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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

近年来，在世界华人圈难得流行一
部“纯文学”的畅销书：《巨流河》。该书
一版再版，书中的人和事深深感动了成
千上万读者。书的作者是年过九旬的
台湾著名女学者、被白先勇誉为“台湾
文学守护天使”的齐邦媛先生。

书中有一节文字的标题为“哺育者
戈福江先生”。戈福江（1913-1983），
台大教授、博导、创办中国文化大学畜
牧系，任系主任，畜牧学会理事长。他
1946年来到台湾农林处任职，为联合
国山坡地畜牧发展计划的台方代表，
先后组建畜产试验所、养猪科学研究
所、育种来杭鸡、研究酵母粉，是台湾
畜牧产业的创始人、开拓者，奠定了台
湾畜产和饲料企业的基础，为当年台
湾度过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做出过卓
越贡献。

这位戈福江先生，确是我们河南

大学早年的农学院畜牧系第八届毕业
生。齐邦媛先生在她的书中写道：戈
福江具有北方人的爽朗、仗义，他还是

“台湾河南大学校友会”的发起人、第
一届会长。齐先生视戈福江为大兄
长，“我一生以分享他的理想且见证其
理想的实现为荣”！

戈福江是河南大学 1935 年的毕
业生，他有知识、有学问、有实干精神、
有组织能力，更可贵的是他有公义、有
道德、有情怀、有担当，在他身上高度
体现了河大人“厚德载物，止于至善”
的校训精神，是我们每个“河大人”学
习的榜样。

我是1967年毕业的河大学生，与
戈先生相隔32年。我入学时，正值河
南大学的低谷期：母校由河南大学消
瘦为河南师范大学、继而成为开封师
范学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母校
经受着煎熬。

那时戈先生还健在，正在为他的

事业、为海峡对岸的中华民族同胞的
福祉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由于政治
的悬崖峭壁的隔绝，我们长期不知道
我们这位大学长的音讯。于我有幸
的是，1995 年在威海举办的一次两
岸生态文学交流会上，我曾与齐邦媛
先生数日相处。后来看到她的《巨流
河》出版，就格外感到亲切。待读到
她书中关于“河南大学校友会创会会
长戈福江”这一节文字时，作为一个
河南大学的后进学子，已经感动得热
泪盈眶！

我们以拥有这样的“同学”为至上
荣耀。

如今，我们又迎来河南大学建校
105周年的喜庆日子。相对于母校而
言，戈先生与我们，都是“一母所生”。
就学问而言，是一灯续香火；就亲情而
言，是一脉连血肉。

如何庆贺母校的生日？
在母校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中，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像大学长戈福江那
样，为国为民做出巨大的业绩。你或
许做了省长、做了董事长，你或许只是
一位中学教师、一个小职员，岗位尽管
不同，但只要是认真做人，做一个正
直、厚道、内蕴丰富的人；努力做事，踏
踏实实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在有
限的生命中不断地完善自己，那就是

“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就无愧于母校
的忠实子女。

在庆祝母校 105 诞辰之际，薛声
韵兄决计筹办一场大规模的校友书画
作品展，并出版书画册，他希望以这种

“艺术”的方式向母校致敬。经年余的
精心筹划、奔走呼号、全力运作，终于
聚集了上百位校友，凝聚成这份生日
礼物。

声韵兄嘱我为书画册作序，我遂
想起身体力行河大校训精神的校友戈
福江先生，写下这篇小文。笔拙词浅，
言不尽意，深以为歉。3

□李青松

在睢地，问睢人何谓睢？答曰：仰目也。这就有意思了——难道说
睢人都是矮个子吗？我仔细观察，非也。原来，睢地因睢水而得名，地势
低洼倒也是事实。遗憾的是，睢水除了留下一个名字，自身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先前，睢水乃自黄河引出的一脉支流，水头在河南开封，至此
始大。出睢地睢水蜿蜒流经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向东汤汤转入安徽，
再转江苏注入泗水，最后静悄悄汇入淮河了。

然而，睢水怎么竟谜一样没有了呢？本来是留白，结果白覆盖了全
部。满眼空空，成了全部的白。一条没有选择的水脉，突然间就拥有了
全部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无也便成了有了。

可以说，睢水造就了睢地。睢水，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了。它呈现出
诗意、谦卑、温柔、优雅的气质。不炫耀，不蛮横，不索取，不贪婪。它灌
溉了万顷良田，哺育了万物生长，也带来了睢地漕运的兴盛。

