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读完《魏世家》《韩世家》，司马迁先生详
陈的三十世家算是看了一半，作为春秋战国时
期的“五霸七雄”算是有了系统印象。打个不
恰当的比方，西周初始的分封制就像简单化的
分田到户，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也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但随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八仙过
海，特别是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七雄争锋的
战国时代，堂堂周王室无奈沦落成无所事事的
村集体。数百年的混战最终应验了丛林法则，
群雄并起，少有常胜者，输输赢赢中更多的是
置身其中的惆怅和无奈，跻身战国七雄之列的
魏韩两世家尤其如此。

先“人肉搜索”起底魏韩两世家，这也是
司马迁先生的喜好。晋国晋献公时期有个大将
叫毕万，因为随献公征战有功被分封到魏地当
大夫。而上溯毕万祖宗十八代，司马迁先生说
毕万是毕公高的苗裔后代。毕高原来姓周武王
姬发的姬，结果被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后分封到
毕国称毕公。也许是国名不吉利，毕公高之后
就毕了，后代再没分封，成了平民百姓，散落
中国各地，直到三四百年后老毕家出了个毕
万。毕万封魏，大吉大利，当时就有人说，

“万，满数也；魏，大名也”。毕万成了魏万，
魏世家开启复兴征程。魏万的儿子魏武子下注
潜力股，与赵世家一样也是跟随晋国落魄公子
重耳浪迹天涯 19年，因重耳回国成为五霸之
一的晋文公得享大红利，再被封魏国故地称大
夫，福及子孙，稳固地位。魏武子的孙子魏绛
魏昭子外交才能突出，“戎、翟亲附”，光宗耀
祖。再经历魏昭子的儿子魏献之、孙子魏侈以
及魏侈之孙魏桓之，几代接力奋斗，先是联手
韩赵两家灭掉六卿其他三家，接着独家筑城伐
秦灭中山，强势跻身晋国诸侯三强，距离伟大

复兴越来越近。
而韩世家的发迹似乎纯属偶然。据司马迁

先生起底，韩世家的先祖跟魏家先祖老毕一样
也姓周武王姬发的姬，不知传了多少代有个叫
武的后生在晋国当差被分封韩原，改姓韩，称
韩武子。真正奠定韩世家显赫地位之基的是韩
武子的三世孙韩厥，因为“赵氏孤儿”一折中
的优秀表现，深得司马迁先生“太史公曰”的
高度赞扬，其实也就是一开始劝止奸臣屠岸
贾，没有效果；给赵家通风报信让人家逃跑，
没有听；赵家灭门装病请假，知道程婴设计救
孤一事而保守秘密；真正积下大德，是在后来
瞅准晋王有病的机会，委婉提出赵氏孤儿赵武
还在人世应该复位并得到认可。

重点说说魏世家两个鲜明君王的故事。
一是魏文侯卜相。“家贫思良妻，国乱思

良相”，谦虚求教孔子弟子的弟子李克，魏成
和翟璜谁能当相。李克推出的选干部五条标准
让文侯茅塞顿开，“五者足以定之矣”的标准
是“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
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至今似乎也

不过时。
二是魏惠王问计。惠王在位长达 52 年，

人生经历最为丰富。先是继位之初，正处在三
家灭晋不久，韩赵两家联手攻打魏国。眼看魏
国不保，结果韩赵两家起了内讧，一个坚持让
魏国“割地”，一个坚持“一分为二肢解”，互
不相让都不干了，惠王奇迹般地回家了，连司
马迁都为韩赵两家感到匪夷所思。惠王站稳脚
跟后，很快加入了七雄混战，互有输赢。直到
后来攻打赵国，一度占领赵国首都邯郸。齐国
应赵国求援派出赫赫有名的田忌、孙膑组合，
采取围魏救赵的经典战法，一场马陵之战把魏
国太子申与庞涓组合搞得全军覆没。

战国群雄最喜欢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接着
秦、赵、齐一起饿虎扑食般扑向元气大伤的魏
国。于是，惠王咬紧牙关重金聘请高人问计，
其中有伟大的孟子。孟子说出一番“君欲利，
则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
矣。”他开出的药方是“仁义”二字，用时下
的话说，方子不错，“然并卵”，惠王苦撑时局
总算善终。

其实最有喜感的是魏韩两世家中几次忽悠
案例，折射着战国时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
慧。

