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时光，在人生历程中不算长，然去日莫
追、来日求新，3600多天里，你的生活可能会发
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尤其当你遇上一个新时代。

2012年，我供职的企业为对分布于四川、
内蒙古等地的油气生产区块进行技术研究，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决定将博士后工作站设在省
会郑州，选派一部分科研人员从龙都濮阳迁至
郑州办公。

濮阳是改革开放后我省一座新兴石油化
工城市，较早地取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堪称宜居小城。遗憾的是，高铁
一直未修通，相对封闭，影响了城市与外界的
沟通，也成为市民多年的渴盼。

民之所望，政之所行。2016年 10月，纳入
规划的济郑高铁郑濮段开工建设，龙都居民喜
出望外，犹如当年油田开发大会战时一样，不
少当地群众前往施工现场观看。

濮东高铁站设在城东距油田基地数公里
处农田里，我好奇地来到工地，在拟建高铁站
对面，一处正拔地而起的居民小区吸引了我的
目光。我出身农村，打小就向往外面的世界，
对铁路有特殊的偏爱，因为铁路可以带我去远
方。这处傍着高铁站而建的小区，令我很动

心，我在这儿购置了一套小三居。
我的居所本来在油田基地中心地带，是一

套宽敞的单元楼房，小区内活动广场、居民食
堂、物业超市等配套设施完善，生活便利。但
龙都高铁站却牢牢吸引了我，我对妻子说：“少
要沉稳老要狂。咱已年过半百，今后要借高铁
这条‘飞毛腿’，让视野伸向未知的地方，让精
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2020年年底高铁站旁的房子交工，我拿到
钥匙的同时，比邻高铁站已大鹏展翅、雏形初现。

昼夜四溅的焊花，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让我想起了 37年前从学校毕业投身油田大建
设火热的工作场面。是啊，一个地方，只有大
开发才能充满生机；一个人，只有置身日新月
异的所在，才能激发创造的活力。

我马不停蹄，对“小三居”简单装修，高铁
站封顶之时，处理了油田基地的老房子，搬入
新家。

伫立窗前，眺望高铁站，我顿感与远方的
距离拉近了许多。2022年 6月 20日，济郑高
铁郑濮段正式通车，河南省“米”字形高铁绘上
这漂亮的一“点”。坐在自家阳台上，品茗读书
看高铁，我回忆着亲历龙都建市以来的生活变

迁，充满着辛苦与幸福。
世界真奇妙，由于十年前随单位部分员工

搬迁省城办公，我逐高铁而居的人生单元剧有
了续集。

在省会郑州，单位把办公场所布置到位
后，又协助员工购房置屋，安排子女转学，队伍
很快安定下来。安居便可乐业，大家置身交通
方便、信息发达的大都市，工作热情被进一步
激发，几年间攻坚克难，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为企业生产创效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入郑之初，我随大伙购置了一套小房子权
作宿舍使用。楼层高、面积小，布置简单，但在
省城也算有了一方小天地，这曾是我完全不敢
想象的事情。当时还诌了几句诗：“三十年前
别豫东，父牵母挂鞠育情。龙乡挥汗韶华逝，
今迁郑东责更重……”

转眼十年将过，在临近退休之际，这套小
房藏书、写作、居住都已不甚方便。更重要的
是，我想快捷出行，这套小房子也没有优势。

怎么改变呢？继续沿用龙都的做法——
换房。我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端大气、辐射四方
的省城高铁站。

2000年初我们来郑东考察时，郑州高铁站

还是几座挖得好深的大坑，周边建筑不多，房
价也不高。而今，高铁站与耸入云霄的双子塔
相向而立，四周高架飞虹，车流如织，楼高路
阔，花草繁茂。站旁七里河蜿蜒如龙、水清岸
绿。整个郑州东站区域已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的一大亮点，吸引着全球投资者、创业者。

比较考察后，我瞄上高铁站北一站地、金
水东路旁某小区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小区
东面隔一条马路便是高铁线，每日可见高铁似
玉龙摆尾般进出高铁站房。

置换手续很快完成，前不久，我们以愉悦
的心情，搬入了这套住所。

回首 10年，我与家人从油城到省城，从人
口密集的城中心区域迁至高铁飞驰的铁道线
旁，郑濮段“串”起了两处居所。我突发奇想，
这段高铁线于我而言，来来往往，岂不如打出
租一般便利？

