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的老屋就像风烛残年
的老者。由于多年无人居住，
它已成残垣断壁的危房。尽管
老屋如此破败，但闻听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要将老屋拆除，我
的内心还是荡起圈圈涟漪——
那里的一砖一瓦是何其熟悉，
那里的一草一木是多么亲切，
这些渐行渐近倏然间环绕到我
身边的精灵，温暖着我的心房。

春天，老屋的院子触目皆
是绿色。当我刚刚脱掉笨重的
冬装，老屋院子里的树木也悄
悄竞相发芽了。倘若再遇上一
场春雨，榆树上便挂满了榆钱，
一阵春风拂过，总能让我联想
到铜钱相碰产生悦耳的金属之
声，而此时用榆钱做的馍馍也
是春天里最早出现在餐桌上的
美味。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
槐花也一嘟噜一嘟噜挂上树
梢，老屋里、院子里随之弥漫起
沁人心脾的槐花香气来，餐桌
上不可或缺的槐花也隆重登场
了。老屋的院子产生舌尖上的
食材，沁人心脾的槐花蒸菜为
最，榆钱馍馍佐以香油蒜泥也
是每年春天餐桌上必备的主
食。

夏天，老屋的院子夜色着
实迷人。夜幕低垂，暑气渐
消，院子里鸣虫开始齐声欢
唱，天空澄净，繁星缀满夜
空，荷锄的大人们归来后便手
摇蒲扇在院子里围坐纳凉，话
农桑、谈家务。我躺在院子里

的床上，听着鸣虫的大合唱，
瞪大眼睛看天际划过的流星，
寻觅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不久
便睡眼蒙眬，半夜醒来，大人
们仍意犹未尽，谈兴正浓。

秋天，老屋的院子里硕果
累累。三棵枣树上挂满了通红
通红的大枣最吸引我的眼球。
每逢这个季节，我和小伙伴们
便爬上枣树，挑选最大最红的
枣塞进嘴里，吃够后还站在树
上用力摇晃枣树，等大枣啪啪
啪地从树上掉下来，地上的孩
子们便一窝蜂地争着捡拾大
枣。秋天老屋院子里馈赠的大
枣，与田地里长出的嫩玉米、
青毛豆，一起烹煮风味尤佳。
当渗着枣香的甜玉米和青毛豆
端上餐桌时，馥郁诱人的味
道，莫说凡夫俗子，即便神仙
也无法抗拒如此美味。

冬天，老屋的院子是冰天
雪地的琉璃世界。下雪的老屋
院子最美。一觉醒来，大雪堆
门。大自然把老屋的院子打扮
成银装素裹的世界，也打造出
孩子们的乐园。尽管天寒地
冻，我和小伙伴在院子里堆雪
人、打雪仗，双手冻得冰凉、
脸蛋冻得通红，也挡不住我们
玩雪的激情。北风呼啸，结冰
的大树玉树琼浆，在凛冽的寒
风中吱吱作响。滴水成冰的老
屋屋檐上也垂下长长的冰柱。
我和小伙伴将冰柱掰下来，用
牙咬断冰柱，嚼食冰块带来的

快感远胜炎夏的冰棍。
老屋的院子沉淀了我太多

的岁月静好，承载了我说不尽
的欢快时光。岁月如梭，对老
屋的留恋犹如老唱片放出的经
典老歌，亲切而美好；日月如
梭，对老屋的记忆犹如经年发
酵的陈年老酒，历久而弥香。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商
丘民航机场即将开建，为机场
周边村民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
机遇。我家老屋西与飞机场相
毗邻，北枕陇海铁路，南接商
宁公路，东望商丘市区，占天
时，得地利，是一块难得的上
佳之地。

周日，我回到阔别多年的
老家查看老屋，目之所及，满
园杂草丛生，老屋几处坍塌，
一派荒凉萧瑟之相。但一股亲

切之感却扑面而来，我也随即
产生了要将老屋进行重新建造
的念头。返城路上，我对改造
重建老屋进行了初步规划，准
备将老屋打造成北方的“苏州
园林”，并制定出短期和长远
计划——今年春天，将主房和
院落建成；明年环内墙建成走
廊，修建曲径通幽的鹅卵石小
径，院内叠石成山，掘地建荷
池。还要栽名贵花草树木，种
植无公害蔬菜。重建后的老屋
旧址上，庭院内将四季常青，
在这里赏花观鱼、散步健身，
做美食、品香茗、读闲书、书
丹青，与家人共叙天伦之乐，
与高人雅士谈史论今，与左邻
右舍共话桑梓之情，远离城市
的喧嚣，远离人间的繁杂，实
乃人间第一等福事。

