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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文化短波

为期三天的中国文化馆年
会 11月 29日在安徽马鞍山正式
开幕，此次年会突出“专业
化、数字化、市场化”，群众参
与的互动性大大提高，国家公
共文化云在开幕式上正式启动。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云重在面向县以下提供一站式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实现公共
文化服务“政府端菜”与“群
众点菜”相结合，提升基层服
务效能。

据介绍，国家公共文化云
统筹整合文化共享工程、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
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文化惠民工
程，旨在实现全国各级各类公
共文化机构的互联互通，资源
和服务的共建共享，打通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次年会汇聚了近 4000 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馆代表，
围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主办方安排了 12场论坛，并
组织了包括“第十七届群星奖
全国获奖作品巡演”在内的多
项群众文化展演展示交流活动。

以“云服务”“互联网＋”
为标志的数字化技术是本届年
会一大亮点，不仅有国家公共
文化云共享超市、百姓大舞台
网络群众文化品牌和数字文化
集成展，还有国内数字文化发
展的最新技术成果与服务趋势
展示。

（据新华社）

国家公共文化云启动
提升基层服务效能

本报讯 （季 哲） 11 月 25
日，由商丘市诗词学会、商丘市
诗歌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商丘诗会
暨走进苏金伞故里采风活动在睢
县胡堂乡举行，来自全市 38名
诗人参加了该活动。大家先后参
观了苏金伞纪念馆、胡堂乡八千
亩金果基地、苏金伞故里、胡堂
生态园。胡堂乡近年来努力打造

“双金文化”即苏金伞诗歌文化
和凤城金果文化，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诗人们对
此赞不绝口，并现场创作、朗诵
自己的诗作。河南省诗歌学会副
会长、商丘市作家协会主席李传
申，中共睢县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朱韶，睢县人大副主任郭德
芝等到会祝贺。商丘市诗词学会
和商丘市诗歌学会联合授予胡堂
乡“商丘诗人创作基地”称号。

第三届商丘诗会暨走进
苏金伞故里采风活动举行

幸山，位居今商丘古城南三里（清·康
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载：“幸山，在城南
三里。”1991年 3月第一版《商丘县志》云：

“幸山，在今城南 2.5公里。”2012年 1月第一
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睢阳区志》
载 ：“ 幸 山 ， 在 今 商 丘 古 城 南 2.5 千 米
处。”），公元 1127年宋高宗赵构于南京应天
府 （今商丘） 举行登基大典即位于此而得
名，是见证南宋王朝的第一山。

宋高宗赵构于幸山即皇帝位，使得商丘
当时的应天府、陪都南京的地位进一步攀
升，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宋朝都城。

回望历史，探寻幸山，感念兴衰，不忘
荣辱，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件幸事。

然而在历史上，皇帝赵构在南京商丘即
位之前，“幸山”为“杏山”。

元丰七年 （1084），苏轼 （1037 年 1 月 8
日—1101年 8月 24日）由黄州团练副使“量
移汝州（今洛阳东）”，途中，在扬州、泗州
（今江苏盱眙）两次上《乞常州居住表》；元
丰八年（1085）二月到达南都商丘，在商丘
停留三个月。在商丘停留期间，苏轼为商丘
名胜妙峰亭题榜（匾额），题榜时作有《南都
妙峰亭》诗一首。诗云：“千寻挂云阙，十顷
含风湾。开门弄清泚，照见双铜钚。池台半
禾黍，桃李余榛菅。无人肯回首，日暮车班
班。史君非世人，心与古佛闲。时邀声利
客，来洗尘埃颜。新亭在东阜，飞宇临通
阛。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烟鬟。孤云抱商
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

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间。五老压彭
蠡，三峰照潼关。均为拳石小，配此一掬
悭。烦公为标指，免使勤跻攀。”（孔凡礼点
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五1325页）。

从诗句中可以看出，风景秀美的杏山，
高高耸立在阏伯台附近，其上有妙峰亭，其
下有“十顷含风湾”和新亭。诗人站在“古
甃磨翠壁”的妙峰亭上，举目四望，美景尽
收，心似闲云，流连忘返。其“俯仰尽法
界”“心与古佛闲”“无人肯回首，日暮车班
班”就是真实写照。

