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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鱼姓祖德（1）
鱼姓主要出自子姓，为商朝开国帝王商

汤的后裔。得姓始祖是春秋时宋襄公的哥哥
公子目夷。目夷字子鱼，其后世子孙有一支
以先祖的字为姓，称鱼姓。《风俗通》说：“宋桓
公子目夷，字子鱼，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姓
氏考略》也记载：“宋公子子鱼之后，以字为
氏，望出冯翊。鱼氏系出子姓。”

子鱼是一个知识渊博、有雄才大略、道行
高尚的人，不争权，不顾个人的名誉地位，为
了国家能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世有好评。
襄王元年（宋桓公三十一年），宋桓公得了重
病，自知不久于世，便把太子兹甫召来，嘱咐
后事。兹甫觉得自己的能耐不如庶兄目夷，
向父亲请求：“我哥哥目夷为长，且有仁德，能
耐也比我强，立他为嗣君才好。”宋桓公知目
夷有雄才大略，且处事比兹甫老练，问兹甫：

“你不后悔？”兹甫说：“后悔什么？这是儿的
真心话。”宋桓公把目夷召到跟前，说：“兹甫
说你比他有能耐且更有仁德，提出让我把君
位传给你。”目夷一听便说：“作为太子能以君
位让人，这在有史以来都是最高尚的品德。
太子名位已定，不能易人。”宋桓公见两个儿
子都如此大义，深感欣慰，便没有易立。次年

春，宋桓公御说薨，太子兹甫即位，是为宋襄
公。宋襄公即位后，“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
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世人赞扬宋襄公和
目夷二人都有“让国之美”。

当时，北方诸侯霸主齐桓公在葵丘会盟，
曾把让自己爱中的儿子公子昭继位的事托负
给宋襄公。齐桓公死后，齐国大乱，宋襄公受
人之托，忠人之事，遵照齐桓公的遗愿，平定
齐乱，纳世子昭为君，实现了自己对齐桓公的
承诺，受到一些诸侯国的敬仰。

宋襄公因此以为自己有不世奇功，想代
齐桓公为霸主，先约滕（中国周代诸侯国名，
在今山东省滕县一带）、曹（在今山东省曹
县）、邾（在今山东省邹县）、鄫（在今山东省枣
庄市东）等几个小国，为盟于曹都之南。鄫国
国君来赴会时，已逾期二日。宋襄公说：“寡
人甫倡盟好，鄫小国，辄敢怠慢，后期二日，不
重惩之，何以立威！”采纳其弟公子荡之言，用

鄫子为牺牲祭睢神，以让东夷来服，征诸侯以
成霸业。目夷立即阻止说：“不可！古者小事
不用大牲，重物命也，况于人乎？夫祭祀，以
为人祈福也。杀人以祈人福，神必不飨。且
国有常祀，宗伯所掌。睢水河神，不过妖鬼
耳！夷欲所祀，君亦祀之，未见君之胜于夷
也。而谁肯服之？齐桓公主盟四十年，存亡
继绝，岁有德施于天下。今君才一举盟会，而
遂戮诸侯以媚妖神，臣见诸侯之惧而叛我，未
见其服也。”襄公不听，使邾文公执鄫子杀而
烹之，以祭睢水之神。遂遣人召东夷君长俱
来睢水会祀。宋襄公此举不但没召来东夷各
国，而且遭到诸侯非议。但目夷却没以宋襄
公不听自己的正确意见埋怨宋襄公，仍然忠
心耿耿，辅佐宋襄公，表现出其宽广胸怀。

宋襄公见小国诸侯有很多不服，大国反
而弃近求远而与楚国结盟，心中愤急。公子
荡建议说：“当今大国无过于齐、楚。齐国虽

是伯主之后，但纷争方定，国势未张。楚僭王
号，与中原相通，为诸侯所畏，不如不惜卑词
厚币以求诸侯于楚，楚必许之，借楚力以聚诸
侯，然后再借诸侯以压楚。”目夷反对说：“楚
有诸侯，安肯与我？我求诸侯于楚，楚安肯下
我？恐争端从此开矣！”宋襄公不以为然，即
命公子荡以厚赂于楚。楚成王诡诈，答应明
春与宋襄公相会于齐地鹿上。

次年二月，宋、齐、楚三君相见，以爵为
序。楚虽僭王号，实是子爵。宋公为首，齐侯
次之，楚成王又次之。这是宋襄公定的位
次。楚成王虽然心中不悦，但仍答应宋襄公
提出的效齐桓公“衣裳之会”，不以兵车，并签
了约。时为齐孝公的公子昭却不签。宋襄公
自负有恩于齐，齐孝公不会有二意，也没疑心
齐孝公。

宋襄公以为楚成王签了约，大事告成，心
中高兴，回国后向公子目夷说：“楚已许我诸
侯矣。”目夷劝他说：“楚，蛮夷也，其心不测。
君得其口，未得其心。臣恐君之见欺也。”宋
襄公不以为然，仍然笃信地说：“寡人以忠信
待人，人其忍欺寡人哉？”不听目夷之言，传檄
诸侯，于宋国盂地会盟，结果上了楚成王的大
当。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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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森

