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张思远于去年10月在一次海军

军事训练时不幸为国牺牲，这是英

雄的母亲回忆儿子之作，文笔细腻，

朴实亲切，充满了母亲浓厚的爱意

和对儿子无尽的思念。

一个月前，我因病回了老家。
因为疼痛，感觉心一直是阴郁的，不想说话

不想吃饭。我的母亲很心疼，啥都不让我做。
我每天除了吃一点点食物，就是呆坐在院子里，
因为院子里有我最喜欢的玉兰树，树上的喜鹊
窝，有着和儿子相关的珍贵回忆。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我一个人坐院子里
发呆，喜鹊的叫声，突然吸引了我。

循声望去，只见那棵高高的玉兰树上，有两
只喜鹊正在安家，它们从远处叼来一根根小树
枝，在树杈上横七竖八垒起，它们不停地忙碌
着、歌唱着……

因为叼来的树枝长短、粗细不一，也因为玉
兰树枝叶的稠密，小树枝不停掉落，两只喜鹊不
气馁，依旧来来回回忙碌着！

母亲从外面回来了，我告诉她喜鹊搭窝筑
巢的事儿，母亲有点不开心：“鸟爱拉屎，以后，
我的菜就不干净了，捣了它吧！”当时我心爱的
儿子思远刚好从海军某部队回家探亲，思远对

姥姥说：“留下它们吧，它们能来咱家安家，也是
一种缘分，它们很辛苦的，而且，喜鹊是瑞鸟，每
天听着它们的欢唱，多好！”

因我病着，也因听了外孙的解释，母亲不再
说什么，每天和我一样，搬把椅子，抬头看着两
只喜鹊来来回回忙碌着……

一天、两天，我每天都看着它们来来回回忙
碌着、歌唱着！也许是喜鹊的欢唱声感染了心
情，我的病情一天天好转，喜鹊的爱巢也在一天
天变化着！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周末回了趟城里的家，
两天后归来，惊奇地发现，喜鹊居然把窝搭好
了！我的内心不禁发出一声声感叹：这小小的

鸟儿，不知它们来回飞了多少趟，竟有这般毅力
与智慧，把树枝横竖交叉着、层层叠叠摆放得恰
到好处，还把窝口编织得那么圆、那么小，小的
只能容下它们的身体进出！

爱巢已经搭好，只剩内饰。
每天，它们依旧不知疲倦地、来来回回忙

碌着，叼来软草往里送，因为树太高，也因怕吓
着它们，我不敢站楼顶上细看内饰完成的全过
程。但不久的一天，喜鹊的巢里诞育了幼鸟，
它们在院子里的歌唱更悦耳，更欢畅……

鸟儿也和人类一样，要先搭窝建房，之后生
儿育女，其辛苦一点都不亚于人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这世界，不只是
属于人类。

我想，我那亲爱的儿子思远，也会不时从海
防前线回来，静静地陪我观看高高玉兰树上的
喜鹊窝吧……5

玉兰树上的喜鹊窝 □菅伟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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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好

十年，时光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村
庄就坐落在时光之河的两岸：一侧是昔日的村
庄，另一侧是洋溢着城镇气息的村庄。

十年前的乡村早晨充满了古老的诗意。仔
细听，空旷的原野有细微的声响。露珠从叶片
上滑落，小鸟在天空扇动翅膀，河流冲刷石头，
微风掠过树梢，热闹却不喧闹。刚从睡梦中醒
来的村庄，如同一幅气韵流动的水墨画卷，成排
的房屋、低矮的屋檐、烟青色的厚砖，鱼鳞状的
瓦片，石桥、桥头老柳树、柳树低垂的细叶，都是
画的组成部分。

沿堤坡上行，村中房舍尽收眼底。小时候，暮
色四合之时，站在堤坡上，隔河可见袅袅炊烟从各
家院落升起。炊烟是慰藉也是召唤，农人扛起锄
头，小孩子赶着自家的几只山羊、提着一篮子猪
草，开始结伴向家走去。

老屋屋顶铺着鱼鳞状的瓦，瓦缝里覆盖着
厚厚的青苔，瓦垄间窜出参差不齐的蒿草。老
屋门已在时间的风中斑驳了，只留下岁月熏染
的黑。祖母坐在院中铺展的席子上，唱着老歌
谣，歌谣伴着天上的月光，洒落在小院地上。