赵构 （1107年 5月 21日—1187年 11月 9
日），字德基，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子，宋
钦宗之弟，曾被封为“康王”。北宋靖康元
年（1126）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宋朝都城开
封时，赵构曾以亲王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
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
营求和，在河北磁州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
得以免遭金兵俘虏。金兵再次包围开封
时，他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 （《宋史·
本纪》称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宋廷令
其率河北宋兵救援京师，但他移屯大名府
（今属河北），又于靖康二年 （1127） 正月
转移到东平府 （今属山东），以避敌锋。这
时，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靖康
二年“三月丁酉，金人立张邦昌为帝，称大
楚”；四月“癸亥，（张） 邦昌尊元祐皇后为
宋太后，遣人至济州访帝 （康王赵构），又
遣吏部尚书谢克家来迎。”劝赵构即皇帝
位。后经元祐皇后和朝中多位大臣数次相

劝，于四月十七从济州出发，途经单州、虞
城县，癸未 （二十日） 至应天府，“命有司
筑坛府门之左”，而后于五月初一在南京
（今商丘） 城南杏山“登坛受命，礼毕恸
哭，遥谢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
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

自此，因高宗赵构皇帝在杏山即位，后
遂名“幸山”。赵构即位之前的“杏山”与其
即皇帝位之后的“幸山”，一字之差，更彰显
了一种文化。

明·嘉靖《归德志》（成书于明嘉靖二十
四年，即公元 1545年）载：“幸山，南关外，
旧传宋高宗即位之所……俗讹为杏山，睢阳
八景题曰‘杏山春意’。”值得特别注意的
是，在这里，“杏山”成了“俗讹为”。言外
之意，只有“幸山”才是正名。

也许，会有人疑问，地处豫东平原的商
丘，除永城外，方圆百里之内，哪来什么
山？对此，明·嘉靖《归德志.卷之一》云：

“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盖于每州封
表一山，以为之镇，故志家重山川尚矣。吾
宋为豫州之域，其在境内者，土壤平夷，无
山可表，而冈阜之高起者则皆山之谓也。胡
可遗也志之。”“幸山，南关外，旧传宋高宗
即位之所，后人尊之以为山也……建炎元
年，高宗自济州趋幸应天，命筑坛於府门之
左，五月庚寅朔，登坛受命即皇帝位。所谓
山者，疑即坛也，基址犹存，今建观音堂于
上。”清·康熙四十四年 《商丘县志》 载：

“幸山，在城南三里，宋靖康元年，高宗自济

州趋应天府，命筑台于府门之左，受命即皇
帝位于此。”

幸山，并不孤独，有亭台楼阁遍布上
下。如前所述，赵构南京登基之前，幸山之
上，就有妙峰亭，幸山之东有新亭 （新亭在
东阜，飞宇临通阛……苏轼 《南都妙峰亭》
句）。明·嘉靖 《归德志》 载：“新亭有十
二，王胜之建，在城外堤上。”清·康熙四十
四年 《商丘县志》 卷三 《古迹》 说：“妙峰
亭：在旧城内，宋留守王胜之建，苏轼题
榜。又有新亭十二，皆胜之建。又有观光
亭、望云亭，亦俱在旧城内。”

如此看来，幸山及其周围，原本就是一
亭台林立的景区，不但有妙峰亭、十二新
亭，还有观光亭、望云亭。赵构在幸山筑
坛登基即皇帝位，也许就是看中了这一胜
景之地。到了明嘉靖年间，在赵构登基所
筑之坛上，又建了观音堂。回望历史，幸
山，确是商丘古城的一处极为壮观的园
林。

关于妙峰亭、十二新亭和观光亭、望云
亭的位置，明·嘉靖《归德志》说“在城外
堤上”，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说

“在旧城内”。两者是否相左？回答是否定
的。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所说的

“旧城”，指的是明正德六年（1511）建的商
丘古城之前的城。成书于明嘉靖二十四年
（1545）的《归德志》，时间上晚于明正德六
年（1511），记载为“在城外堤上”也是符合
实际的。