我家的老屋
草堂是一部叙事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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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成都生
活期间，高适也正
好来到四川，任彭
州刺史。听说杜甫
流离转徙到达成都
后，高适立即寄诗
问讯，并在生活上
给 杜 甫 全 家 以 资
助。上元元年 （公
元 760 年），高适改
任蜀州（今四川崇州）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
看望他。故友相见，分外高兴。高适比杜甫大
十来岁，时年将近 60岁，杜甫也将 50岁了。
他们除叙旧外，还互相赠诗来倾诉衷肠，排遣
思乡之苦。到了第二年的春节，高适写下《人
日寄杜二拾遗》，寄到成都草堂。诗曰：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如今，崇州人把这件事写入了《崇州人文

史话》。人日亦称为“人胜节”、“人庆节”。传
说女娲初创世时，在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等动
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
的生日。我国自汉朝开始有人日节俗，魏晋后
逐步形成。在古代，人日有戴头饰、贴屏风、
剪彩为花等传统。唐代之后，更重视这个节
日。每至人日，皇帝赐群臣彩布、彩花，又登
高大宴群臣。当年的边塞诗人高适怎么也不会
想到，他在这一天写给杜甫的一首诗，成为一
个纪念杜甫的文化符号。

公元 770年，漂泊在湖南的杜甫，有一天
整理往日的书信，重新读到了高适这首诗，禁
不住老泪纵横。此时的高适已经亡故。睹物伤
情，杜甫写下《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
诗，以寄托哀思，诗云：“自蒙蜀州人日作，
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进泪幽吟
事如昨……”这和着血泪唱出的心声，读来实
在感人肺腑。从此，高适、杜甫“人日”唱和
的故事便成为诗坛掌故。

也许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可能是巧
合。到了清朝咸丰四年 （公元１８５４年），
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在果州（今四川南充）
主持完一场官场大考之后，在返回成都的途中
特意来到草堂，于是拟对联一副：“锦水春风
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何绍基熟知高
适、杜甫“人日”唱和的典故，到达成都之
后，特宿于郊外。待到正月初七这一天，才到
草堂题就此联。此联一出，文人墨客竞相效
仿，于每年“人日”云集草堂、挥毫吟唱、凭
吊诗人。

1992年，杜甫草堂博物馆首倡恢复“人
日”游草堂，成都市先后开展了 20多届“人
日”游草堂文化活动。后来演变为“诗圣文化
节”。先后邀请了魏明伦、康震、阿来、吉狄
马加等文化名人担任“人日祭杜甫”仪式主祭
人，大家聚草堂，读祭文，拜“诗圣”，一套
颇为隆重的仪式之后，人们对诗人的崇敬之情
油然而生。

我们走进草堂的那天，离“人日”游草堂
活动还有四天，但是，主办方特意把草堂 60
元一张的门票，减为 30 元。后来的新闻显
示：2019年诗圣文化节“人日祭杜甫”活动于
2月 11日上午在杜甫草堂博物馆大雅堂举行。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担任主
祭人。历时三年的杜甫千诗碑落成，李敬泽认
真撰写了一篇《杜甫千诗碑记》，并由著名书
法家刻石后安置在草堂景区内。

李敬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杜甫是什
么？杜甫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如同精神
上的父亲和丈夫。他陪伴我们过日子，陪伴着
我们经历生老病死……在为生活奔忙劳碌的时
候，你会发现杜甫就在我们身边，在生活的底
部和深处。杜甫草堂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
一个诗人的故里，它是我们所有人心灵上的一
个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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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72

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发生的“七国之
乱”，是封建王朝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王之间
矛盾的又一次集中爆发。往前追溯，从汉高祖
刘邦立国之初一一剪除自己论功行赏的异姓诸
侯王而后陆续分封“同姓九王”，到吕后称制
时期打破“非刘姓不王”誓约分封吕姓为王引
发“诸吕之乱”又被诛灭，再到文景二帝时期
同姓诸侯王积累膨胀导致的“七国之乱”，无
不在血雨腥风中异曲同工地考验和推动着封建
王朝集权统治的能力。

“七国之乱”，区区三个月尘埃落定，但其
影响深远，西汉王朝中央集权从此走向巩固。
续读《史记》之《吴王濞列传》《魏其武安侯
列传》《韩长孺列传》，2100 年前“七国之
乱”的刀光剑影重现，其中几个主要角色活灵
活现的“剧”中表现和跌宕起伏的人生演绎，
耐人寻味。

