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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张世科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苏轼无
疑是最负盛名的一代文豪。他不仅是一位才
华横溢的文学家和画家，而且是一位书法艺
术大师。著名的《黄州寒食诗帖》即是苏书法
艺术中的灿灿精品。

黄州寒食诗是苏轼于被贬黄州第三年的
“寒食节”所发出的人生之叹，苍凉多情，满纸
惆怅孤独。通篇书法起伏跌宕，气势奔放，光
彩照人。

寒食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纪念的是
春秋时一个叫介子推的人。苏轼撰诗并书
丹的《黄州寒食诗帖》，墨迹素笺本，横 3４.2
厘米，纵 1８.9 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黄州寒食诗帖》虽无
款 及 年 月 ，实 际 上 写 于 宋 神 宗 元 丰 五 年
（1082），即苏轼被贬谪黄州的第三年，时年苏
轼四十八岁。而苏轼被贬黄州，又是和北宋
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分不开的。

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政知事
（相当于副宰相一职），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
变法运动。但变法开始，就遭到了韩琦、欧
阳修等元老重臣的反对。朝廷里很快形成
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亦即新党和以司

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是为旧党。开始时
苏轼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后来旧
党上台，他又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
旧党的戒备；而后新党把旧党打下去时，而
他由于态度不明确，始终被两面所排挤。
于是，“乌台诗案”因一份“谢恩表”引发了。

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调任为湖州
太守，照例写了一份“谢恩表”，其中“新
进”“生事”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一些人

“对号入座”了。在神宗元丰二年 6月，一个
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
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监
察御史里行舒亶，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
容是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 3 个月无盐
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

御史中丞李定也上表，列举了 4点苏轼
该杀的理由。一时间，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案子由御史台审理。当年 7 月 28 日苏轼就
被人从湖州抓回京城，关进了御史台监狱。
因为御史台常植柏树，柏树又常常是乌鸦的
栖息地，所以，人们常称御史台为“乌台”。
苏轼因诗获罪是由御史台一手操办的，所以
此案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起初，苏轼只承认一些诗句反映了民间
疾苦，并无怨谤之心。但经不住轮番审讯、
折 磨 ，只 得 违 心 地 承 认 有 罪 ，并 写 了“ 供

词”。值得庆幸的是，苏轼最终躲过了这场
大难，被调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据说，苏轼
迈出监狱门槛时，感慨万千，挥笔写道：“平
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黄州寒食诗帖》的内容是两首五言古
诗。读之，苏轼彼时那孤独惨淡的生活和凄
凉苦闷的心境详如彩绘。

1084 年，宋神宗决定起用苏轼，将他调
入汝州。途经南京时，他特意去看望了罢相
在家的王安石，并安慰王安石“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王安石被苏轼宽广的
情怀深深感染了。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
位，大权掌握在守旧派司马光等人手里。他
们想拉拢苏轼，便升他为翰林学士。然苏轼
又不同意将新法全部废掉，与司马光当面争
吵起来。不久，苏轼遭到了“自己人”的排
挤，被贬到杭州任地方官。苏轼到杭州后，
筑堤植柳修湖，为当地百姓排忧解难。如
今，苏堤垂柳成荫，成为西湖的著名景观。
睹物思人，凡游西湖者，无不对这位伟大的诗
人充满敬意。

1094 年，变法派占了上风，又将苏轼贬
到偏僻的广东惠州，最后贬到海南岛儋州。
1100 年，新皇帝宋徽宗登基，苏轼被赦免。
第二年，在北归的路上，苏轼在江苏常州病
逝，终年 65岁。

□王雨锋

儿时记忆里，家乡大集体
时浇田、浇菜园子，都是用土井
边那手推脚踏的老水车。推水
车也有着无穷的乐趣，“哗哗”
的水声里，潺潺的水流中，承载
着农人对丰收的希冀。

那时我们用的都是笨土井
——人工深挖、用砖从井底垒
砌到井口，井口用厚厚的青石
条围成。我们村的那些井，至
少有两丈深，井里的水眼很旺，
整日咕嘟嘟往外冒水。井台
边、树荫下，还是大人们休息、
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那里
夏天阴凉，渴了还有水喝。

那时候的家乡兰考，大部
分乡村的井边都有一架人推的
古老水车。水车的木架子被风
吹日晒、霜冻雨淋，差不多都变
成了黑色。水车由大轮、小轮、
铁链、水簸箕等几部分组成，两
条木杠被铁丝缠在水车上，一
般至少得两个人推。那齿轮转
动的“咔咔”声，铁链子带着水
簸箕的“哗哗”声，汇成一曲悦
耳动听的汲水小乐曲。