一是魏哀王惨遭连环忽悠。哀王继位先是
加入合纵联盟五国攻秦，失利而返。后来好不
容易弄个软柿子卫国捏捏，刚占领两座城，遭
到卫国高人如耳的忽悠。忽悠的结果是，哀王
立即召回前方将领成陵君，不但撤兵而且撤职
查办。小国忽悠，大国也忽悠。一年，著名谋
士张仪、犀首、薛公争相去魏国效劳，楚国很
害怕，担心三人有一人在魏国为相都难以对
付，最好是让魏国太子自己当相。纵横家苏秦
的哥哥苏代应楚国派遣到了魏国，一番超级忽
悠，让哀王心动，“太子果相魏”，解了楚国的
心头之患。

二是魏国 90 岁老翁忽悠秦国。说的是
齐、楚两国联手攻打魏国，魏国派出使者一路
向西“冠盖相望”向秦国求救，但秦国坐山观
虎斗就是不理。90岁老人唐雎主动请缨。秦
王见到老人一边说老人受苦了，一边说风凉话

“看来魏国真危急了”。老人说，“知道魏国急

而不发兵，我认为你的参谋长该换了”。趁现在
还来得及，否则再发兵堂堂万乘之国的魏国就
加入齐楚合纵同盟了，好好想想吧。一阵替秦
国着想的辞令让秦王迅速出兵，魏国转危为安。

三是韩国老戏骨陈筮带病忽悠秦国。赵
国、魏国联手攻打韩国，韩国也是连忙向七雄
老大秦国求救，结果秦国见死不救。韩国老戏
骨陈筮抱病到了秦国，秦国一个大臣接待，看
见来个病号，说：“连你都派来了，是不是情
况紧急了？”陈筮不慌不忙道：“不急。”秦大
臣很没面子：“你这态度，是来求人吗？会当
大使吗？你咋回事啊，不会是真有病吧。”陈
筮不紧不慢：“俺韩国要是真危急就另谋出路
另找山头，我就不到您这来了。正是不急，所
以才派我来的。我啥也不说了，您看着办
吧。”秦国大臣也许被这病号镇住了，连说：

“别说了，俺做主了，这就派兵救韩。”结果，
8天后秦国援兵大败围攻韩国的赵魏联军。

因为是群雄混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想通过
攻伐削弱对方壮大自己，也都不愿意看到其他
国家轻易把一个国家灭掉变强而威胁到自己，
因此一直保持着国与国之间朋友和敌人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的残酷平衡，但是终究在消耗中此
消彼长，最终强秦笑到最后。魏国后期尽管有
信陵君无忌出师表般的劝说魏王不可联合秦
国，但天比人强，魏国最后一个叫假的王被秦
兵水漫开封城，当了俘虏而亡国。韩国高人的
忽悠也只是救得一时，最后一个韩王安面对强
秦攻城，最后甚至派出了伟大的韩非子当人
质，却再也挡不住人亡政息的天数。

见闻曰：战国混战百年狼烟，群雄争锋一
地鸡毛，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呼唤九九归
一、天下一统。

魏 韩 称 雄 的 惆 怅 和 无 奈
□ 郭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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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烟 囱
2017年，严歌苓的一部带有个人自传

色彩的长篇小说 《芳华》，改编成电影，
经大导演冯小刚一执导，迅速红遍各大影
院。手机一时间也刷了屏，打开尽说《芳
华》。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读大学时参加
学校业余文工团的一段经历，那节奏明快
的校园民谣、活力迸发的青春舞蹈、幽默
风趣的曲艺表演，一时间都在眼前绽放开
来。

1980年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我考上
了全国统一录取的大学专科学校，但入学
通知书上盖的还是河南商丘师范学校的公
章，只在括号里注明是大专班。开学后不
久，商丘师范专科学校宣布正式成立，与
商丘师范学校完全分开。师专校园北边主
要有教学楼和大操场，操场东面是几栋家
属楼；校园南边则集中了学生与部分教职
工的宿舍，还有一座大瓦房式的礼堂和食
堂、澡堂等。