（一）
吴王刘濞是“七国之乱”这幕历史剧中当

之无愧的“男一号”。
“男一号”一出场就不同凡响。20 岁那

年，英俊威猛的刘濞作为骑将跟随叔父汉高祖
刘邦平定淮南王黥布叛乱，在现在安徽宿县一

带战败黥布。黥布在败逃路上竟然把荆王刘贾
给杀了，刘贾无后、荆王空缺，汉高祖刘邦尽
管看出来大侄子刘濞有“反相”，但自己的儿
子小压不住阵脚，还是把统辖荆吴、会稽三郡
五十三城的吴国诸侯王封给了有颜值、有战功
的青年刘濞。

事后证明，吴王刘濞捡了个大便宜。吴国
有两大资源得天独厚，一是所辖章郡有座铜
矿，吴王刘濞招揽天下逃亡的人来打工，铸造
铜钱；二是国境临海，吴王刘濞号召边民海水
煮盐。拥有两大战略资源又无需缴纳税赋，经
历了汉高祖、汉惠帝、吕后称制，到了汉文
帝，吴国越来越国强民富。汉文帝刘恒慈悲为
怀，对堂哥吴王刘濞很敬重。刘濞的太子刘贤
来京朝见，汉文帝就让刘贤与皇太子刘启小哥
俩在一块玩耍。也许是刘贤这官二代兼富二代
娇生惯养，在皇太子面前还不会谦虚，一次小
哥俩下棋起争执，皇太子刘启顺手操起棋盘向
吴国小太子刘贤头上砸去，刘贤竟当场被砸
死。太子犯法，自然与众不同。朝廷处理善
后，只是让人把刘贤送到吴国安葬，死了白死。
吴王刘濞看到这一幕，深受打击，气恼之下又将
小儿子尸体退回朝廷，并从此称病不再上朝。

起初，汉文帝知道吴王装病还很生气，扣
押吴国使者责问，吴王刘濞也只是暗中发狠。
后来，仁慈的汉文帝为安抚失去儿子的堂哥刘
濞，赏赐几杖并允许其养老不朝。于是，刘濞
在自己富庶的独立王国继续积累力量，渐成尾
大不掉之势。皇太子刘启的生活秘书晁错看到
吴国日益做大，曾多次给汉文帝上书削减吴国
封地，但文帝不忍心惩罚堂兄。

棋盘杀人的刘启继位成为汉景帝，生活秘
书晁错被提拔为御史大夫。晁错对汉景帝直陈
利害：吴王靠山铸钱、靠海煮盐，富可敌国，
又招纳天下流亡之士，谋反之心不可不防，

“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
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新官上任三把
火，汉景帝采用晁错计策，开始削藩，先从楚
王刘戊开刀，找个借口收回了楚国的东海郡。
接着，找借口收回赵王刘遂的河间郡、胶西王
刘卬的六个封县，顺便收回吴王刘濞有铜矿的
豫章郡、会稽郡。

景帝削藩方兴未艾，被触动奶酪的诸侯王
们早已暗流涌动。“男一号”刘濞已在富庶的
吴国苦心经营 42年，对堂侄汉景帝前有杀子
旧仇又添夺地新恨，新账老账一起算，谋反复

仇的火焰迅即点燃。此时 62岁的刘濞愈加老
谋深算，早已不是当初在叔父刘邦面前唯唯诺
诺说“不敢”的青涩少年，一出手又是不同凡
响：起事之前，首先派外交家应高到喜好斗狠
的胶西王那里外交结盟。应高以“舔糠及米”
的处境分析和“同恶相助，同好想留，同情相
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的“五同五相”理
论给胶西王刘卬上课，并提出用“诛晁错，清
君侧”的旗号共同起事，“则天下可并，两主
分割”。于是，胶西王与吴王结盟合流，并成
功动员齐王、淄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
王共同起事。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
刘濞动员国内上至 62岁下至 14岁（以他父子
的年龄为限） 20万大军，加上东越派出的军
队跟随，在吴国国都广陵（现扬州）起兵，向
西渡过淮河与楚王刘戊的军队会师，号称精兵
50 万，正式点燃“七国之乱”的熊熊战火。
七国谋反的文告震惊朝野，汉景帝很快调兵遣
将做好迎敌平叛准备：太尉周亚夫率领 36个
将军前往攻打吴楚联军，曲周侯郦寄攻打赵王
叛军，将军栾布攻打齐王叛军，大将军窦婴屯
兵荥阳监视齐赵叛军动向。

就在这兵来将挡的关口，故事有了转折。
赋闲在家的曾做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公报私仇插
了一脚，他与晁错素来不合，这次逮着机会，
利用汉景帝征求他平叛意见时机，别有用心地
献出自以为一箭双雕的馊主意：答应吴楚七国