那个年代，生产队的菜园
子是大伙眼里的宝地，要想多
吃新鲜瓜果蔬菜，就必须侍弄
好菜园子。我们生产队 20 多
亩菜地，也就有一眼井，人们把
它叫作菜园井。

生产队队长每天会派两个
人推水车。刚开始推，脚步轻
快，水车飞转，水流汩汩；越推
越沉，脚步就慢下来，水车的铁
链子带着水缓缓地翻上来。浇
几畦菜地要用大半晌的工夫。
一会儿顺着垄沟看看跑水了没
有，一会儿又看看菜畦子里的
水满了没有。伴着老水车的

“吱呀吱呀”声，推水车的人在
哼着歌谣。此时，菜园里满眼
盎然生机，菜花娇艳，瓜果飘
香，天蓝地绿，流水不绝，那是
一幅乡村水彩画。

记得村边的田野里，总有
几 方“ 样 板 田 ”供 人 参 观 学
习。不管种的小麦、玉米，还是
芝麻、大豆，都是农人精心浇灌、
朝夕侍弄出来的。村里在那块
地里专门挖了一眼土井，井上架
了一套脚踏式老水车，一个人趴
在横杠上，双脚踏着，井水汪汪
流出井口，顺着湿漉漉的水垄沟
流进田野里。后来，脚踏水车变
成了人推的水车，总有人在井边
劳作，农民的汗水和着从井底抽
出的清流，流进了田野，也滋润
了农民的希冀。

当年，推老水车是人人都
喜欢干的活，四个人分开两组，
轮流推。夏日，东方刚露鱼肚
白，老水车已经转动了，哗啦啦
的井水喷珠溅玉流进庄稼地里；
微风吹拂着绿油油的庄稼，那是
人们一天最惬意的时候。傍晚，
橘红色的晚霞给庄稼镀上一层
金边，推完一天水车，坐在晚风
习习的田埂上歇一会，真是舒心
的时刻。如果是在菜园里推水
车，瞅个空子，拽一根顶花带刺
的嫩黄瓜，摘两个红艳艳的西红
柿，啃几口香到皮儿的脆甜瓜，
那就更开心了。

时常想起故乡的老水车，
想起四季劳作的父老乡亲。如
今，给田地浇水用上了现代化
的工具，老水车完成了它的历
史使命，逐渐销声匿迹，也慢
慢被人淡忘了。但我还是经
常会在梦中回到童年，在哗哗
的水声中，老水车仍在不停地
转着……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会丽

扶沟县包屯镇郝岗村 72 岁的村民郝
三安，是个闲不住的老汉。冬天地里没啥
活儿，他还是天不亮起床，到他流转的农田
里转悠转悠。弯腰掰几个坷垃蛋儿，他的
嘴角都挂着笑意。

郝老汉有三个女儿一个儿。有人曾问
他，儿子和女婿，哪个更亲？他说，手心手
背都是肉，哪来的远近亲疏？

儿子在天津打工，仨女婿在家种地。
日常里，仨女婿隔三差五往郝老汉屋里跑，
郝老汉也三天两头往闺女家去，他要去指
导女婿们种地。

一

地处豫东平原的扶沟是粮食大县。郝
老汉种了大半辈子庄稼，是十里八村出了
名的“老把式”。膝下三朵金花，不仅模样
出众，勤劳贤惠，出阁成家后，还都治家有
方。

郝老汉的三个女婿，个个人勤好学，踏
实肯干，都是村上的“小能人”。

三个闺女嫁得都不远，来往走动十
分方便。每家有啥事儿，郝老汉很快都
能知根把底，需要出手时，甭管大事小事
儿，他都能把雷鸣电闪的天气调解得艳
阳高照。

“我就如同运筹在中军帐里的军师。”

郝老汉笑说，为了仨女婿能勤劳致富奔小
康，他得倾泰山之力，为他们出谋划策……

早些年，仨女婿家都只有几亩地。随
着他们的儿女长大，开支不断增加，土地
收成却有限，仨女婿就跟着人流卷入了南
下打工潮。眼瞅着仨女婿外出打工了，土
地却疏于管理，郝老汉心里不是滋味儿。
有一天，郝老汉以生病为由向三个女儿下

“通牒”，要她们催促丈夫返乡归里。
孝顺的仨女婿一溜烟儿回来了，看到

郝老汉身体无恙，大惑不解。“我身体没事
儿，但有心病，还是大病！作为农民，得知
道自己的责任和本分。你们仨地都没种
好，咋就出去打工了呢？”郝老汉黑着脸一
通话说，仨女婿面面相觑。