历史有所记载，但更多的是疏漏。碎片，需要细心地拼接，却已经无
法复原了。

睢地秦时置县。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望母台，唐代的无忧塔至今保存
完好。睢地距京一千八百里，广六十里，袤一百里。两岸宽阔，沃野数百
里。睢人贵五谷而重桑麻，百物茂昌。睢地马泗河，西瓜栽培历史悠久，
瓜田两万亩，数千年来品质不衰。瓜有核桃皮和花狸虎两个品种，单个
瓜重一般十五斤上下，大个的有超过三十斤的。瓜纹明朗，疏密有致。
此瓜不昏，不蠢，不嘎，不柴，不面。瓜熟即醒，触刀即开。瓜瓣翘角分
明，切面完整。口渴时，我得以在睢地品尝，此瓜的确甚好。皮薄、瓤鲜、
肉细、沙脆、汁多、甘甜、解渴。吃过好瓜，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瓜。

我问：价钱几多？
答：……
问：一个？
答：一斤。
好家伙，够贵的。——我吐吐舌头。忽然想起睢地诗人苏金伞的两

句诗：“在太阳的记忆中，这里有最好的早晨。”是的，晨曦下的瓜田里，瓜
蔓上分明有眨着眼的露珠，有嘶嘶的虫鸣，有甜丝丝的空气，有后生村姑
甜美的悄悄话儿。嗯哪，按照自然的逻辑，最好的早晨才能长出最好的
瓜呀！马泗河西瓜，是地球上最好的西瓜吗？睢人不语，只是笑。

睢水虽然没了，丢下的湖泊和沟渠却不计其数。睢地水面阔达一万
亩。湿地滩涂菖蒲、芦苇疯长，水里鲤鱼、鲫鱼、鲢鱼、鳝鱼居多，也有鳖、
泥鳅在淤泥里欢乐。最大的湖叫北湖。除此，还有苏子湖、濯锦湖、恒山
湖、甘菊湖、凤凰湖等等。沟渠多无名，纵横有序，水道萦绕，水水相接。

睢地水域有一物，堪称一奇。曰：苴草豆。苴草是一种水藻，水中常
见。然而，生豆的苴草唯睢水的濯锦池及驼岗前水中才有之。别处虽也
有苴草，可偏偏不结豆。怪哉。苴草豆生于淤泥中，色白，大如花生豆，
形扁而略呈椭圆，味如荸荠。鲜灵灵，脆生生。嚼之，咯吱咯吱咯吱。
爽。甚有趣。苴草，睢人也称嘉草，为一味草药，主治喉舌疮烂等病症。
叶苦，无毒。苴草豆怎么取之？答曰：以取藕之法取之。——我不解，瞪
大眼睛。在淤泥里只取过泥鳅，没取过藕呀。耸耸肩，摊摊手。

据说，苴草豆产量甚少，当属稀罕之物了。
睢地民谚曰：“懒纺棉，勤养蚕，四十五天得茧钱。”睢地土壤、气候适

合种植桑树。桑葚可食，桑皮、根、叶皆可入药。桑叶养蚕，蚕丝织锦。
匹匹锦缎，薄如蝉翼，轻似云霓。

先秦至宋，睢地桑蚕业最盛，睢人广植桑树，大兴织锦。距县城西二
十五里，即承匡地，有古桑树，曰匡桑，蓊蓊郁郁。我来看时，微风拂动，
桑葚遍地。——好一幅采桑图景呀——大人挑着筐去采桑，孩子自告奋
勇去爬树。桑树不高，节多，枝杈多，手攀脚踩，很容易就上去了。黄鹂
鸟，在桑枝上跳跃着，啄食桑果。不时，还翘起尾巴，鸣叫几声。孩子顺
手摘几粒桑果放进嘴里，紫的是甜，青的是酸。一筐一筐的桑叶采回家，
那是蚕宝宝的美食啊。蚕啃桑叶，沙沙沙，像是春天的雨声。

襄邑（睢地，古代又称襄邑。因宋襄公而得名）织锦闻名遐迩，当然
是有原因的。匡桑蚕丝，色泽光润鲜艳，细长均匀，有韧性，拉力强大。
秦汉年间，匡桑蚕丝就随襄邑织锦经丝绸之路，运往中亚、中东，最后到
达欧洲。襄邑织锦一度影响着世界的丝绸贸易，也一度引领了世界的服
装潮流。