商丘古城幸山，见证南宋王朝的第一山
□ 谢君善

我们知道，源自于仓颉造字，才有了中
华汉字和浩如烟海的中文图书典籍，有资料
云：虞城仓颉墓位于河南省虞城县堌堆坡
村，始建年代已无从查考。汉代、唐开元年
间及清康熙年间曾几次重建。现存有康熙九
年重修的大殿，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资料至少透露出仓颉曾经于此生活过并
到卒世。可以说，他作为中国文字发明的始
祖，为中华文化与文明奠定了文字基础，也
让后世诗歌的写作成为一种可能。

缘于孔子的亲缘背景，他把当时的鲁国
（曲阜）作为“父母之邦”，而视宋国（即商
丘）为“祖先之国”，一生还乡、问祖和游历
十四次之多，以至于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儒
学思想大约就在中原这块土地上形成。而在
所有文化构成中，儒学是中国最本土的文化
根基，故而在文学理念中，文以载道就成为
对儒学的敬仰。无疑，诗歌是古代文学的核
心与精髓，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发端于中
原（尤其商丘）的儒学就天然地成为中国诗
歌根本的精神质素的本源。春秋战国时期，
商丘文人荟萃，一定有诗歌的产生与流传，
孔子多次在商丘游历、讲学，就会搜集本地
的诗歌，编入《诗经》，如此揣测，商丘就会
有最早的诗歌存世——这也就从诗歌实践上
推及诗歌的发生与发展，不啻说孔子极有可
能是商丘初创时期诗歌的推动者。还有一位
哲学家——庄子。他的《逍遥游》在朴素辩
证的因素里，认定“无为”的思想，追逐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
界。而庄子想象力的超拔，又开启、润泽了
后世文人（尤其诗人）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思
和运思的潜能与天赋，并以一种富有幽默、
讽刺意味的寓言成为诗歌形式的源头。两位
本土的大哲圣人的学说所包含的精神智慧与
语言形式元素，天意地蕴藉、开启了中国诗

歌的早期萌动，成为伟大诗国耸立的坚实而
丰厚的奠基，商丘无疑是他们最直接的惠泽
之地。

西汉时期，在商丘赫然矗立“三百里梁
苑”。《史记》记载：“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
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
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
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
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
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
之属。”言下之意，睢阳城周围奢华至极。我
们关注的是文人墨客的“莫不毕至”，这其中
就有枚乘、司马相如等专于汉赋的大家。有
资料显示，枚乘引《谏吴王书》《七发》《梁
王菟园赋》等成为梁园及整个西汉文坛的领
军人物之一。写于梁园的《七发》更是汉赋
由楚辞演变而来至成熟期的代表之作，标志
着汉代散体大赋体制的最后形成，其开创的
设客问答形式、铺陈夸饰的特点，均为其后
的汉赋作者所继承。后人仿《七发》形制，
有《七厉》《七辩》等问世，足见枚乘辞赋影
响之深远。司马相如是西汉中期最有成就的
辞赋家，他先在朝中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
景帝文治武功皆留心，独不喜辞赋。司马相
如颇不如意，见梁孝王惜士爱才，便效仿枚
乘称病辞官，到梁国追随刘武来了。司马相
如客居梁国数年，给梁园留下了《子虚赋》，
后作《上林赋》呈献汉武帝，深得嘉许，拜
为郎，不久迁为孝文园令。正因为有枚乘、
邹阳、司马相如等的加盟，三百里梁苑中形
成了历史上“文学景观”式的梁园作家群，
使梁园辞赋开汉代大赋之先声，并为西汉文
坛输送了大批人才。鲁迅在 《汉文学史纲
要》中称：“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
者也。”

