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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火种 □敕勒川

豫东纪行 □宗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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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加今年 8月 16日—19日在商丘举办的河南省第

22届黄河诗会的诗人，在他的诗中说道：“在庄子的故乡，我们

自然说起了……”是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诗人，用诗歌

的嗓音在这片大地上深情地诉说，他们说了许多许多——

说人。从燧人氏、仓颉、阏伯、庄子、王亥，到刘邦、侯方

域，一直说到庞大的商丘好人群体。

说物。从这片大地美丽的山川，说到商丘古老的城垣，说

它的风物，说它的变迁，说它昔日的富饶，说它今天的发展。

细细品味，这诗歌的话语，说的是根，说的是源，说的是中

国，说的是中原。

商丘是一个被他者命名的名字

是一个被风和传说充盈的肚脐

在它被命名之前，商人就在这里

青铜的唇齿爬满了未知的天际

商队还在行走，他们从未消失

只是在时间的另一面，他们正在

走向我们称之为过去的现在

生与死只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只有声音能穿越不同的空间

只有光能渗透那坚硬的物质

不是轮回和循环在发号施令

是消亡和诞生在永无止境的

循环往复——毁灭替代了永恒

没有更高的地方，帝王的墓室

就在每一个登高者的脚下

墓室的门已经被无数次地打开

青苔早已覆盖每一面坚硬的石壁

因为金银、财富和欲望的诱惑

帝王的尸骨当然也不可能完整

没有更高的地方，因为在更低处

有人看见过，不同王朝的消失

就好像一颗流星划破蓝色的穹顶

丘，或许就是一个更高的存在

难怪后来的人都要登上所谓的高台

目睹宁静的水和光返回原始之地

穿越词语的针孔开始极目望远

看见那座斑驳砖石构筑的沧桑古城

在这一望无际的原野的波浪上

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

时隐时现成为时间深处的点点帆影

庄子故里——青莲寺村

他们说是你邻居的后代

一直在守着那口井

还有一块残碑

和你留下的部分文字

不像那些蝴蝶的后代

能从你的梦

穿越到我们的梦

谁也看不见翅膀被折断过的痕迹

黄河一次次绕过你家的老宅

想和你说说

子非水

焉知水中的鱼乐否

那些大青杨

挺拔归挺拔

其实并不坚韧

它们总是记不住树大招风

孔子避雨处

他们说周游列国时你带弟子们

在这儿避过雨

那伸展开的屋檐般岩石

是传说凝固成的舌头

作为一处圣迹

大家都需抬头看

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拜一拜或许更合适

有人甚至觉得来场雨

更能还原某种场景

可谁也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姑且就听听故事吧

在庄子陵园看见成语

把成语刻在石头上

那就是硬道理

捆住了一个曾经的事件

或者一段无中生有的想象

有时也要印在词典里

记不住就翻开温习

有人还喜欢玩接龙游戏

算得上是寓教于乐

考试时会让你填空

做厨师要学会庖丁解牛

做什么事最好是游刃有余

喂猴子可以朝三暮四

要分清授人以渔或授人以鱼

分清今日黄花或明日黄花

分清名至实归或实至名归

千万不要刻舟求剑、得鱼忘筌

商丘，没有结束的
□吉狄马加

谒燧人氏陵

你说，要有火，这世界
便有了火……

如今你静静地躺在这里，像一枚
永不熄灭的古老的火种，而我们
一点点向你靠近，仿佛
失散在人间的一缕缕光芒
又回到了源头

从你开始，万物睁开了眼睛
从我开始，光芒再不会失传

在阏伯观星台所想

我们站着的地方，你曾经站着
我们仰望着的天空，你曾经仰望着
你从星光中整理出的四季，我们
依然用着：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
都是你，对我们最好的嘱咐

除了顺其自然，还能有什么

更好的生活……当你成为我们头顶上
最明亮的那一颗，我明白——
所谓的星星，那只是，你将人间烟火
抬举到了，天的高度

我们谈论庄子时在谈论什么

我们说起庄子，我们说起庄子的
鱼、树、盆、蝴蝶、秋水和庖丁……当然
在庄子的故乡，我们也自然说起了
商丘市、民权县、庄子镇、青莲寺村，以及
庄子胡同、庄子井和井里清凉的水……

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一朵云在我们
的头顶
飘荡，一朵花安静地开放，一个
操着河南口音的女孩子，从我们面前
衣带飘飘地走过……