十年前的乡村，遥远时光里有诸多物象可直
接入诗。斑驳的木门，屋檐下的燕窝，斜翅掠过
河面的小燕子，河岸附近的垂柳、红蓼、碎叶莲。

十年前的乡村有田园诗意的一面，也充满着
劳累和贫困。麦黄季，父亲和哥哥手攥镰刀弯腰
收割，为赶进度很少直腰。我跟在后头将散乱的
麦子整理成捆，麦芒夹带暑气，将我的全身扎得
热辣辣地疼。收秋时，玉米秸秆在我身上划出
道道印迹。劳累和艰辛促使我想要逃离乡村，
我拼命苦读，本科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父母捉
襟见肘凑学费的那一刻，我洞见了贫困的伤痛。

乡村在时间的推移中改变了模样。十年过去
了，故乡的土路不见了，密匝匝的芦苇荡消失了，
烟青色的砖、低矮的屋檐都隐于岁月褶皱之中。
村庄中座座小楼拔地而起，墙壁瓷砖熠熠生辉。
架子车、自行车已被各色小轿车取代，城市和乡
村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正逐渐变得模糊。

我的邻居强子，开着运载瓜果的大卡车，十
年间辗转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车轮滚动的艰辛换
来腰包的充实。阿刚，又一位乡邻，乘着祖国大
建设的东风，购置了两部架桥铺路下锤打桩的架
子，每年春节一过，就带着十几个后生出门打工，
十年间足迹到过湖南、湖北、山东、陕西，如今他
家老宅已翻盖成新楼，还在县城购置了新居。

这十年，村民和城里人一样，也吃上了自来
水，压水井成了历史。夜幕降临时，也望不见炊
烟袅袅升起，家家户户都改用煤气罐做饭，省时

又环保。暑假我回乡时，看见天然气的管道和
接口已装置就位，要不了多久，煤气罐也将隐于
时间的幕布之后。

乡村生活的另一处明显变化是收麦、收秋、
播种都进入了机械化时代。收麦机过后机舱里
是干净的麦粒，地里麦秸秆已被粉碎作为秋玉
米肥料。收秋时，收割机过去，载回的是连外皮
都脱去的玉米棒子。

面对这十年间的变化，母亲感慨：“谁能想
到日子过到现在，家家户户都坐上了小汽车，这
不就是神仙般的好生活！”

十年前的乡村与现在的乡村交织叠印后，在
我情感深处形成了一种指向，指向过去的岁月也
指向心头的温情。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乡村也在
时间的洪流中款款前行，与时俱进的乡村，将会
承载更美丽的乡愁。5

光阴两岸的村庄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从即日
起，中原风推出“十年身边故事”征文专
栏。

这十年，无论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好的个人成长环境、更充实的获得
感，您都可以尽情抒写。您可以写自己
的故事，也可以写亲朋好友的故事。征
文文体为散文、随笔，文字要求真切平
实、简洁隽永。字数2500字内。投稿邮
箱为hnrbzyfzw@163.com，来稿请注明

“十年身边故事”征文。

“十年身边故事”征文启事

□高卫国

时令已是盛夏七月天，白云山的夜
晚却凉意绵绵，需盖薄被入睡，一觉醒
来，天已放亮。望着窗外，天空湛蓝，白
云悠悠，山峦叠嶂，一片苍翠。清新的空
气，伴着无名的花香扑面而来，令人顿觉
神清气爽。

白云山，山名极美，令人遐想无限。
明张诩有首咏白云山的诗中讲“白云深
处款禅关，占尽人间第一闲。都道白云
堪作雨，白云依旧罩青山”。虽然张诩笔
下的白云山，并非我所居的洛阳嵩县白
云山，但其景之美，都是一样的。

嵩县白云山，位于嵩县南部伏牛山
腹地原始林区，总面积168平方公里，动
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95%以
上，专家学者誉为“自然博物馆”。

它海拔 1500 米以上的山峰 37座，
玉皇顶海拔2216米，为中原第一峰。它
融山、石、水、洞、林、草、花、鸟、兽为一
体，雄、险、奇、幽、美、妙等不同的美学特
质交相生辉。