“种地不划算呀！”“打工挣钱来得快
啊！”他们解释。

“种地咋就挣不来钱了？我流转了三
十亩地，哪年不挣个七八万？”郝老汉梗起
脖子，犟上了。

生气归生气，一家人凑一起了，饭还
是要吃的。宴席上，连初中都没上过的郝
老汉，语重心长讲起了农民的本分和责
任，并以岳丈的身份正式向三个女婿下达
了“致富令”，要求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
能，比一比谁家田种得好，打粮多，收入
高，并订下每年大年初二都要在家宴上总
结一年的致富经验。

仨女婿纷纷拍胸脯表起了决心：好好
侍弄田地，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展示才华。

借着酒兴，郝老汉得意地笑了。
仨女婿都没食言。接下来的日子，他

们流转土地，搞起了农业生产。郝老汉也
像风轱辘一样转着，骑着电动车跑这家去
那家，看这瞧那，发现问题就对症下药……

“用真心、掏真劲，只要好好种，土地里
真能生金哩！”

二

有着郝老汉的督导，仨女婿种田都很
卖劲儿。然而，下了不少功夫，更没少买化
肥农药，粮食产量却徘徊不前。

“不应该这样啊！”郝老汉觉得脸被人
打了一样难受。他偷偷将仨女婿家的土
壤各包一小包，跑到县农科所化验，结果
让他大吃一惊：土壤施肥过量，农药过多
……“乖乖咧，这想种好地，光靠老经验也
不中啊！”郝老汉的脸红了。

为了改良三个女婿家的土壤，郝老汉
一连几天没睡好觉吃好饭，脑子里翻江倒
海地抠算着，睁开两眼就和老伴唠叨这事
儿。

老伴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享福受罪是她们的命。再说她们都有孩子
了，咱岁数也大了，心操到啥时候是个头
啊？”

郝老汉瞪大双眼不高兴了，“我还不
老，还有心劲儿。既然我把她们扶上马，再
送一程也应该。”

郝老汉叫来仨女婿和仨女儿。“地是一
朵花，全靠肥当家。可种地光靠施化肥打
农药不行，时间长了，土壤会污染板结，不

但影响产量，也影响粮食品质，得多施农家
肥。农家肥哪里找？处处皆是没有巧，烧
熏挖换割沤扫，还有挖拾和一捞。”

在郝老汉的指导下，女儿女婿们就在
广积农家肥上做起了文章。他们每家双双
出动，割青草、扫树叶，沤制绿肥，大积灶肥
和厩肥……一番忙碌下来，三个女婿家的
庄稼明显比其他农户家的好了许多。

产量上去了，收入增加了。郝老汉又
有了新想法：他们又忙又累地这样干，土壤
不能彻底得到改良，致富的步子也不快
呀！于是，郝老汉心里又打起了“小九九”，
分别给三个女婿送去了“锦囊妙计”——

大女婿住在集镇街头，有经商的市场
优势，那就一边干炒货和水果生意，一边
种田；二女婿住在村头，就让他一边种地，
一边在村口开超市，经营农药、化肥和良
种；三女婿喜爱养殖，那就一边种地一边
养猪……

“养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料场，
可以把猪粪供几家人种地施肥，改良土
壤。作为回报，两个姐家要抽空帮助三女
婿家清理猪粪、清洗猪圈……这样不仅能
互相帮衬，还显得亲戚们厚道哩。”郝老汉
把账算得精明。

郝老汉精明，女儿女婿们也不差：他们
明比暗赛，不仅比种地，比致富，还比亲情，
比美德……

按照郝老汉的要求，三个女婿每月至
少见一次面，碰一次头，并到每家地里看
一看、学一学。听说哪有新技术，哪里举
办培训班，仨女婿还都一个不落地一同前
往学习取经。他们从网上学知识、学技
能 ，搜 集 市 场 信 息 ，掌 握 致 富 动 态 ，从

“云”上摘桃子，在电商网和朋友圈里做
买卖……

女婿们掏力干，郝老汉的仨女儿也没闲
着，姐妹仨都是丈夫的“情报员”，不断到娘
家让郝老汉出点子，想办法，支高招。

为了鼓励仨女婿种好田地，郝老汉不
顾年高体弱，天天和老伴扎在流转的 30亩
农田里，要干出样子，做出个样板，带出个
好头，“我也要和仨女婿比一比，赛一赛，看
谁把地种得好，打粮多，富得快。”