“罗绮朝歌，锦绣襄邑”。锦绣一词就出自这里，当时朝中官服均由
睢地锦绣制作。睢地至今尚有锦绣、锦襄、锦翠、锦衣等地名。濯锦池，
今天虽无锦可濯，可从斑驳的石板上泛着的幽光，依稀能辨识出睢人之
善织锦者，环池而濯的场景和盛况。

北宋时期，睢人创造了一个繁盛的锦绣时代。锦为丝绸，绣为丝绸
上的图案饰品。二者合一，锦绣便把丝绸提升到了“美物之首”的至尊地
位。从此，世界上形成了北宋以来的一种审美范式——就是以锦绣为审
美标尺，来观照、衡量、命名和评价其他事物的美。于是，就有了基于“锦
绣”而产生的成语：“衣锦还乡”“锦上添花”“锦绣年华”“锦绣前程”。

唉，襄邑锦绣的光荣与梦想一去不复返了。
去的去，是因为来的来了。上善若水。睢水曾经是睢地的根本。睢

水润万物而不争。然而，睢水虽然好性子，但黄河的脾气却是暴躁的，数
次洪灾水患，沙喷淤涨，吞噬了睢水不说，睢地州府城池连同那个时代也
葬身淤泥之下了。

淤泥之下还有什么？忽然想到人生。日子过着过着轰隆一下，就断
了，就没有日子可过了。人生多少喧嚣和热闹，都在有一天，成了一缕烟
云。生存与毁灭之间，似乎只隔着一片震颤的叶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问一句——睢地因睢水得名，那么睢水因何而
得名呢？睢人终未详其焉。

恰巧，我在睢地时，贵州水族一行三人来睢认祖。其中一老者告诉
我，水族，即睢族是也。水，同睢谐音。那老者是专门研究水族的民族学
专家。他说，贵州水族至今还流传着“饮睢水，成睢人”的歌谣。水族其
祖为女娲，女娲补天用的是五彩（赤、白、黑、黄、青）石头，而睢地锦绣恰
好也是赤白黑黄青五彩之色。女娲出生地为睢地承匡，就是那个生长古
桑树的地方。据说，女娲姓雎。雎与睢，就像双胞胎，面相几乎一样。可
仔细看看，还是有区别的——雎为“且”字旁，睢为“目”字旁。雎是一种
很厉害的鸟。女娲补天，首先得变成一只鸟飞上天。当然，这只鸟也能
入水抓鱼。雎与睢，是多么容易混淆呀。事物的真相就是看起来如此，
其实并非如此。——啊呀，我蓦然大吃一惊——是不是搞错了——女娲
应该姓睢吧？

如此，睢之源头及其根脉也就找到了。
不过，隐隐的，我有一种感觉，或许，睢水仍然活着。只是我们看不

见。它是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活在睢人的血脉里，活在睢人的灵魂和
精神中。

睢水留白，这白上却是锦绣图景，气象万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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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鲜明

胆子大起来

那天，我意外地发现
天空
离我越来越近
我的胆子就像发芽的油菜籽那样
悄悄地
大了一点

又有一天，我感到双臂
在长出羽翎
我的胆子就又
大了一圈

后来，我感到自己的脑袋
长出了尖喙
我的胆子不但继续大着
而且连身体也
一动一动地
想飞

当我的胆子大得就要包住天空
我已经成了一只
鸟
站在
某个云朵之上

此时，人间在我的眼里
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就像一粒正在
坠落的
豌豆

指头在动

那沉，那重
日夜不停地把我的身体
朝地下，朝床垫，朝床板里头
摁

如果继续下去
我的身体早晚有一天会
穿透地板，穿透地面，穿透地壳
穿透地心，到达地球的另一面
然后，砰地一声
掉进

虚
空

不行，不行，这太可怕了！

所以，我决定动员全部的神经
造出一根指头
像皮筋一样背在我的脊梁上
一旦出现最后的情况
那指头就会自动弹起来
抠着我的身体
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
从虚空回到地面
从地壳回到地心
从地心回到地球的这一面
沿原路返回
回到家，回到地板，回到床上

此时，我面临两种选择——
要么，继续向上
往天花板上去，往云上去，往星星上去
要么，在地上变成旋风
不论哪种选择
都比眼下的状况好些

所以，我的指头
在动，在动

目光垫高了脚跟

就像蚂蚁驮着一小片树叶
目光
背着我
爬过门槛，爬出院子，爬上树
在这里，目光喘着气对我说：

“我垫高了你的脚跟，让你不再是侏儒。”