天高气清爽，
碧空悬秋阳，
乘车换船豫北地，
千里回访南太行。
朝阳站牌下，
眼望图一张，
凝神寻找大湾村，
不见其庄心迷茫。
路人解困惑，
豁然心明亮，
大湾撤村建新镇，
明珠镶嵌太行上。
搭上快班车，
来到望富岗，
巨石红字龙飞舞，
熠熠生辉映眼眶：
启航新时代，
全民奔小康，
欢迎志士远道来，
振兴龙腾献力量。
见石忆往昔，
泪水直流淌，
多少脱贫攻坚事，
历历在目心潮荡。
重爬东山坡，
抚摸葡萄秧，
紫红珍珠一串串，
捧吻硕果醉心房。
攀上西山顶，
目睹钻天杨，
枝繁叶茂荫蔽天，
婆娑起舞腾绿浪，
抵达南山腰，
摘果细品尝，
核桃美味沁肺腑，
情不自禁口夸奖。
置身北山坳，
茶林闻芬芳，
青翠欲滴靓丽景，
画师彩描客赞扬。

指点幸福桥，
放眼桥中央，
往返穿梭两条龙，
运出山珍送希望。
穿行紫霞洞，
四周明晃晃，
顶固壁坚路似镜，
贯通内外富山乡。
转道水电站，
倾听激流响，
涡轮轰鸣飞速转，
电能带来事业旺。
坝西驾小舟，
扬帆荡双桨，
喜看鲤鱼弄清波，
仰望天鹅织画廊。
盘旋石阶道，
登山千余丈，
绝壁低首进溶洞，
色彩斑斓景万象。
奇花伴异草，
龙宫傍天堂，
虎啸狮吼龟慢游，
桃红柳绿燕飞翔。
下山工厂行，
举机忙录像，
匠人身影入镜来，
件件精品屏内藏。
探望敬老院，
促膝拉家常，
众口一词谢习总，
幸福不忘共产党。
走进图书馆，
墨香拂面庞，
聚精会神读书人，
徜徉学海提智商。
游览东西街，
漫步南北巷，
商铺鳞次货盈目，
道如水洗菊花黄。

夜幕降大地，
瞬间灯海洋，
犹如繁星下人间，
聚集龙腾庆吉祥。
翌晨遇房东，
握手喜若狂，
叙说当年共甘苦，
盛赞今日好时光。
再看昔住处，
还是老模样，
松灯钢钎泥桌摆，
辉煌蓝图挂破墙。
不解问究竟，
房东语铿锵，
牢记艰苦创业史，
教子传孙莫遗忘。
句句感人心，
似听警钟响，
成绩永是起跑线，
继往开来谱新章。
话间镇长到，
起身迎门旁，
认出原是村支书，
扶贫时的老搭档。
入选党代表，
十月又北上，
首都参加十九大，
聆听习总指航向。
会散归故土，
带回新思想，
撸起袖子加油干，
率领群众铸辉煌。
金秋龙腾镇，
粮丰果飘香，
青山绿水美如画，
企业连年上金榜。
将离太行山，
干群聚广场，
送了一程又一程，
难分难舍情意长。

■焦仁峰

回访南太行

知名农民作家范乃安创作的长篇小
说《媳妇桥的媳妇们》（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以地域色彩鲜明的黄河故道为
背景，以发展虎文化产业为线索，通过
媳妇桥妇女们传承虎文化、发展虎文化
产业历程的描写，折射了历史大潮给农
村人留下的时代印记，塑造了田香歌等
几个鲜活巾帼形象，展现了新时代农村
妇女的新梦想、新追求、新风貌，堪为一
部动人心弦的佳作。

著名作家孙犁有言，故事是为完成
主角的性格服务的，为充分表现主题思
想服务的。据此我认为，故事性堪为小
说的天然要素。范乃安不愧为讲故事的
高手，舍弃了大段的景物描写，省略了
繁琐的心理活动刻画，集中笔墨，将故
事性因素和情节设置摆在小说显著位
置。他从媳妇桥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把
发展虎文化产业和传承虎精神的故事，
讲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讲得温情脉
脉、有滋有味。尉蓝、九奶奶等老一代
妇女，田香歌、柳喜燕等新一代妇女，无
不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有温情，无
不活跃在追求梦想、敢想敢干的鲜活故
事中。而媳妇桥这群可爱的媳妇们又如
同众星捧月，烘托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女
性典型人物——田香歌。