白云山所处的八百里伏牛山腹地，
是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渡地带，一山跨
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流域，汇三流域之
水为一峰、集三河之韵于一山。山峻水
幽，地貌独特，植被丰茂。

清晨，白云山云雾缭绕似蒙上一层
面纱。山得水而秀，水依山而幽，河谷山
涧，溪水潺潺，有“薄雾蒙翠绿，碧仙罩玉
容”的意境。

山中即是森林氧吧，以华山松、落叶
松居多，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
米达 7.3万个，是城市公共场所的 3650
倍。氧吧内森林遮天蔽日，又有旱莲铺
地，晨光透过茂密森林，照射在林间，如
道道绚丽霞光。小松鼠嬉闹着在树上爬
上爬下，鸟儿在茂密枝叶间发出悦耳鸣
叫。

氧吧里，有人在打太极拳、练八段
锦，有人在放声高歌。一位年轻母亲带
着幼子，小溪中戏水，有人跑步经过，驻
足看孩子玩耍，年轻母亲笑言：“平日在
家，早上叫不起来，来到这一大早就兴奋
起来，嚷着要来森林氧吧呢。”不拘成人
还是孩童，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感应，是刻
在血液里的事儿。

芦花谷全长3000米，秋天芦花盛开
时，河谷内一片银白。谷内溪流潺潺，溪
畔芦苇丛生。清晨行走在山涧木栈道
上，谷内云雾缭绕，浓荫如盖，谷中瀑布
与潭水相接，景色清幽。白云山有千姿
百态的多级瀑布和深潭，九龙潭瀑布高
103米，落差达 123米，壁上天然形成九
条岩纹，形似九龙戏水。瀑布似银河倒
泻，丽日照耀下，出现道道彩虹，人走虹
移，似彩虹缠身，景色绮丽。

晨曦中的白云湖，美。湖边茁长茂
密树木，树梢在阳光照耀下呈金黄色，倒
映于湖水中又呈郁绿，宛如镶嵌在白云
山中的翡翠。湖面水平如镜，凉风阵阵
掠过，泛起粼粼波光，湖景宛如油画。人
行湖岸边，犹似画中游。

芦花谷、白云湖、一路行来一路景，
令我想起明朝皇甫汸的咏山景诗：“花溪
遥隐壑，萝径曲通林。坐得浮生理，悠然
忘我心。”

玉皇顶因峰插天宫、顶如皇冠得
名。清晨登玉皇顶看日出观云海，是难
忘的体验。当太阳从云层和山峰间冉冉
升起映红半边天，游人欢呼雀跃，笑脸绽
放于晨曦中。令我想起李白的诗：“攀崖
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
已先鸣。”

玉皇顶上观云海，仿佛置身云层之
上，白云在蓝天下、群峰间翻腾飞舞，奇
幻多变。

白云山林深而谷幽，云多而奇幻，溪
水湍流、瀑潭相接。云、雾、山、水、林、
谷，各美其美。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大自
然带给我们的美景，乐享清新与愉悦。

你好白云山！尚未离开，我已开始
思念了。5

你好白云山
□子龙

又是停电。推开窗，满墙的爬山虎，深情地
绿着。墙角那几棵丝瓜藤蔓相互撕扯，擎着喇
叭状的黄花，一路狂吹，直奔季节的主题。

想起了小时候，那会儿，没有电，也没空调，
并不觉得难以忍受。大概是因为，那时有树荫，
有清凌凌的沟渠，偶尔，木桶里滚动着井水冰着
的西瓜。

到了晚上，有蒲扇有凉床，有四野坦荡的
风，有头顶闪闪烁烁的星星，以及奶奶嘴里永远
讲不完的故事。

她每每以“先说或那时”开头，蒲扇开始轻
摇，这就注定，故事很长，发生得很久远……

童年的夏夜，如果不下雨，晚饭后，跟着大
人拿着坐的躺的家什，去胡同口乘凉，夜里蚊虫
太多，最原始的驱蚊方法，割些臭蒿，搓成擀面
杖粗细的绳子，挂在晾衣架上晾干，晚上放屋
里，点着一头，火痕向另一头沁燃，屋里烟雾缭
绕得像庙堂一样，这是人和蚊虫共同的烟雾，等
臭蒿烟味散尽，胡同口也沉寂下来。