“诛晁错，清君侧”的要求，然后恢复诸侯封
地，兵不血刃可退兵。汉景帝一时糊涂以“吾
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的貌似大义之举，挥泪诱
杀心腹谋臣晁错。这时候，吴楚联军已经攻打
占领了现永城一带的梁壁。袁盎带着诛杀晁错
的消息到吴王阵营下诏退兵，吴王刘濞以东帝
自居，已撕破“诛晁错，清君侧”的幌子。袁盎灰
溜溜地连夜偷跑出来，在梁国梁孝王的接应下
回到朝廷。汉景帝大义妥协兵不血刃的幻想破
灭了，白白葬送了一个敢作敢当的好谋臣。

（二）
按说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之后，该是西汉名

将周亚夫统帅 36名将军与吴楚联军进行短兵
相接战略决战的局面，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又出
现了：汉景帝唯一的亲弟弟梁孝王刘武凭借固
若金汤的商丘古城，被动地成为阻击“七国之
乱”吴楚联军的前方主力，梁孝王刘武及其手
下的将军韩安国、张羽走上前台并由此改变人
生轨迹。

且说太尉周亚夫率领中央大军挥师东进，
兵至淮阳得到父亲的一位姓邓的老部下点拨：
吴兵精锐，难于争锋；楚军轻佻，不能持久。
先避其锋芒，把梁国放弃给叛军，让梁国拼命
抵抗吴楚叛军消耗其战力，将军挥师东北坚守
昌邑，深沟高垒，只需派轻兵抄后路断掉吴楚
联军粮草，继而以逸待劳，必定胜券在握。周
亚夫依计行事，把正面作战的任务甩给了虽然
富庶但没有思想准备的梁孝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期接着分解）

喜迎新中国

成立 周年70

“七国之乱”中几个主要角色的荣辱人生（上）
□ 郭文剑

是谁 高举一面不朽
的红旗

历经 70 年的风风雨
雨

把这片土地辉映得无
比壮丽

是谁 播下一星燎原
的烟火

燃过 70 年的峥嵘岁
月

温暖了每位炎黄子孙
的心窝

是谁 怀着一种永恒
的信念

走过 70 年的漫漫长
路

托举出了共和国的辉
煌灿烂

是你 年轻的中国共
产党

而今 正用一种全新
的调子把新世纪的号角吹
响

在这别样的岁月
我们用鲜艳的梅红

装扮这片神奇的土地

我们用嘹亮的歌声
吟咏这个崭新的世纪

我们用纯正的楷体
书写这段难忘的记忆

70 年岁月啊 一段
不平凡的经历

岁月的风霜 遮不住
你阳刚的青春

历史的烟尘 掩不住
你辉煌的过去

最难忘的是 你让一
个病危的民族演绎出凤凰
涅槃的传奇

在峥嵘岁月中 你把
一个民族心中的火种拨亮

在和平年代里 你为
一个民族美好的未来引航

于是 这首为你唱了
70年还唱不够的赞歌

我们还要一代代地继
续高唱

于是 揣着被你照亮
的梦想

年轻的我们还要用
古老的狼毫书写对你

的赞扬

嘹亮的歌声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

□□ 梦 阳

深蓝的天空
闪烁的群星
寂寞的冬日
吹来刺骨的寒风
乡村小学的教室里
亮起一盏油灯
雾朦胧，霜几重
低矮的教室
透风的窗棂

瘦小的身体
薄薄的棉衣
但是，遮不住
琅琅的读书声
路很长
艰难行
老师讲，村里的路
通达远方的城

童 年
□□ 夏夏 松松

元宵雪漫漫
雪花随灯转
风揽灯腰雪伴舞
烟花正璀璨

“商”字红胜灯
亲亲唤古城
商丘繁华今胜昔
举杯邀梁王

梁王安在否
与你灯共赏
李白杜甫一起来
提笔谱华章

不写将进酒
没有万古愁
邀你新城看一看
新古共春秋

新城映古城
古城新城中

灯来灯往五千年
冉冉一起升

铁路贯西东
南北连京城
元宵夜里笙歌曼
与谁对花灯

团圆思美酒
葡萄夜光杯
欲将“商”字当金樽
嫦娥来做陪

天上何时节
咋不见星星
伸手撕开云漫漫
看我灯满城

满城夜如昼
万家灯正红
东西南北通四海
来年更繁荣

元宵雪夜看灯
□□ 刘言建刘言建 谢宗战谢宗战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上初中那年，我再一次来到了
杭州。