在市场经济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的语
境下，中青年人纷纷涌向城市打工，而
媳妇桥的媳妇们理所当然地成了主力
军。在高中阶段已经入党且因为陌生的
外地人送救命之药而误了高考的田香
歌，坚持学习拿到了大学自考文凭，立
志扎根家乡，献身新农村建设，她从媳
妇桥虎文化底蕴丰厚与个人爱好画画的
实际考量，决心以传承虎文化为切入
点，以开发虎文化产业为抓手，振兴媳
妇桥的经济。这站位高远的设想得到了
乡村两级领导的支持。她先是腾出自家
的房子，抹墙刷灰，办起了村民阅览室

“幸福书屋”，千方百计筹集了农村致
富、亲子教育、科学养生等内容的书籍，
并以此为阵地，向媳妇们宣扬：媳妇桥
的虎王庙是一种虎文化，传承虎文化一
要发扬老虎的大无畏精神，二要弘扬老
虎同类不争斗的团结品质，三要效法老
虎之间的友爱之心。继而邀请当地颇有
名气的民间画家来村里办画虎学习班，
带领媳妇们走上画虎的致富之路。最后
邀请国内著名的画虎大师前来指导。在
艰苦的历练中，媳妇们提高了绘画的品
位。她的努力赢得了党员们的信任，被
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她又以开放的眼
光招贤纳士，挖掘虎文化资源，除画虎
之外，还增加了剪纸虎、糊虎灯笼，做布
老虎、虎头鞋和虎头帽。她又风尘仆仆
考察书画市场，为媳妇桥的虎产品打开
了销路。之后，她遭到个别人诬陷而被
乡里不良当权者免职，加之婚姻的不

幸，使她备受感情的折磨，但她不改初
衷，以坚韧的毅力默默实施一项大工
程——刻画 99只不同姿态的老虎，长卷
名为《和谐图》。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
田香歌恢复了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又当
选为村主任和媳妇桥虎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她具有国际视野，将虎文化
产品推销到东南亚和日本。为发扬虎精
神，她以博大胸怀、包容之心，不计前
嫌，帮助浪子回头，还接纳反对过自己
的人加入发展虎文化产业的行列，给有
特殊困难的人送去温暖，帮助他们在脱
贫路上不掉队。她自己在带领村民为幸
福而奋斗中亦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实现农村产业化的道路并非铺满鲜
花。田香歌是个大智大勇者，坚信没有
过不去的火焰山，绝不向不正之风、庸俗
之风妥协，一心摒弃自私、保守、狭隘的旧
观念，积极应对种种矛盾冲突，不唯上，不
媚俗，不弯腰，团结带领广大妇女走正道、
奔小康。向上向善的社会潮流滚滚向前
不可阻挡。搞腐败的乡官被双规了，胡
作非为的村主任垮台了，拐卖儿童的人
贩子被绳之以法了，制假售假的人被判
刑了……传递出的是希望、信心和力量，
这便是小说闪耀的新时代的光芒。

没有平地，不显高山。在这部小说
书写的动人的故事中，陶丽杏的诬陷，衬
托了田香歌的坦荡；赵来好的弄虚作假，
衬托了田香歌的实事求是；韩冬青的酒
后失态，衬托了田香歌的大度；苗秀河的
轻率出走，衬托了田香歌的沉稳；低俗演
出人员的被拘，衬托了田香歌的鉴别力；
田防风夫妇被感动得决心痛改前非，衬
托了田香歌的友善……在强烈的对比与
烘托中，田香歌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境
界，成长为新农村新女性的杰出代表。

文章似山不喜平。令文章波澜起伏
的中国的传统文学手法——误会法、巧
合法、悬念法、伏应法在《媳妇桥的媳妇
们》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疑增添了故
事性和趣味性。不过，巧合法运用的数量
尚值得商榷。若说应用得最成功的，当数
伏应法了，此法指前有伏笔，则后面一定
有应笔。如第一章埋下伏笔——三十多
年前，为保护文物石虎，一群年轻媳妇将
其沉到了老河里。后面在第十七章、三
十二章、三十五章、三十六章等四次交代
与之照应；又如，第七章埋下伏笔——苗
秀河因婚姻不顺而出走，后面则在第二
十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二十八章交
代他从外地打来电话、寄来包裹、返回的
情节与之多次呼应；再如，第二十五章埋
下伏笔——田香歌着手画百虎长卷，后
面在第三十八章交代田香歌将百虎长卷
卖给了东南亚客商，将钱捐献出来建设
了村文化大院，等等，如此呼应，使这部
小说首尾贯通，浑然一体，曲折变化，情
节动人，人物呼之欲出，故事愈发出彩。

■杨 石

讲好乡村故事 塑造巾帼形象
——范乃安长篇小说《媳妇桥的媳妇们》评析

春日赠学友旭折腰体两首

其一

烟雨满楼思绪长，临笺落下字千行。
犹记当年春好处，为君折取一枝香。

其二

煦煦春风款款催，百花开落写轮回。
如是年年应有约，为君再折一枝梅。

■任瑞福

如梦令

题京联诗友红杏春雪照兼和

东雪缘何春顾？只为杏花三树。
剔透倍玲珑，更惹文人增慕。
奔赴，奔赴，拍照遍传相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