曲
话、书话。显然，“影话”也是“诗话”的延伸，而以书籍的形式呈
现，之前尚未见过。

“三话”兼顾狭义与广义。如《诗话》《书话》，既有对于一本
诗集或一本书的评论、序言，对某个诗人一类诗的述评，也有对
新书研讨会的综述，对诗歌或文化现象的批评，还有购书札记、
读书札记、版面按语、以诗论诗等，形式丰富，不拘一格。作者视
野宽广，古今中外的诗人、作家、书籍，都是他谈论的对象，可见
其阅读之广，朋友圈之大。《影话》评论对象则以报纸专栏开办后
的新影视为主，兼顾中外电影交流和优秀影视作品的回顾。

读“三话”，有亲切感。首先是文字的亲切，好像朋友之间面
对面的茶叙，从容，平易，直率，不故作高深。读着读着，仿佛看到
他平时的神态。二是內容的亲切。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其内容都

“正中下怀”。再者，书里有熟悉的面孔，像故友重逢。立功最早
在《大河报》任副刊编辑，他先后主持的文艺副刊“河之洲”“茶
坊”，深受读者好评。后到江南历史名城嘉兴工作，仍做报纸副
刊。之后，又回到《河南日报》文艺部，任“读书观影”版编辑。他
大多数时间在郑州工作，他“诗话”“书话”的对象，河南占的比例
较大，所以，里面就有若干熟悉的面孔或友人。读他的述评，增加
了对这些友人的了解。立功对一些新书发布会、研讨会的记述，
简洁明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令关注这些书籍的读者受益，弥
补了未能到现场聆听专家高见的遗憾。而读他在多地淘旧书的
文章，除了分享的快乐，又引发一个同好者对相似经历的回忆。

李佩甫先生在《诗话·书话·影话》的序言中说：“不记得有多
少文学青年是经‘茶坊’推介出来的；也不记得有多少作品是经

‘茶坊’诠释后，推介给读者的。于是，渐渐地，‘茶坊’的品位得
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认可，特别是在文学圈子里，看
《大河报》，是必来‘茶坊’的。或可以说，他制的是‘茶砖’。他的
‘茶砖’垒建的是一个地域的文化基座。可往来‘茶坊’的人，却
未必知道赵立功这个在幕后制茶的人。时光荏苒，后来立功成
了《河南日报》周末版‘读书观影’的编辑，仍延续着优秀作品推
介、社会文化建设的工作，却更大众化了。在各种文化会议上，
他仍然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从不显山露水。”（《一双诚实的眼
睛》）李佩甫所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君子儒形象。3

吟诵小识

时
代

商丘二题

“三话”诗、书、影

□金少庚

那蝉声

此刻，我正在唐河凤山植物园
的一片树林边徘徊不定。有零星
小雨在断续地飘零，冲散了不少多
日酷暑难耐的沉闷气息。蝉在林
中吱声嘶叫，鸟儿在树木下的厚树
叶子上寻觅着什么。

2019年立秋的前一天，恰好
是七夕。

我怎么会在此刻走在这里了
呢？我问自己。

难道是昨夜那个梦魇把我引
导至此吗？那个穿白色裙子的影
子带着笑靥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
那一年的那个春日，我孤独地站在
三月的油菜花地里不知所措……

难道是那个一头秀发披肩在
麦田中挥镰割麦的影子吗？一个
少年站在河的对岸，痴痴地望着麦
田中的倩影，任汗水湿漉漉地在身
上流淌着……那些美好时光的意
境怎么会在昨夜闪现呢？或是某
种穿越的幻觉吧？或许是为了迎
接今天的节日？

难道是怀抱野花的那个少女
正在拖着幻觉和梦想在河流边无
声无息地张望着什么吗？夕阳西
下，晚霞把她也映成了一朵多姿
多彩的花儿……

那些麦苗散发着清香的夜晚，
那些散落在夕阳里的油菜花的味
道呢？都随着日月走了吗？都走
到哪里去了呢？她们会在某个时
刻想起那个年少的影子吗？只有
风儿知道！只有心灵深处的那一
刻共鸣和颤抖知道！

蝉鸣更响了，鸟儿扑腾着飞
到另一棵树上。立秋之后，天变
凉爽了，只是不知道这蝉鸣还能
鸣叫几日？再来此地时，或许秋
叶已落了……

那片花

植物园西坡上的那片野花已
走过了自己的春夏，有衰老之意，
若不是初春时曾在这里徜徉，被
这一片花的鲜艳所吸引，此刻又
有谁知道这片花曾经有过的青春
芬芳之气息呢？

恍惚间，那些蝶儿飞舞、蜂儿
嗡嗡作响的声音又在耳边旋绕，似
纽扣一般大小的野菊花、狗尾巴
草、蒲公英花摇头摇尾地拥挤在一
起，它们唱着一首又一首动人的歌
谣。阳光、风儿、蜂儿、蝶儿以及在
那草丛里的虫子在为它们鼓掌。

那一刻，我的心倏然间回到
了那记忆中的乡村。河流、坑塘、
老树、密林、草滩以及长蛇、鸟窝、
野兔……在那一群又一群光屁股
孩童的奔跑嬉闹、哭喊打扯中我
看见了自己年少的影子。