三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晃六个年头
过去了。在郝老汉的指导下，仨女婿都成
了村上的富裕户。

大女婿坚持农忙种田，农闲和妻子一
块外出打工，每年收入 20万元左右；二女
婿不仅把超市经营得红红火火，还流转土
地 120亩，各种农业生产机械购置齐全，是
全村第一个种粮大户，每年仅土地收入就
超过了 20万元；三女婿除了种地外，办起
千头养猪场，他家的猪粪，除满足三家田
地施用，还免费送邻里施用……

眼瞅着仨女婿靠勤劳致富了，郝老汉高
兴得眉笑颜开，小曲不离口，见人就说，逢人
便讲：“现在的年轻人种庄稼有新招，致富有
门道，有他们这一代新农民，咱们的饭碗会
盛得更满，端得更牢！”1

苏轼与《黄州寒食诗帖》

今天看《黄州寒食诗帖》，依稀可见苏轼
那时的心绪，是多么苍凉惆怅。由于是有感
而发，一落墨，一起笔，痛快淋漓，一气呵成。
他寓心境以诗句，表现在浓墨重彩的点画线
条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样，顺手断联，
实可谓浑然天成了。其结字也奇，或大或小，
或疏或密，忽轻忽重，忽宽忽窄，参差错落，恣
肆奇崛，非大手笔而不能为。难怪有宋一朝，
人称书界四家“苏、米、黄、蔡”他独领了头一
份。紧跟在他后身的黄庭坚，作为一个识家，
此公没有文人相轻，而是心悦诚服，为苏轼的
书法大折其腰，慨然喟叹：“东坡此诗似李太
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
师、李西台笔意，诚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
此。”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见了《黄州寒食诗
帖》，怦然心动，提笔写了一段跋语，大赞其

美：“余平生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
必以此为甲观。”

北宋时，河南永安县令张浩偶然得此
帖。这个张浩倒是一个有心人，在获得苏
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后，便千方百计求
得了黄庭坚的题跋，成为他们张家的传家
之宝。元代天历年间，此帖被人献入内府，
钤上了一枚“天历之宝”的藏印。明朝时，
该诗帖复又流落民间，董其昌有幸得见墨
迹，在帖上慨然题跋。清朝顺治年间，此帖
辗转为青州孙承泽收藏。满人纳兰性德在
康熙朝算个人物，诗词、书画为时人所重，
他得知《黄州寒食诗帖》的下落后，不惜本
钱，重金购买了诗帖，爱不释手。乾隆登基
后，对散落四处的珍玩异宝极有兴趣。于
是天下传世书画墨宝纷纷流入内府，《黄州
寒食诗帖》也在其中。乾隆皇帝过目后，珍
爱异常，在刻制《三希堂法帖》时，命将此帖
也收了进去。1860 年英法侵略军火烧圆明
园，藏在园内的《黄州寒食诗帖》经历了一
次真正的大劫难，所幸只被冲天的烈焰烤
焦了一部分边缘而已。

流入民间的《黄州寒食诗帖》，犹如一枚
风中的叶子，总是飘摇不定，先后转手于冯展
云、梁鼎芬、完颜朴孙等。1917年，完颜氏在
燕京的书画展览会上，曾公开展览了诗帖。
不久，诗帖即为民国时期收藏大家颜世清收
购。颜世清获得诗帖后，按捺不住激烈跳动
的心，提笔在帖上写下了一段题跋，详细记载
了诗帖遭遇大难的经过：东坡《寒食帖》，历元
明清叠经著录，咸推为苏书第一。乾隆间归
内府，曾刻入“三希堂帖”。咸丰庚申之夏，圆
明园焚，此卷劫余，流落人间。帖有烧痕，即
其是也。

四年后，《黄州寒食诗帖》漂洋过海，来到
了日本，被江户的菊池惺堂购藏。1923年东
京大地震时，城中民房十有八九毁于火灾。
然酷爱中华书艺的菊池惺堂，冒死冲进火
海，抢救出了此诗帖，暂寄于日本著名汉学
家内藤虎先生寓所。此时罗振玉先生出场
了，他目睹了诗帖的真容，亦在上面题跋，
并补记了其先师张文襄公（张之洞）曾于光
绪二十八年（1902）在武汉见识诗帖，却拒
绝题跋的旧事。二战结束后，《黄州寒食诗
帖》又一次转手，为日本近代书法大家西川
宁收藏。时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王世杰，
派人东渡，把诗帖赎回台湾，捐藏于台北故
宫博物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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