当然不止于此，从省城这座综合交通枢纽
站出发，可以如长出翅膀一样，飞往全国乃至
全世界你想去的地方。

大概这就是现代生活的魔力，以后的日
子，有高铁站作邻，“小家”能与国家更紧密地
相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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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仰视。一是我
头上的星空，二是我心中的道德律。”道
德，是做人的底线，是约束人们行为的
内在准则。我以为，现代社会应更提倡

“讲道德”，让文明之花开在每位公民心
中，国家的发展，才更有力量与底蕴来
支撑。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道
德模范，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数年前
的春晚小品《扶不扶》，逗乐观众的同时也
引发社会讨论——看见老人摔倒要不要
扶？这在过去是个肯定句，现在变成一个
疑问句。有不扶不管的冰冷处理，也有先
拍照留证再扶的保守操作，令无数有良知
者心寒。规则从未规定社会要如何对待
老人，可“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却
是每人从小都烂熟于心的。道德，让我们
无形中有了底线良知，有了底线的善良。
倘若没有道德之律，令老百姓心寒的事，
又要爆出多少呢？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道德，是坚守高尚的自我选择。楚国危
急存亡时，屈原选择了投江明志；刘禹

锡被贬谪时，他选择了“斯是陋室，惟吾
德馨”的达观；宋代士大夫普遍追求雅
致隐逸生活时，范仲淹选择了“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誓
言。他们的大公无私，他们的高尚品
德，为各自时代树立了标杆增添了亮
色。选择道德，便是选择了更明亮的自
我，可在漫漫长夜踽踽独行之时，拥有
自己的“诗和远方”。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中华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
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
脊梁。”观照百年前牺牲自我冲破黑暗闸
门的革命烈士，他们用牺牲实现自己的
道德价值；陈菊梅为做科研拔除全部牙
齿，83岁奔赴抗灾前线，她用奉献实现
自己的道德价值；黄文秀学成返乡，率领
村民摆脱贫困，生命定格于岗位上，她用
敬业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一代代中国
人摆脱冷气，向上走，发声发光终如星火
聚成火炬，才有如今“中国已然五岳向
上，滚滚江河依然奔涌向东，民族意志永
远向前”的盛景。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捧起
清澈泉水，泉水里照见月影，好像明月
在自己手中一般。摆弄山花，馥郁之
气溢满衣衫。感受道德之美，亦如手
中明月、衣上花香一般，莹澈动人，诗
意盎然。5

最慢的是秋天 □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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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水月在手

大片的苍绿中，有零星的叶子，暗自转变
颜色，淡黄，橘红。郝堂，我在这里面能找到和
秋天有关的，一点蛛丝马迹。

在山里，我喜欢每一个季节。虽住了三十
多年，依然期盼着下一个季节带来的惊喜。我
关闭了向着纷扰的耳朵和眼睛，三十多年时
光，几乎有三分之一用在山路上的漫游，便不
觉时间的漫长，一直觉得自己仿佛小女孩儿，
至少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儿，时刻对大自然充
满好奇心，怎么突然就老了。

下班后，时常喜欢一个人出去散步，沿着
林中山路。路上落叶渐渐多起来。有一种如
梭子两头尖的叶子，明黄的，落在灰色干净的
水泥路面上，拍下来，是张素雅的画。悬铃木
的叶子，卷起如黄色的干果，踢着作空响。前
些天，走几步可以踢到一颗这样的干果，现在
几乎每一步都能踢到，焦脆的声音，果子干透
了。再过一段，这些落叶慢慢开始盖过鞋面，
没过脚脖子。我喜欢走无人清扫的山中小
路，都是落叶在风里一片片铺就的。悬铃木
的黄叶一天天多起来，夕阳照在上面，黄得通
透耀眼，是一种安静的意味深长。桑叶是黄
得较晚的一种叶子，还有银杏和落羽杉的叶

子也还绿着。秋天，我最喜欢的是银杏和落
羽杉的叶子，黄和橙都很特别，有个性，一如
有味道的人。闰九月，今年秋天很长，正如我
所希望的。

最慢的是秋天，叶子慢慢转变颜色，早晚
气温一点点变凉，果子也慢慢变甜、变软。缓
慢的，不像春花，一夜花开，过几天，又无影无
踪。秋来得慢，去得也慢，一直到霜降了，还有
秋色，柿子树上，独有自己的一种红。开得最
久长的是芦花，冬天的晴雪里，还有秋的意韵。