圆月如银盆倒扣时，洒下一地月白里，奶奶

讲嫦娥玉兔、讲天宫的王母娘娘、讲八仙里的何
仙姑……有萤火虫了，无数流萤飞来，又扯一道
道亮线飞去，黑暗里每个亮点，都是夜的希望。

夜幕中睡过的凉床，其实就是个椭圆形的
大簸箩，里面放着小褥子，大人们说话，我在蛐
蛐、蝼蛄、蛙声、夜莺、蝉鸣等谱成的五线谱里打
鼾，蹦跳着上了童年的月亮船，第二天醒来，是
睡在炕上，奶奶说是她和邻居矬二婶把我当猪
崽儿样抬进来。那个簸箩装不下我了，后来，我
用它提炼陈酿，酸甜苦辣咸，哪种滋味，都醉我
芬芳。

那时候，水多，沟渠多。很多个夜晚，我借
着月色，在房前屋后网鱼网小虾。偷偷拿出家
里的淘菜筐，放上蚯蚓，麻绳一拴，扔进水里。
第二天，弟弟和妹妹的碗里就有了耀眼的美
味。不多，却让我们很快乐。

兄弟姊妹是一条藤蔓上的瓜，在花花草草阳
光雨露和万物中，先后长大，天地广阔，走去不同
的方向。时光的胶卷，录下那么多时光的倒影，旧
时光，童年，酷夏。5

淇河千古流。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
在此居住。《诗经》中，诞生于淇河流域的诗，即
卫风、鄘风、邶风加在一起有 39首，占《国风》四
分之一。作为一条流淌在《诗经》里的河流，淇
河带着人类最初清冽的纯净。39首诗歌，如荷
上夜露，冷冷流传千年。

“歌乡”多诗，亦多诗人。淇河流域，诞生了中
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女诗人”——许穆
夫人。在她的母国卫国生死存亡之际，许穆夫人
挺身而出，为卫国免于灭亡立下功勋。她创作的
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诗作《载驰》，亦成不朽名篇。

《中国通史·妇女》中认为：“《诗·国风》里有
不少歌咏妇女的诗，也可能有不少为妇女自己
所作。但一直到现在，可确认女作者姓名的诗，
以许穆夫人所赋《载驰》为唯一的诗篇。如单以
作诗的时间而论，许穆夫人的《载驰》要比屈原
的《离骚》早三百几十年。”

许穆夫人身世复杂，一般公认的说法，她是
卫宣公孙女，卫戴公、卫文公之妹。

有专家认为，《诗经》中除《载驰》外，另两首
署名无名氏的“卫女思归”之作《竹竿》《泉水》，
均是许穆夫人作品。三首诗如同人生三部曲，
勾勒出许穆夫人从少女到英雄的成长史。

许穆夫人在卫都朝歌长大，读书习文，在城
郊骑马射箭，淇水边垂钓荡舟。这些生活场景，
在《竹竿》中有生动记录。

复杂的家庭背景，决定了许穆夫人不像一
般女孩般天真单纯。当时许国（今河南许昌一
带）和齐国（今山东东北部，都城临淄）都来求
婚，许国弱小，齐国离卫国又近又强大，许穆夫
人了解国与国之间政治性联姻的重要性，一心
嫁到齐国去。她的主张不被采纳，还是被嫁到
许国，成为许穆公夫人。

许穆夫人嫁到许国后，当时卫懿公已当政，人
民怨声载道。在这种背景下，许穆夫人写成《泉
水》一诗，更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忧国怀乡的心情。

《泉水》和《竹竿》，表达的都是许穆夫人思
念故国父母的苦闷心情，但细微意旨又有不
同。《竹竿》是思慕故国风景人物，《泉水》是直伤
卫国国事，深切为卫国作筹谋。

许穆夫人为何会有这般浓重的故园之思呢？
自周初开始，周密的宗族血亲制度占居中

国社会生活的统治地位，这种被美学家李泽厚
称为“清醒的现实理性”的制度，使得人们离开
故国家园，便成无源之水，形成了国人的思乡情

结。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了《竹竿》和《泉水》
中美丽甜蜜、欢欣痛苦交织的醇烈乡愁，故乡风
物，如此触及人们内心最柔软的一隅。