那时候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大学里的
文艺生活比较匮乏，学校广播早上和中午
播音，除播放一段学校新闻外，就是播放
《祝酒歌》和电影插曲，还有马季、姜昆
的相声。“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
你干一杯……”每天广播一响，的确让全
校师生精神为之振奋，但全校性的文艺演
出还是很少，各班也就在学期末组织学生
搞一次自发性的文艺表演。平时学生除了
上课学习以外，活动主要是体育方面，以
打球、跑步为主。教学楼前有一个水塘，
围栽几棵柳树，还摆着两块大石头，起得
比较早的同学就到那里读书，感情投入者
还大声朗诵。晚饭后，有的三五结伴沿着
校园东边的一条小油路向南散步，有的浪
漫点儿就坐下或半躺在操场的草地上谈人
生理想，唱流行歌曲。虽说生活单调一
些，但对于绝大多数从农村高考出来的学
子们来说，已经感觉很幸福——毕竟我们
已是城里人，是跳过龙门吃“商品粮”的
大学生了。

商丘师范专科学校成立的第二年，为
活跃教职工与学生的文化生活，校领导决

定成立业余文工团。校团委和学生会通知
各班学生，凡是有文艺专长和爱好的同学
均可报名参加。学校委派一名音乐方面颇
擅长的政教处干部兼任文工团团长，又选
了几名有文艺专长的教职工参与组织领
导。报名的学生接受文工团老师们的测
试，也有的是任课老师推荐，最后总共录
用了约30人，分成音乐、舞蹈、曲艺三个
队。文工团正式成立那天，校党委副书记
还去讲了话，给大家鼓劲加油。

我读的是中文专业，比较喜欢写作，
小时候还参加过村里与公社的文艺演出。
可要在大学里登台表演，我的差距比较
大，主要是五音不全，乐感不行，曲艺说
唱虽说有点特长，可没人指点，不规范。
于是我想要使自己文艺方面有一技之长，
必须根据自身条件学习一门表演艺术。我
想到了家乡出的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我
觉得自己的嗓音、口才、形象适合说山东
快书。正巧我们上一届有一位留校任教的
胡继领老师，山东快书说得不错，我就登
门求教。胡老师看了看我的条件，就高兴
地收下了我这个徒弟。他手把手地教我打
鸳鸯板，给我讲山东快书首先要吐字清
楚，让观众听明白你说的啥，语言尽可能
亲切、幽默、字乖口甜，善用“扣子”，
会“抖包袱”；其次就是手、眼、身、
步，表演要准确到位；掌握了要领下来就
是多加练习了。我那时像着了魔似的，每
天一早就跑到校园南边周庄的田地里练习
绕口令，揣摩动作，背诵台词。功夫不负
有心人，我的山东快书表演技能提高很

快，不久，胡老师说可以登台演出了。
于是，经胡老师推荐，我进入了文工

团曲艺队，当时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学校文工团成立后，老师和演员都是

利用教学与上课之余排练节目。那座大瓦
房式的礼堂，西头是学生餐厅，几个窗口
供早中晚学生排队打饭；东头是一个舞
台，供学校开师生大会或文艺演出时使
用。文工团排练节目，就在这个舞台上进
行。

从此，校园里好像增加了一块磁石，
吸引着我们这帮文艺爱好者，也吸引着部
分学生和教职工家属前来观看排练。那个
年代人们禁锢的思想刚被春风吹开，干渴
的心灵期盼着新时期文艺甘霖的滋润，一
大批优美流行的歌曲及台湾校园民谣风涌
波起，颂扬新风尚讽刺不正之风的曲艺节
目也颇受欢迎。演出一般都在“七一”、
国庆等重要节日或者学期末举行。文工团
音乐队排练的独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请到天涯海角来》《拉网小调》，舞蹈队
排练的健身舞及《珊瑚颂》，曲艺队排练
的相声 《家乡新貌》《学唱流行歌》 等，
都给大家带来欢乐，留下了比较深的印
象。音乐队有一对男女声二重唱，最拿手
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常常作为压台节目。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
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 缤纷的云彩是
晚霞的衣裳 ……”

掌声四起，要求再来一个。于是他们
又唱起“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

台下的观众听得过瘾，随声摇动着身

子，不少人还跟着哼唱起来……
文工团曲艺队有七八个人，我以

说山东快书为主，也与别人合说相
声，主要当捧哏。印象较深的有一
次，是在学校礼堂举行的一场期末大
演出过程中，有一个节目不知什么原
因没演好，台下观众起了哄，有的还
吹口哨。导演老师一看，朝我大喊一
声“山东快书，上！”我的快书节目
本来排在后面，一听不敢怠慢，我快