有长势高过人头的蒿草，上边都挂着蛛
网。橘红橘黄中，穿绿衣的朋友，像来自于夏
天误入别的季节的冒失鬼，那找一棵和自己同
样迟钝的植物吧，一起再绿一段儿？甚至一同
返回夏天？

散步时，看到郝堂南面山坡春天开的白娟
梅，有些叶子尽落的树上，零星开着小白花。
一如那个绿衣朋友，有些可爱的傻气。图书馆

门前篱笆上的金银花，也开了几朵。不过，我
喜欢它们的率性，活在自己喜欢的节气里，想
开就开。草木自有它们的风雨历程，暖的、冷
的，一切际遇里的背负和悲喜。

我做具体的事，甚至洗一件衣服，挖地、
种菜、拖地，都是急脾气，风风火火的。对于
与内心相关的一切，一些认识的形成，一份情
感的温热，又总是慢性子，一如秋天。认可这
个世界种种时也认可自己。从自卑、自傲、自
信，到现在和自己好好地相处。两个小人很
少打架了。给彼此搬张小凳子，漫长的秋天，
适合自己和自己好好聊聊，坐在太阳地里。
失败、挫折、悲伤、疼痛、疾病，坐在对面，也能
慢慢安然对待了，老朋友一样。许多错误，错
了就错了吧。没有经历过，怎知那是错的
呢？没有走过丛林里布满荆棘的弯路，哪知
道外面还有直路。谁知道，人生哪是直路、哪
是弯路呢？人身上的零件一个个磨损变坏，

最后全部坏掉。季节到了，草要枯黄，没有办
法的事。

郝堂的秋天，是最舒适的季节，春夏潮湿
多雾，对我们这些长期居住的山民来说，阳光
珍贵。我怕冷，尽管也喜欢下雪，但还是希望
寒冷来得晚一点。一切都慢慢来，不急。忘记
时间，忘记年龄，为看一季一季的花活着，为每
天早起看阳光活着。说不急的一刻，我对秋
天，好像也在慢慢形成一种认知、一种情感。
管他呢，反正从春天开始，就一直在一天天认
真地过，从没漏过一天。

木心说，季节在春夏节省着颜料，到了深
秋，突然发现还剩下许多各色颜料，于是，随心
所欲狂放地涂抹，树木都疯了一般。特别是银
杏和落羽杉，最疯的就是枫树。慢性子的秋
天，厚积薄发，用最后的灿烂点燃自己，照耀冬
天的沉寂。

秋照时间慢慢变短，晒太阳的我，晒太阳
的花木，格外喜欢逗留在太阳地里，温暖、眷
恋。我喜欢这样慢的秋天，不如你也像我一
样，置自己于秋阳下面，晒着，暖着，像贮光
的果子。等到了冬天，我们慢慢地咀嚼回
甘。5

秋至白露，山村旷野上已有清爽凉意了。
大雁南飞的季节即将到来，我迫不及待地

来到鲁山县熊背乡雁鸣庄村寻踪觅迹，只为体
验万里迁徙的壮观传奇。

雁鸣庄村有 8个村民组，12个自然村，似
明珠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近几年来，乡村开
发规划有序，村街布局合理，生态优美宜居，已
进入美丽乡村行列。

每年春秋两季，大雁从村中的雁鸣沟过
往，并作短暂停留。中秋节过后，万木霜天，雁
阵在黄昏时光里飘落，漫山遍野树枝上、河流
沟汊浅滩上，落满一路征尘的大雁。暮色里，
秋风卷起雁声和鸣的交响，荡气回肠，在山村
上空飘散回荡。村庄因此得名。

“八月十五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俗
语告诉我们，大雁要南飞了，带霜而来，候鸟进
入生存转换的季节。

大雁是雁属鸟类通称，体形较大，额部无
肉瘤，身体呈流线型。颈部较粗短，翅膀长而
尖。体羽大多为褐色或灰色。常见的有鸿雁、
灰雁等，民间通称“大雁”。它是典型食植性群

集类水禽，以植物嫩叶、细根、种子为食，属于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我和雁鸣庄村老王支书顺雁鸣沟而上，溪
流纵横，水藻漂浮，两旁山体上树木葱茏，枝叶
繁茂。忽听一阵雁鸣声传来，一群大雁从头顶
飞过，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变成“人”
字形，变换有序。