公元前 660 年，卫懿公被北狄攻陷国都朝
歌，卫国溃败，齐桓公姜小白为卫国的五千余名
百姓在漕邑（今河南滑县）另筑新都，公子申成
了卫戴公。不久卫戴公死了，卫国人又立了卫
文公，国势仍危。卫戴公和卫文公，都是许穆夫
人的亲哥哥。

卫国的巨大变故，令许穆夫人悲痛欲绝，她
向许穆公提出援卫要求。许国君臣怕得罪狄
人，只派使者到卫国吊唁。一切正应了她当年
的预见——许国弱小，不能依靠。

许穆夫人带着随嫁的姬姓姐妹，毅然驾车
奔卫，共赴国难。她胆小的丈夫不准她去，派了
一群大夫在后面驾车追赶阻止。

悲愤的许穆夫人，写下流传千古的爱国诗
篇《载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

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

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全诗前三段大意是：我回国吊唁，招致阻
拦，我很悲伤。你们虽束手无策，但我决不能丢
下故乡。你们对我的责难幼稚又轻狂。

《中国通史·妇女》中分析，许穆夫人在诗中
为卫提出“控于大邦”的策略，是卫国仅有的出
路，卫国实际上也是依着这条路线转危为安的。

许穆夫人因此在诗的最后一段坚定声称：“我
马行在郊野上，麦苗蓬勃如水浪，快向大国去求

告，亲近者就会来救助。诸位大夫贤君子，请勿责
我违礼仪，你们考虑上百次，不如让我走一趟。”

《左传》记载，她的《载驰》渐渐在诸侯国间
流传开来，卫文公采纳了“控于大邦”的建议，向
齐国求助。齐桓公派公子无亏率三百辆战车三
千甲士前往漕邑，助卫文公守城，并资助牛、羊
和建材，助卫国建设。

《载驰》诗篇背后，许穆夫人救亡图存的果
决行动，凸显了她令人激赏的智慧与勇气。她
一到卫国，就拿出所有资产，和哥哥一起组织了
四千人队伍，边安民边整军备战，边向齐求救。
她的行为，打动了齐国等诸侯国，纷施援手，终
把破碎卫国从灭亡边缘拉回。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弱小的卫在夹缝
中生存，直到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卫成为
最后灭亡的周代封国。时间前推至公元前 660
年，在朝歌被攻破的历史拐点上，如果没有许穆夫
人的奔走疾呼，卫国历史，当会是另一番面貌吧。

柏拉图曾言：“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
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陷
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
话。”许穆夫人的《载驰》，之所以名篇传世，因它
在强烈矛盾冲突中表现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
显示了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随着作者内心
的波澜起伏，诗歌也呈现出强烈节奏感。

行走于现在的淇河边，风光是野趣散漫的
秀与幽，流不湍急，景不骇人。水是绿的，植物
倒映入河，更绿。放眼远望，河边、两岸及整个
河谷，都被绿意充盈了。

行走于淇河边，再想起“淇河的女儿”许穆
夫人，她是富有才情的女诗人，是拯救了家国的
女英雄。但拿掉这些光环，她，终其一生，始终
是那个对故土对亲人饱含深情、对淇河充满思
念的美丽少女！5

2500余年前的《诗经》，是中国

文学的总源头，是文人灵感之源，是学

子教科书，也是大自然的风物图鉴。

《诗经》有 305 首诗，涉及中原

的达到 100余首。“风雅颂”，风居其

首，所谓风诗，是以表现民间生活为

主带地域色彩的歌唱。其中河南之

地，十五国风，有八风诞生于此，给

我们打开了一幅历史文化内涵丰富

的区域文学图卷。从本期开始，我

们推出“《诗经》里的中原”专栏，带

您了解诗歌背后的历史轶事和文化

典故，穿越千年，感受远古悠久的诗

韵，感受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

开栏的话

《载驰》激荡图存救亡 □张冬云

童年夏时光 □郭之雨

晨曦晨曦 汤青汤青 摄摄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Z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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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 豫市管广登字（2019）001号 零售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