水波袅袅，夕烟溟蒙中在西湖石桥漫步确是一件乐
事。周遭景色更迭，大多与我往昔的记忆相符，可是几步
外，回忆中洁白无瑕的墙壁上却多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春景
图。我的脚步便随着目光不由得停在了原地。

蓦然间我听到有人叫道：“这幅画的颜色真好看！”紧
接着，啧啧惊叹声就这样传了过来。人们赞叹着这样明艳
的色彩，仿若西施桌上的脂粉为素雅恬然的西子湖添上了
活色生香的一笔。可真的是这样吗？

试问，有多少人深究过这面白墙的作用？莫非有钱盖
园子的富豪们还缺这几分刷墙钱？显然，并非如此。

这是匠人们为西湖风景存的一处留白。画上留白为衬
影，文章留白为设疑，而墙上留白则是为了衬景。世间事
物就是这样，恰如花开花败，云卷云舒，日升日落，潮起
潮平。所谓极致本身就是一个临界点。钱钟书曾说：“时
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脆。”当事物已到最期，当
得上世人眼中所谓圆满时，它未来的衰落便成了必然。美
到极致便是到了极限，再无半分填充的余地。墙面的留白
就是为游人留了一层遗憾与念想。诚如你拢不住风，所以
忘不掉风；留不住青春，所以怀念青春。看似无心的纰
漏，实则用意多矣。古人赏景最重“意境”二字。东篱把
酒，对月行歌，踏春饮宴，这些风雅且精致的玩赏之道，
皆是他们的创造，一壁一尘无染，其中包含的深意实在叫
人佩服。

更何况，世间事物哪里有什么圆满？
日暮重霄，方才的行人已经散尽，远处的画舫游过，船

桨划下，将墙面的倒影连同那明艳的色彩搅成一片混沌。
秋波淰淰，恍然间，像是摇散了穹苍，天地都成一色。

换言之，再美的事物都应有留白，花未全开月未圆，
自是人生一种境界！

留 白
我记得最清楚的，我家院子

里有两棵树。瞧着这两棵树，父
亲常倒背着手在院子里来回走，
像穿越岁月的一条船。

父亲一天天去庄稼地里干农
活，操劳的时间每天都分成好几
段。父亲知道，这些农活一辈子
也干不完，即使一个人的全部时
间用没了，庄稼人的农活依旧像
路一样长。父亲不虚度每一天，
更不会把春播的土地荒废掉，父
亲的脊背驮满一个家庭大大小小
的事儿。

村子四周是无垠的田野，田
野尽头生长着另外一个村庄的庄
稼，父亲淹没在自家的庄稼地
里，无声地挥动锄头。风掀起一
阵狂热，父亲没有看见高悬的灼
日，汗水滴落在那些年落下的地
方。麦粒饱满时，父亲就抬起头
来，从衣兜里掏出一袋烟，双腿
盘坐在地头上，大口抽上一阵
子，这一小截时光算是圆满地过
去了。前面走不完的日子里，父
亲仍会弯腰荷锄，不挪窝地锄
地、割草、灭虫，年复一年做着
用尽一生也做不完的事。

刮了一夜的大风，差点把草
垛掀翻，院门被刮得一开一合。
这场突兀穿行的风，迈开大脚在
村子里肆意行走，夜卷缩在寒月

中，土梁上村庄好像要被刮歪。
父亲的岁月中，全家人的岁月
中，都会有来自不同方向的风，
人和草木在一场大风过后，刮歪
了的再想法竖直，被掀翻的草
垛、土墙、牛棚，是要恢复原貌
的。没等凉夜躲走，父亲一骨碌
从炕上爬起来，第一个站在院门
前，也站在了寒风中。父亲拍了
拍肩膀，冲着大风吼道：“人还
能被风改变了方向！”

一个人的岁月像旷野一样敞
开，走进一个人一生的那些做不
完的事儿，让人不会在虚无中度
年月。我家不大的院子里，那棵
弯了几道弯的树，父亲没有砍掉
它。西墙边那棵光秃秃的树，父
亲还一直让它长在那里。弯树不
可另作他用，但炎热里仍能庇
荫。光秃秃的那棵树，父亲就把
我家的两头牛拴在了它的躯干
上。时光止不住脚步，活着活着
父亲就年迈了，岁月的风霜让父
亲累弯了腰。在泥土里刨食的父
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赶牛车
了，但父亲还能在村头拾柴，在
家里快乐地饲养家畜家禽。

人生如豆荚，不求长短，但
求节节饱满。农民父亲说不出这
句话，却做成了院子里延续生命
的那两棵树。

两 棵 树

风 景 □□ 夏天舒夏天舒 季 节 □□ 董国宾董国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