杨鹏在对于台静农先生的研究中，如此

说：“台先生这种对‘探本寻源’的重视，又
表现在他对赋的讨论上。他首先辨正‘赋’
的字义既假借为‘敷’，又假借为‘诵’；而
《左传》中之赋诗，即诵诗之意；《汉书·艺
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可见
此一定义不始于班固；继引 《周礼·大司
乐·注》：‘以声节之谓诵’，认为诵是声音有
顿挫，‘诵其言谓之诗’（《汉书·艺文
志》），可见赋亦属于诗的范围，故班固又
云：‘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一段论述告
诉我们汉赋源自于诗，这是有证可居的。继
而杨鹏又写道：“台先生拈出‘诗人的精神’

‘辞人的热衷’，真是锐利深刻之见。这不仅
鲜明地判别了汉赋的两类，让我们明白‘辞
’‘赋’毕竟不同；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中国
文学传统中自有‘诗人’一类——而这‘诗
人’精神，又不仅于诗的传统中可见，即在
文的传统、小说的传统中亦可见。”这是说明
中国文人的骨子里就有诗人的遗传与沉淀。
骚体赋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
赋》，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问》的影
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其语言是四言
和散句的结合，表现手法为抒情言志，汉初
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期。那么，汉赋这种文
体天然地裹挟了诗歌的质素。而其被诟病为

“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的大赋的
语言特征，其实体现出一种文采，正可以给
后来的文学带来有效的启发。小赋的较小、
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则愈加贴近
诗歌。故而，文人云集的“三百里梁苑”产
生的大量汉赋名篇，注定会为以后的汉语诗
歌提供有效的诗学滋养。

自汉以后，诞生于商丘民权而历仕南朝
宋、齐、梁三代的江淹，是商丘最值得骄傲
的诗人。据 《自序传》 说有十卷。据 《梁
书·江淹传》的记载，“凡所著述百余篇，自
撰为前后集”，《旧唐书》记载是“《江淹前
集》十卷，《江淹后集》十卷”。典籍表明，他既是
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发展到

“江、鲍”，达到了一个高峰，江淹的《恨赋》《别
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是南朝辞赋的
佳作），也是一位重要的的诗人，或者说他是一
位商丘本土的诗歌实践者，他从四言诗入手，
亦写过七言诗。但他更擅长于五言诗，这颇为
不易。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崇尚于四言体诗
的试验阶段，他的率先实践既具有天才的赋
予，亦拥有诗学的眼光。这是我们商丘诗歌先
祖的开天辟地之人，也是商丘有记载的真正意
义上的诗人。

历经世代的诗学积淀，至唐代，已达至
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这个时期，朝制在商
丘这块土地上尽管已经衰微，但唐诗的光泽
依然闪耀着。其中最为显耀的就是高适。据
史料，高适是沧州（河北景县）人，“21岁至
46岁的青壮年岁，客居宋州（今商丘） 20多
年，在宋州创作的诗歌多达 69首，其中不乏
有关梁苑的作品。”这一时期，是诗人的开创
期，诗篇多以反映民生疾苦、讽时伤乱的指
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也有所批判，
而数量最多且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是他的咏
怀诗，还有一些咏史之作如 《宋中十首》
等。这个时期的诗篇必将成为商丘诗歌文化
的瑰宝。