步走到前台，稳了稳神，“铛里个铛”地
打起鸳鸯板，就开了腔——

“王二小，走进屯儿
手里提着黄花鱼儿
一边走来个一边扭
嘴里还不住地哼小曲儿”
四句说完，台下一片掌声响起，乱哄

哄的场面很快安定下来。事后导演老师说
我救了场，还表扬我关键时候能把握住观
众情绪。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在学习之
余，参加母校文工团活动一年多时间，到
1983年 7月毕业离校，总共表演了十几个
快书、相声节目，给大家留下点儿记忆的
是快书小段 《王二小进屯儿》《说反常》
《大实话》，以致于十几年后同学相聚，某
君见我张口而出“说反常，道反常，反常
的事情一桩桩……”笑问“李兄尚说反常
乎？”引得同学一阵欢笑。当时的文工团
不仅在校园里演出，还走出去到附近农
村、工厂进行慰问演出，扩大了学校的影
响，密切了与周边邻居的友好关系。

离校时，我们毕业的文工团员都有点
恋恋不舍，提出大家照张合影。学校领导
对文工团的工作非常肯定，那天校党委刘
书记和组织部、宣传部、团委、学生会的
领导都来了，大家留下了一张很有纪念意
义的照片——它记载了我们这群青年人在
母校一段如火如歌的岁月，也记下了商丘
师专建校初期文化建设的一段历史。

于是想起了《芳华》里的一句话“从
不需要想起，也从来不会忘记……”。

校园里的芳华
□ 李智信

那天，我正襟危坐，在二楼会议室
里听会。透过洁白明亮的玻璃窗，望见
对面楼群缝隙里，矗立着一个烟囱，一个
废烟囱，一个被人们遗忘的不合时宜的
废烟囱。它红砖结构，上细下粗，砖纹清
晰，层层向上。猜一猜，它应该是不属于
某个工厂，与一家单位的锅炉有关。它
的“囱龄”该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
了吧。因为多年来的市政供暖，许多单
位的自备锅炉已拆除，烟囱们如霉烂在
地下的种子，注定不会发出新芽。

在手机屏幕上写下这几句，觉得有点意思，让邻座老
胡看看，他说，“碎尸万段”一词用得好。

目光从手机上收起，好好听会吧。
可还惦记着那座废烟囱。20年前，如果哪个单位能够

在冬天烧起锅炉，办公区、家属院实现自给供暖，一定会
令人羡慕，就连锅炉烧过的煤渣，都可以再利用。眼前这
座烟囱到底是哪家单位的？为何还不拆除？是懒政、不作
为，还是另有隐情？还想等待死灰复燃吗？那是不可能的
事情。

调子太低了吧。就像唱歌，起音低了，附和的就少，
也唱不出激昂的旋律。毕竟，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
给人们带来的是生活的富足。一道道被亮化的街景，一座
座被绿化的公园，一条条被净化的河流。燃煤禁烧，锅炉
拆除，烟囱倒下，人们期望中的蓝天碧水正在化为现实。
烟囱，已经成为一个特殊年代的记忆。

一明一暗，两条线索。烟囱不是孤独地存在，它一定
与锅炉有牵连，一定与燃煤有关，与空气质量有关，与我
们的呼吸有关。烟囱、锅炉、锅炉工、失业、下岗，这些
词语也将隐藏起来。记录历史的人，或许会像翻阅旧书籍
似的，翻开一段岁月。

结尾留下一点阳光吧，毕竟晴天比阴天多。风吹雾
散，阳光穿透雾霾，还原大自然的洁净面目。

废烟囱还要站立多久？那是别人的事，不关风月，不挡
车轮。当它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或许还有人记得它……

曾经约定，做一回大雁
一起栉风沐雨，现在
虽猜不到你远去的方向
却常在不眠的夜里
等你平安回来，屋后
那片蓝色的勿忘我
是你我今生约定的颜色
没有你的日子

我的未来就是坟墓
离开我的时候
你再也找不到那晚的月亮
因为约定，生命
变得孤独轻狂
也许再也不能相见
请你相信，夕阳下
注定会去同一个地方

生命 因为约定
□ 刘全兴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在楼群的夹缝里
还站立着一个废烟囱
高冷者
熟视无睹
曾经温暖的岁月
早已被遗忘