哦，大地辽阔，天空深远，万物殊途同归……
在商丘，我们谈论庄子时，其实是在谈论
天空，大地，自由，以及我们从没有找到的
那个真正的自己

1.燧人氏

薪火相传第一人
身怀火种

独自在黑暗中钻木取火
取的只是信心

不仅仅是星星之火
金木水火土一样都不能少

野火燎原之势
还需要丹田的一口大风

一个自带光芒的人
就是火神

播火的传说已经很远了
但火还很温暖

2.仓颉

双手沾满汉字
字如其人

从一把刀到一支笔
一点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弯勾
一连串的动作惊心动魄
每个字方方正正
规规矩矩

天地之间一个复杂的人儿
一撇一捺就写成了
行走了五千年
一笔不多
一划不少

洪荒里的第一个书生
下笔如有神

3.王亥

玄鸟生商
商生大贾也

有钱的人
一开始都是外圆内方

一颗本心
天地通透

只因一个人守住了一个商丘
财源滚滚牛羊成群

一枚开元通宝
让世事有了正面和背面

而且从此被普天之下的富人
称作孔方兄

那一年许多人下海经商
商海成了战场

4.归德古城

古城下面
压着五座古城
站在五座城池之上
脚下有风云

归德城
压着应天府城
应天府城压着宋州城
宋州城压着睢阳城
睢阳城又压着宋国城
而宋国城从下而上举城四座
一部民族的城关史
被装订成册

在商丘城头
凡是一个看上去有高度的人
都有一定的厚度
或者深度

商颂
□高凯

黄河走过的这条旧路

由我、麻雀、野兔、牛羊、白杨、

刺槐林、鸡冠花、马齿苋、玉米、芝麻……

接着来走。

太阳也沿这条旧路

从西边的村庄里穿了过去，

手捏黄昏这一个巨大的金戒指

去向黑夜求婚。

我的去向是一个旅馆而非芳心。

我捏着的手机里

充斥机心、交易指数、幻象、虚荣。

但我毕竟还能回到黄河故道上来——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我、麻雀、野兔、牛羊、白杨、刺槐林、

鸡冠花、马齿苋、玉米……黄河的后裔

无穷尽，我没有理由孤绝或自弃。

己亥年立秋后的这一个黄昏，

在民权县，在黄河开辟的故道上

我复习一个母亲伟大的故事、

足音、体味、宽阔、一以贯之。

她在不远处哗哗啦啦走一条水路

顺便照拂故道上的儿女。

她可能还会改道，像诗人换行、转折，

让一张纸成为万物生长的平原。

在平原上想起诗人苏金伞

这里是先生与我的家乡，

一张纸又是诗人们共同的平原——

双重的亲情像日月一并高悬于西东，

让薄暮和黎明动人而又难言。

你已经消失在平原下、诗行间

但平原上的节气和动植物，依旧。

纸上的爱意与哀伤，依旧。

在上海生活多年，建筑物的山峦性

使我渐渐傲慢、俯视一切。

但一张素纸教育我，

平原、平静、平淡如初之必要与永恒。

现在，夏末了，野兔的尾巴

和诗人笔尖都感到凉意在加深。

想起先生，我小轿般的心脏就盛满惊喜

在皱纹涌起的老村庄里向天空耸动。

仓颉墓

你的墓也是一个巨阔的象形字

写在中原青草与黄土之间。

伟大的汉语文章，

是你无穷无尽的面容。

一个人在地平线上一撇一捺

一道闪电在天空一横一竖

一条蛇在沙子上竖弯钩

一场秋雨点点点点……

你临摹过的万象四季

崭新如初，而我已经丧失

先民们体验过的颤栗和惊喜。

只有诗歌能反对不自然，

只有笔尖像点燃给你的一炷香——

所谓写作，就是让风声一句一句

重新进入失魂落魄的身体。

夏末，植物一笔一画认真地茂密。

你墓前的一根树枝和鸟巢

像“旦”字，赋予长夜里的你

以日出之信心和花旦之惊艳。

黄河故道 □汗漫

在商丘古城

一朵朵飞檐斗拱的云

被十万亩荷花

举着

在荷花之下

清

明

元

北宋

隋唐

秦汉

东周和西周

是根和茎

我们把这一株活着的莲

叫作

商丘古城

城墙上

一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发表评论：

“生！生！生！”

在孔子避雨处

这眼睑一样浅浅的山洞真的很大——

它装得下那些读书人

就装得下宇宙

和善良

在梁孝王陵

好一张

被荣华富贵撑得合不住的嘴巴

劫掠者和盗墓贼是翻飞的牙刷

一次一次为这嘴巴消炎

这嘴巴早已空空荡荡

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却有一种东西依然像细菌

在里头轰轰烈烈地

活着

并且长出了獠牙

你这魔鬼啊

我循着游人的声声惊叹

认出了你——

此刻，你正张大嘴巴

要把地球和天空

吞下

抓住它！抓住它！

这家伙一闪身躲进人的心里

像血管那样趴伏着
任你怎么扯
也扯不下

在商丘好人广场

这广场
是一口大钟
白天，太阳的鼓槌在敲着
夜晚，月亮的鼓槌在敲着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
人心的鼓槌
在敲着