李白从天宝三年 （744） 至天宝十三年
（754）客居梁园达 10年之久，有关梁园的诗

篇有 15首之多。而且在此留下“千金买壁”
的佳话。班琳丽在《三百里梁苑：永不落幕
的繁华》里有详尽的描述。而杜甫早年与李
白、高适同游梁苑，时常登高怀古，吟诗唱
和，写下了“醉舞梁苑夜，行歌泗水春”的
名句，并把他和李白在宋州梁苑之游看成一
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期。此外，王昌龄、岑
参、李贺，宋朝诗人秦观，明朝名士王廷
相、李梦阳等，都曾慕名到梁园怀古。王昌
龄的《梁苑》让人读来平添一种苍凉：“梁园
秋竹古时烟，城外风悲欲暮天。万乘旌旗何
处在，平台宾客有谁怜。”晏殊的《玉楼春·
东风昨夜回梁苑》，伤物伤怀外，更见恣肆、
旷达：“东风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线。
旋开杨柳绿蛾眉，暗拆海棠红粉面。无情一
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有情无意且休
论，莫向酒杯容易散。”储光羲则有：“梁园
多绿柳，楚岸尽枫林。”刘长卿感叹：“飘飘
洛阳客，惆怅梁园秋。”孟浩然有“冠盖趋梁
苑，江湘失楚材”的惋惜，张说则予以无限
的称赏：“珊瑚刻盘青玉尊，因之假道入梁
园。梁园山竹凝云汉，仰望高楼在天半。”还
有许棠的“夜宴独吟梁苑月，朝游重见广陵
春。”韦应物的“到处无留滞，梁园花欲
稀。”韩琮的“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
春风。”另有《全宋词》《早梅芳近》：“深院
静，小阑傍。标致不寻常。尽他桃杏占风
光。谁敢斗新妆。玉堂中，梁苑里。休把雪
来轻比。莫吹长笛巧摧残。留取月中看。”长
短句中见唯美，更见三百里梁苑在文人骚客
骨子里的深远影响。

到明末清初，商丘又迎来了属于自己史
诗性的文学景观，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赫
然一笔，那就是被论者誉之为“其文学主张
和创作实绩均誉满华夏”的“一个名噪全国
的文学团体”——以侯方域为领军人物的

“雪苑诗社”。班琳丽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
侯方域仰慕昔日梁苑的文学风景，加上钦佩
谢惠连的才气，便于明崇祯十三年 （1640）
与乡人吴伯裔、吴伯胤、贾开宗、徐作霖、
张渭组建起雪苑社，此为雪苑“前六子”。清
朝初年，侯方域同贾开宗又联络宋荦、徐作
肃、徐邻唐、徐世琛重修雪苑社，此为雪苑

“后六子”。他们集结宴会，评点诗文，广结
名流雅士，他们借雪苑诗社将中原一度打造
成为大江南北众多文人心目中的一处胜地。
据说那时来河南做官的文人，无不派人持牒
到归德求购，朝中的名公贵卿，案头都有他
的著作。徐作肃是顺治辛卯举人，以诗作出
名，著有《偶耕堂集》。贾开宗诗先学杜甫，
后学陶渊明、韦应物，自成一体。宋荦不但
仕途得意，官至吏部尚书，而且诗文著作等
身，其诗作与号称“清代第一诗人”的王士
祯齐名。在创作上，他们“诗追少陵，古文
出入韩欧”，在学习古代名家的基础上追求创
新，“力返风雅之道”。他们的作品，特别是
侯方域的作品，对扭转明末遗留下来的清初
文坛的衰败之风起了旗帜性作用。雪苑诗社
与三百里梁苑一样，在归德古城的历史积淀
中，已俨然成为最经得住深藏垢埋的记忆和
记录之一。

概而言之，从仓颉的造字，到文以载道
的儒学发生，从庄周《逍遥游》的想象力的
强力铸造到“梁苑三百里”的汉梁文人云集
中司马相如、枚承等大家汉赋中的诗歌元素
的涵括，都成为商丘诗歌文化的早期源头性
构成；及至高适与李白诗歌的商丘居地写
作，杜甫及诸多唐代诗人的梁苑游历、拜谒
留下的诗篇以及宋代的词章，建构了商丘深
厚博大的诗歌渊薮；尤以南朝诗人江淹开创
了本土性诗歌写作的先河，直到雪苑诗社的
同门乡党的诗歌精英的辉煌成就，让归德古
城雄踞华夏，彪炳千秋。这一切，都让商丘
文化中的诗歌力量日益凸显而构成一个地区
的文学显在性标识，从而成为商丘古典文化
的骄人壮举与文雅之地，也必将激励后学者
近取丰厚的商丘诗学文化的精神学养，远涉
西方精湛的诗艺，从而重新谱写当代商丘的
新诗篇。

文化源头的奠基与诗歌
——兼谈商丘传统文化中诗学元素的构成

□ 夏 汉

文艺批评

11月28日，宁陵县柳河镇举行广场舞大赛。16支农民代表队轮番上阵，在欢快乐
曲的伴奏下跳出了农民的精气神，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吕忠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