老王支书对大雁颇有研究，边走边讲，大雁
能感知四季变迁，是出色的空中旅行家。每当
秋冬交汇，它们成群结队飞到南方过冬。第二
年春天，它们再飞回北方产蛋繁殖。大雁在漫
长旅途中要飞上一两个月，迁徙时会有几十只
或上百只结伴，形成“雁阵”。“雁阵”由有经验的

“头雁”带领，加速飞行时，队伍排成“人”字形，
减速时，队伍由“人”字形换成“一”字长蛇形。

“头雁”忽闪翅膀，产生微弱的上升气流，排在其
后的大雁可以依次利用，节省体力。“头雁”易疲
劳，雁群需不断更换“头雁”。它们边飞边鸣，不
同的叫声传达出互相照顾、呼唤、起飞和停歇等
不同信号。旅行途中要补充体能，大雁需要选
择山水相连处，寻觅鱼、虾、水草等食物。

雁群在雁鸣庄村停歇，大致有几个原因。鲁
山与南召县交界处鲁阳关，是楚长城重要关隘。
古代鲁阳关地处两座高山间，山高风急，大雁飞
越鲁阳关前要做休整。雁鸣沟食物丰富，生态环
境适宜大雁栖息，利于大雁休整。还有很重要的
一点，雁鸣庄村民视大雁为神鸟，认为它们能带
给村落和村民福分与荣耀。每年雁阵落下，村民
从不袭扰和伤害它们，都会自觉守护。

据村中老人讲，很久以前一个秋天，一只

大雁因伤落在河滩里，一王姓老者发现后抱回
家精心养护，到第二年大雁回归，老者把落单
大雁放还雁群。大雁懂感恩，以后每年都在此
处休憩。

雁鸣庄村民为何敬奉大雁呢？
老王支书坐在一块石头上，娓娓道来：“大

雁啊，有仁心。雁阵中有老弱伤残者，壮年大
雁不离不弃。雌雁雄雁相配，从一而终。大雁
又知礼，南飞时排成雁阵，由老雁引领，壮雁不
会赶超至老雁前边，有礼让恭谦之意。大雁还
守信，往返有期，从不失约。”

和老王支书一边聊着天，我仿佛听到秋声雁
鸣回响耳畔。大雁在年复一年的来往中，单靠一
只雁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具有团队精神。头雁
不但要有担当和奉献，还要承受巨大的体能消耗
和风险，才能带领雁群飞得更高更远。

带着收获和感动，与雁鸣庄村作别。回望
的一瞬，忽然觉得，站立村头的老王支书，也像
一只令人敬重的领头雁，他带着团队，已把雁
鸣庄村打造成了美丽乡村。他带着团队，也必
将引领着小山村走向更美好的明天。5

《孟津古诗词辑注》一书以孟津为历史
坐标，从众多历史典籍中，精心遴选 750 首
与孟津有关的古诗词，可谓沙里淘金，撷珠
采玉。

孟津是我的家乡，县虽不大，但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是河洛文化重要发祥地，是名
副其实的“小县大历史”。就“孟津”县名来
说，就很有来历，它源于我国三千多年前的一
次大阅兵——“八百诸侯会孟津”。这场阅兵
的主角，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姬
发。商朝末期，商纣王统治已江河日下，而地
处西陲的小属国周，在周文王姬昌励精图治
下，国力逐渐强大，到了文王嫡次子姬发（周
武王）即位后，发展势头更猛，开始雄心勃勃
谋划“兴周灭商”之大计。约公元前1048年，
为检验自己的号召力，周武王举行了一次大
规模军事演习，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纣
王的反应。周武王率大军由镐京（故址在今
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出发，直奔商朝的国
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抵达黄河南岸的孟
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时，发现已有八百大
小诸侯闻讯赶来助战。周武王因而在孟津举
行了大规模的盟誓阅兵仪式，史称“孟津观
兵”“孟津会盟”。这就是《史记》里说的“诸侯
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孟津是黄河古
渡口所在地，史书里的“会盟津”，其实是“会
盟”于“津”，“盟津”由此而得名，后演化为“孟
津”，这一重大事件从此载入史册，自然也成
了众多文人雅士的吟诵题材。