我关心它，毫无意义
烟囱，迟早会倒下
碎尸万段
从烟囱里
飞出去的灵魂
无处依附

夜幕四合
路灯的艳情泛滥
几经历练的乡土
被遗忘在

堕落的城市
魂散，烟飞
曾经的冷
被孤零零地记起

成长者
长满希望的侧影
行走中
无处现身
当日子静下来
才想起，有一段空白

始终无法填满
有人在叹息中
怀念过去
又望着蓝天
深呼吸

春来花开
新绿装点半个窗子
往事，化为游丝
随风而去

萌动的芽
如火苗
在花盆里跳动

我不知道
这辈子会遇到你
也未曾想过
会在我的人生十字路口
遇到你

缘分就是这样的奇妙
往往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
突然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她会偷偷地让你
在某个时间 某个地点
与某个人相遇
记得那月 那年

你轻轻发地就像一缕春风
吹过我

泛着清清涟漪的心海
我的世界

顿时迎来了金色的阳光

或许
这只是一段半生缘
对于人生来说略有遗憾
可我们却有一辈子的路要

走
有一辈子的话要说
还有一辈子的情要守……

半生缘
□ 冯 杰

诗 人

汪曾祺的《慢煮生活》，写花鸟虫鱼、乡情民
俗、凡人小事、旅途见闻，信手拈来，妙趣横生。
新版的扉页上印着他写给读者的话：希望我的作
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
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汪曾祺的文是极简的，如梁文道所言，“就像一
碗白粥，熬得刚刚好”；汪曾祺的文又是极美的，看
似平常的文字组合在一起竟然变得生机勃勃，如冯
唐所言，“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

午后的阳光正好，袅袅的沉香，缓缓的琴声，
让人变得安静。好友相约聚在市区一间闹中取静的

“茶舍”，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
一场关于茶的闲扯，慢慢“煮”出来。

茶，是一种心情，喝茶，是一种心境，呼唤着
人亲近草木、回归自然，而茶本身的淡与雅，又为
人们的修身养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怪不
得有人说，“一日无茶便觉口中无味，生活少趣”。
仿佛必得有茶水的时时“浇灌”，生命才枝青叶绿、
勃发生机。

说到喝茶，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和谁一起
喝，这个感受自然极不一样。有朋友聊起 《红楼
梦》里各种喝茶的场景和故事，这部经典文学名著
对茶文化有极其突出的描写，可以说，曹雪芹将茶
的知识、功用以及茶的情趣全部都融进《红楼梦》
中了，以致于留下了“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
香”的赞誉。

喝茶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茶舍”的主人王治安
老师喝茶喝了二十多年，茶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以
茶去修行，以茶去生活是他的人生追求。王老师一
边倒茶一边说：“喝一杯茶，一定要记住这个味道，
形成一种概念，慢慢积累，就成为你心中的品茶的
记忆。”

大家聚在这里，一边喝一边聊，一壶“熟普”

喝了四五泡后，王老师兑上水，盖上茶壶盖儿，顺
势拿滚水浇了一通壶身，然后才倒出来。见有人面
露疑色，王老师解释道：“以水淋壶身，目的在于发
挥茶性，使茶更加温润，内外双重引发。”哦，原来
如此！喝茶处处皆学问啊！

茶无私，人有欲。有人饮茶，往往计较名贵与
否、产地何在、归属分类等等外在区别，逐渐失去
了饮茶的原意。用茶之清冽，涤荡俗务纷扰，让人
走向自己的内心，这才是喝茶的最高境界。“茶要慢
慢品，静下心来，慢慢感受，只要你享受其中，茶
一定会回馈你无穷无尽的味道。”王老师意味深长地
说。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在如
今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不妨让时间慢下来，邀三
五好友坐下来，放松身心，沉静心情，喝一杯好
茶，聆听自我的心声。拾回，慢生活！

慢下来，享受茶时光
□ 李 岩

诗 风

独 醒

万物卸下面具
酣然睡去
孤独的星 独醒
浑浊的夜压低嗓音
催眠着蛙
风揉碎了
星的影子
琴键上起舞
黑夜卷起舌头
贪婪游离于每寸肌肤
冰与火的缠绵
生出蓝色焰火
露珠点亮星光
夜色变得明亮

时 钟
时光挥动着残指
拧着发条追赶落日
风吹起晚霞，飘落一地殷

红
夜，轻叩木门
月光装满摇篮
外婆桥的歌谣
摇来满天的星星
黑暗里种下
一粒爱的种子
等待破晓时分
分娩光和雨露
无名草扬起有力的手臂
牵来静候的晨曦
完成一次重生

诗二首
□ 段 娜

记 忆

抒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