这广场上站满了敲钟的人——
燧人氏，阏伯，王亥
还有李学生
数不清的人高举
草芽一样亮闪闪的臂膀
敲钟

钟声的光芒在奔跑
谁听见钟声
谁就是好人
来吧，敲钟，敲钟

黄河之南，郑汴之东

千里沃野了无际涯

金色的麦穗邀约蓝天

新生楼群如春笋沐浴天风

这是一块怎样的土地啊

燧人氏，钻木取火

照亮了洪荒中漫漫夜色

一缕火花燃成史上一次革命

王亥，赴北方车队

辙印，碾出了

华夏商人商品商业的纪元

三陵台，龙柏森森

郁郁着三百里梁园繁华

依稀着枚乘李白侯方域的行吟声

这是一块怎样的土地啊

商宋文化，孕育了孔子思想源头

儒教雨露润泽了九州厚土

仲尼被皇帝们尊为先师至圣

梦蝶的庄周啊，清莲寺村口

小河的鱼，依然快乐游着

哲学的翅膀逍遥于九万里长空

据琴而卧的惠子

历物十事。合纵天下

庄惠论辩，与天地精神共通

这是一块怎样的土地啊

高祖斩蛇，风起云涌

灭暴秦胜项羽猛士守四方

大汉民族的烈烈雄风，阳刚威猛

张巡守城，一介书生几千兵马

力挽李唐王朝于将倾

陈官庄战役

艰苦，惨烈，辉煌

多少无名英雄化作永恒

这是一块怎样的土地啊

黄河之南，郑汴以东

千里良畴了无际涯

滚金的麦穗邀约如镰的弯月

收割又一年的丰盈年景

大商丘大手笔大格局大发展

项目建设提速提质

立体交通助力扶摇飞腾

归德归来兮通达商丘

千年重光兮水起风生

侯方域

豪迈不羁。相聚

在风雨飘摇中

笔生奇气，华采

引名士竞交

桃扇赠诗

奇女子结缘俊公子

时间的潮水

卷走了风流窈窕

岁月悄悄老去

壮悔堂前，人来人往

斑驳宅院花开逍遥

1.星空

阏伯相信，4300年间

商丘人都能听到他们父子那一次对话

一代又一代商丘人

都爱来火神台庙会“朝台”

直到红日西坠，高台之上

依然挤满了仰望的眼睛

他们都像当年的阏伯一样

思天地人生

看星河灿烂

商丘人，都是脚踏大地

仰望星空的人啊

最终，他们把自己也看成了一颗星星

无数的星星汇聚在一起

就是商丘人的星空

就是商丘好人的星空

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阏伯也在看星星

他看到商汤在缔造华商邦国

他看到孔子的先祖从夏邑北迁

他看到庄子在民权化蝶腾挪

他看到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

他看到花木兰告别父母镇守边关

他看到大唐张巡浴血坚守睢阳城

他看到范仲淹读书执教在应天书院

当然，他也看到了风流倜傥的侯方域

和李香君的桃花扇

看到了高擎在现代诗坛上的一把金伞

2.好人

阏伯跟着人流往商丘好人公园去

他想零距离跟当代的星星们聊聊天

百“好”广场人头攒动

一百个“好”字就像一百颗星钻

红色点赞塔高耸入云

阏伯也伸出大拇指点赞

美轮美奂的景观亭

书写着鲜红的核心价值观

天幕广场上的圆形天幕和圆形舞台

造型独特，灯光璀璨

这是商丘全新打造的星空天幕啊

英雄群像在阏伯眼前一一闪现······
你们用道德的光芒

照亮了这个城市

你们用真善美

汇聚爱的温暖

把每个商丘人的内心悄然改变

阏伯走走停停，听听看看

他听见《商丘好人》歌在一遍遍回旋——

好人有好报，好人有好运

做事要做好事，做人要做好人……

阏伯感叹，自己当初的心愿已经达成——

整个商丘就是一个好人的公园啊

商丘好人多，商丘人多好

那叫一个中

那叫一个好

那叫一个管！3

一株活着的莲
□张鲜明

爱的温暖 □吴元成

在庄子的故乡，
我们自然说起了……
——河南省第二十二届黄河诗会诗抄河南省第二十二届黄河诗会诗抄

（组诗）

水起风生 □海盈（外一首）

（组诗）

（组诗）（组诗）

（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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