在那个像岁月一样高的
枝头
目光长出翅膀
向着云朵
飞去

我的肉身
只好踮着脚尖
像放风筝的孩子
久久地，久久地
把目光
仰望3

□董雪丹

就从我女儿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说起
吧。在录取通知书里的大信封里，同时装着
学校留的作业：要求学生阅读经典、品味经
典，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列
了几个备选书目。不用看那些书的名字，我
就知道，兜兜转转之后，女儿一定会选《道德
经》。

果然，前天女儿在我家的微信群里留
言：“果断选择《道德经》，从我姥爷的文章里
借鉴点就够了。”后面是一连串调皮的表
情。我回复她：“不带这样把抄袭美化成借
鉴的。”调侃归调侃，隔天女儿还是说：“和姥
爷一起吃饭去，再听他讲讲。”

我当然明白，这种“听讲”会深化她对
《道德经》的理解，会成为她读后感的一部
分。应该说，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有意无意
的“听讲”已经让她的血脉中流淌着一种文
化传承。也许她自己都不明确如何选择
时，这种传承已经在无形之中替她做出了
选择。

还是在我女儿四五岁时吧，我牵着她的
小手散步时，常常游戏一样教她背《道德
经》，大概背了20多章，她不想再学，我也就
没有再教下去。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前段时间和她闲聊，她说有不少同学在
整容，有的甚至去了韩国，她感慨：“我能理
解他们爱美的心理，也能接受化妆，毕竟卸
妆后还是原来的自己。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非要去整容呢？想找回原来的自己，再也找
不到了。”我当时有些激动，因为我看到，一
颗小小的种子，已经在她心里发了芽！

去除外饰，恢复本质，也就是返朴归真
啊。女儿还真没有辜负她名字中的“朴”
字。也许她不知道，她的几句话，触及了人
类的大命题。几千年前古希腊奥林匹斯山
上的德尔斐神殿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就写着

“认识你自己”。但从古至今，又有多少人可
以拨开层层迷障，真正地认识自己呢？

《道德经》是老爸最喜欢读的一本书，也
是他说的最多的一本书，他的书架上，有各
种版本的《道德经》，一排又一排。他常说，
一部经典胜过万卷杂书。读了这部书，没有
什么烦恼放不下，没有什么心结打不开。

他是以读道讲道传道为乐的。不仅仅
是说、是讲，道法自然的思想之于老爸，已变
成一种人生存在，变成了一些生活细节，变
成了生活本身。他把自己活成了“老顽童”，
心灵处于一种自由舒展的状态。

老爸退休后，为传播传统文化，做网站，
办论坛，创立微信平台，一直乐滋滋地做着
道学普及工作。现在，他又用明白、朴实又
生动的话去译注、理解他心中的经典，想让
更多的人能接受《道德经》，读懂《道德经》。
我觉得，写《〈道德经〉传家版》是他退休后做
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而所有这些，用他的
话说都是在玩，退休后，给自己找个玩的地
方。

老爸玩得开心，我也为他开心。毕竟，

这个玩的地方可以安放他的精神世界。《道
德经》中有一句“不失其所者久”，老爸对这
个“所”的解释是“灵魂安放之所”。他对这
个字独到的理解，让我深深地意识到，他是
一个幸福的人，《道德经》就是他寄放灵魂的
所在。

其实，在我心里，也曾有疑问：这部书，
值得老爸这么读吗？在一番求索和对照式
的阅读之后，我找到了答案。那是在读过
《西方哲学简史》之后，我曾随手写下这样的
文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
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黑
格尔……一个又一个闪光的名字背后，站着
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英雄。我只是匆匆地追
随着他们的脚步，倾听一颗又一颗高尚的心
灵对人类永恒问题进行着无尽的思索和追
问。

很奇怪，合上书，除了有艰涩阅读之后
的轻松感，还出现了一种幻觉。仿佛看到老
子独坐在一座高山的顶峰，双目微阖。他静
静地看着两千多年里思想战场上一轮又一
轮弥漫的硝烟，像静静地俯瞰着山间的云烟
漫卷。

老子让我们找到自己的精神血统，知道
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今年父亲节的前一天，我带着女儿一起
去老子学社。在那里，每周六下午老爸都与
同道中人一起分享《〈道德经〉传家版》。我
想，我们几代人一起学习《道德经》，就是对

“传家版”一种现实的、真切的诠释吧！3

诗与思

身体记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