“停车未渡立沙头，历代豪华逐水流。天
命人心归有德，不须期约会诸侯。”这是明代
学者张瑄的一首纪游诗，描写的是过孟津的
所见所感。面对黄河古津的滚滚东流之水，
作者想到的是如水而逝的历史英雄，作者感
叹，只要当世有德，就不必处心积虑地到此会
盟天下诸侯，大动干戈发动战争了，渴望和平
之心溢于言表。“八百诸侯会孟津，民心天意
总归仁。须知不食干戈粟，自有登山采蕨人。”
是宋代王十朋的一首诗，这首诗又引出一段发
生在孟津的历史典故，就是伯夷叔齐“叩马而
谏”的故事。孟津当时是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重
要渡口，也是通往朝歌的要道。当周武王设坛
盟誓、挥师北渡之时，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
夷、叔齐赶来，跪拜马前，指责武王说：“父亲
死而未葬，就动干戈，这能算孝吗？作为商朝
臣子，竟敢发兵讨伐天子，这能算忠吗？”武王
左右的兵将要杀掉他们，姜太公制止说：“他
们也算是有义气的人啊！”说罢，就放了他
们。武王率领队伍，牧野一战，纣王的奴隶兵
纷纷倒戈，武王大胜，攻克朝歌，统一了天下，
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齐很有些骨气，羞于对
周称臣，耻于吃周朝粮食，就隐居于首阳山
上，饥了采些野果野菜，渴了喝些泉水。后来
遇到一个采野菜的老妇人，老妇人问明缘故，
对他们说：“普天下都是周王的土地，所有的
人都是周王的臣民，你们哪里能例外呢？”伯
夷、叔齐听了，遂绝饮断食而死，人们将他们
埋在首阳山上。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之地，后
来就叫作“叩马”。孟津历来为军事要冲，古
代中国的南北战争多数都是从这里渡过黄河
的，历史上许多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
发生在这里，这些在这部专著中都可以找到
答案或寻到痕迹。

孟津历史上人文荟萃，很多著名诗人在
此留下不朽之作。唐代王维是一位与孟津有
缘的诗人。王维在孟津隐居多年，留下许多
优秀诗作，为后人称颂的《杂诗三首》，就是代
表作品之一。这组思念故乡的诗，情真意切，
朗朗上口，尤其是一首诗直接出现两次孟津
县名，孟津由此名扬天下。这一点身为孟津
人感到骄傲，更应该感谢王维。

《孟津古诗词辑注》，辑选主要以诗词类
古籍为主，如《四库全书》《列朝诗集》等。浩
瀚书海，如何辑选很困难，毕竟古诗中直接
点明孟津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作者以古孟津
为中心，以孟津、黄河、河图、龙门、武王伐纣、
平乐、贾谊坟、原陵、穆天子、北邙、金谷等与
孟津息息相关的地理标志或历史事件为切入
点，较好地解决了辑注遴选无从下手的问
题。以前看过几本历代诗人咏孟津的书，由
于切入点较窄，收录诗词普遍较少，未能展示
出孟津丰富的历史文化。本书辑录以据孟说
津、典不外延为初衷，先寻找确切论据，再形
成普遍共识，著录不明确和学术有争议的历
代诗词，以及吉利区（现已划入孟津区）的历
代诗词，均未纳入。所录古诗词，按照朝代
顺序编排，以期对孟津历史作一总览式回
顾、梳理与辑注。《诗经》首篇《关雎》写得很
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很多地方都在争这首诗的出处，我的
一位老师曾考证这个千古名篇写的就是孟
津，我给同乡亚明发了一个信息，希望他再
考证一下，能否将这首诗列入，这毕竟是“诗
中之祖”啊。亚明回复如下：“辑录初心是尊
重历史，以孟津为本，先寻确切论据，再觅普
遍共识，包括《关雎》在内，还有数十篇未能
选入，尽管孟津有老先生时常行文作考，聊
为情愫，不免牵强，如‘河之洲’，多地频有强
词据己，均无力论，不如还给黄河，惠泽广
被，若主观附加，反倒‘小’了孟津。”这种严
谨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当然，这种辑录方
法也有弊端，有时会漏掉一些有价值的古
诗，因为并非所有写孟津的诗都有这些元
素。有时也会收录一些与孟津无关的诗，如
有些诗词中虽然有“龙门”二字，但与洛阳龙
门、孟津黄河毫无关系，只是借用“龙门”之
意而已，这些都是瑕不掩瑜的小问题，有待
更多读者去考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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