那时，夏秋之交，秋粮渐熟。
妈妈在玉米地里摘套种的绿豆、
豇豆，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裳，我拎
着鱼皮袋子跟在她的身后，玉米
叶子把我胳膊刮拉得一道又一道
红印子。汗水止不住地流淌，觉
得这玉米地就是一个大蒸笼，能
把活人蒸透蒸熟了。但妈妈从不
言累言苦，扒着绿豆叶子往深处

翻找，担心漏掉任何一个熟了的
豆子。好不容易摘到地头，妈妈
蹲在青草深深的水沟里，先给我
擦洗汗水。歇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别进地了，在这歇歇脚吧，干干
农活，就知道种庄稼不容易，一碗
饭来之不易就行。然后她自己又
拎着袋子钻进了玉米地。

我坐在水沟边，双脚放在草
丛浸泡着的水里，刚才的燥热、烦
恼都随着清凉溜走了。

今年春天，我多次来这里驻
足、观望、思索，每一次停留，这片
野花都会把我带回南蛇湾村的记
忆中。春天在蝶儿的飞旋中慢慢
走了，不知不觉。夏风带着蝉儿
来了，又要飘走了。蝉儿的嘶叫
声是对夏日的留恋吗？

人的生命没有回头路，只会
越走越短，有些时候，还不如一片
野草的芬芳、一株树木的清净、一
只飞虫的自由……

就张开怀抱吧，迎接又一个
秋日的到来。

那草路

进荒岗踏野草沿坡而下，拨
开两株野生石榴树和几丛杂乱的
野藤，便有一条并不长的草路，往
北行直通那一片茂密的丛林之
内。天气炎热，但行走在那条草
路上却能感受到凉意阵阵。

内心是安静的却又是奔涌
的。

想起老家。一出村庄步入田
间便都是草路，河湾里更是草路
交叉纵横，河沟遍布身前身后，潮
湿的草丛里有蛇滑动，也不惧怕，
拎起便甩入水沟里，那蛇却一摇
三晃地钻入另一片草丛里去了。
那些时却不惧酷暑，现在思来，是
那河湾的芦苇、密林、草路、水沟
的缘故吧？

一些玉米、芝麻、大豆、绿豆
在夏末就熟了，只得进田帮助妈
妈干一些简单的活，却仍烦这庄
稼的成熟。妈妈说：过两天立秋
了，庄稼都得收到场上了，还累人
的。说着累人的话，妈妈却是满
脸的欢喜。后来我悟到，那是秋
粮丰收带给妈妈的喜悦。

于我，最欢乐的却是在丛林
笼罩中河湾的草路中行走，脚下
软绵绵凉荫荫的，截住一节水沟
后把水掏干，捉鱼逮虾捕蟮，然后
脱掉浑身泥水的衣服，跳入河湾
拐角处的一个水潭中，尽情地玩
耍嬉戏，然后穿上刷净晾干的衣
服蹦跳着沿着一条又一条交叉的
草路跑回家。妈妈常常站在路口
张望着，等着我回家。

去年，妈妈在麦稍黄时远行
而去，我望着那一片已不是原貌
的河湾，泪水横流……

去年夏秋之交，忽然发现了
这片荒岗，这条草路。那一刻，我
似乎找到了自己另外的归宿。于
是，这条草路便成了我烦躁时静
心的地方。

此刻，心境柔软似水，我在寻
找着村庄和那些记忆。只是，我
还回得去吗？

让这蝉鸣和这一只盯着我的
鸟儿的眼睛告诉你吧……3

立秋的前一天

太行民居 李运江/绘

□海盈

燧人氏
远古，天造草昧
荆榛未开
混沌初分，大野苍茫
狩猎，农耕
茹毛饮血。部落
收获时节
载歌，载舞
欢乐未央
有鸟啄燧木
粲然火出。灵光乍闪
几多失败几多探索
钻木取火
燧人氏，开启了
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缔造了华夏文明熹光

火啊！
寒冬里温暖了洞穴
黑夜中不惧凶兽目光
熟食加速了自我进化
冶炼奠基了文明气象
火啊！
遥远的夜，遥远的光
你撕开了洪荒中的漠漠夜幕
点燃起先民无限希望
火啊！
炽热中集聚活力
跃动中释放能量
火啊！
在商之丘
火起燧木，宇宙圣光

火的故事，万载流芳

华商之源

天命玄鸟，降而为商

王亥，服牛驯马
发明马车。从此
货物，有了流动
交易，有了叙事
商人商品商业，开始
驱动历史

殷人屡迁，前八后五

以货换货，缘于
牛马过剩。不经意间
成就了华商始祖
商代，车轮上的国家
因商而强。一个支点
撬动了国运

三商之源的风
吹了几千年
吹出了，市列珠玑
户盈罗绮，都会百万人家
吹出了，茶香绵远
瓷光若水，丝路丁零天涯

运河水系，流动着
王亥的血脉
京九线，继续着
车轮上的故事
航空港中欧班列承载的
除了集装箱，还有彩虹和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