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交通运输业很不发
达，物产流通受到诸多限制。鲁迅一生足迹所
到之处并不算多，他未曾在河南地面上长期生
活和工作，而仅仅有过短暂的逗留。1924 年
夏，鲁迅等知名学者应国立西北大学邀请赴西
安讲学，往返均须途经河南，曾在郑州、洛阳、
陕州、灵宝等地停歇。

鲁迅一行返程时抵达洛阳，是8月10日午
后。鲁迅与《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结伴往街
市一游，他花费18元钱买了一匹汴绸。这个价
格在当时实属不菲，因为鲁迅为了此番讲学，
特意定做了两件长衫，合计也不过15元8角。

汴绸作为中原名产，始于明末清初，因工
艺精湛、经久耐用，一度上贡皇室，远销海外。
鲁迅买下这份厚礼，连同另几样礼物，回京后
送给在他购房装修过程中帮了大忙的一位同
事以表谢意。

1926年，有个朋友从河南来，送给鲁迅两
包“方糖”——其实是“霜糖”的误读。鲁迅打
开一看，“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
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许广平告诉他，这是
河南名产，用柿果上的白霜及其他原料制成。

柿霜糖性凉，专治嘴角生疮。等到她说明白的
时候，鲁迅已经吃掉一大半了，连忙收起来，预
备将来派上用场。可是当天夜里，鲁迅还是忍
不住把糖包拿出来，大饱口福，将剩下的又吃
了一大半。

木刻家刘岘的故乡是兰考，上世纪 30年
代他常将自己的木刻作品寄请鲁迅指教，其
中 4幅被收入鲁迅编选的画集《木刻纪程》。
刘岘还曾在开封购买了一些木版年画门神相
赠，鲁迅十分喜爱并一直收藏着。在致刘岘
的信中，鲁迅从河南门神谈到绍兴门神，并
认为木刻艺术应当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创作
方法。据业内专家称，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
开封木版年画刻印俱佳，而且是国内最早的
存世品，弥足珍贵。

作家曹靖华是卢氏县人，1922年曾在北大
旁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鲁迅在人生的最后
十年里，与曹靖华之间交往十分密切。1934年
2月7日，鲁迅日记记载，“晚亚丹来并赠果脯、
小米，即分赠内山及三弟”。亚丹即是曹靖华
的别名之一。

曹靖华为何特意从北京捎上一袋小米赠

给鲁迅？据说鲁迅当时也颇感疑惑。曹靖华
回答，他读了《两地书》，知道鲁迅 1929年去北
京探望母亲，回上海时不远千里带了一些小米
和棒子面，于是以为鲁迅本人爱吃。鲁迅听
罢，与许广平相视一笑。事实上，是许广平特
别爱吃这些粗粮，小米是让她坐月子吃的。曹
靖华一直不明就里，后来还请朋友给鲁迅带过
小米。

曹靖华当年正在北京教书，他带给鲁迅的
小米未必是其老家所产，后来，他又给鲁迅寄
去过猴头菇、羊肚菌、灵宝枣、木耳等，那一定
是真正的河南土产。1936年 8月底，鲁迅在给
曹靖华的信中说：“红枣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
得，羊肚亦作汤吃过，甚鲜。猴头闻所未闻，诚
为珍品，拟俟有客时食之。”

卢氏县山高林深，景色旖旎，民风淳
朴。当地人端午节一般不吃粽子，而是吃槲
包。所谓槲包，是用碧绿的槲叶，包上大米
或小米，再加些红枣、红豆、板栗等，煮熟
即成，其实与粽子也是大同小异。若煮粥时
将鲜槲叶盖在粥上，则会融入一种清香，别
具风味。曹靖华几次想将鲜槲叶寄给鲁迅，

让他煮粥尝尝，但终因云山阻隔、邮寄不便
而未能如愿。曹靖华晚年躺在北京医院的病
床上回想起此事，还依然抱憾不已。

然而，鲁迅与汴绸、与木版年画、与柿霜
糖、与灵宝枣，以及羊肚菌、猴头菇的这些故
事，在他的作品、书信和日记里留下了永久的
印记，并与河南结下一段段平常而可贵的情
缘。

鲁迅与河南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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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创刊号的前 14
页，刊发的是毛泽东同志的
18 首诗词，紧接着第 15 页
是诗人艾青的长诗《在智利
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
鲁达》。在这期创刊号的第
61 页至 71 页，又编发了聂
鲁达的诗作《国际纵队来到
马德里》和《在我的祖国是
春天》，而译者分别是袁水拍和戈宝权。一个全
国性的诗歌杂志，在创刊号上为什么如此看重
一位智利诗人？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智利当代著
名诗人。出生于帕拉尔城中的一个铁路职工家
庭。他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16岁入圣地亚哥
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1928年进入智利外交
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
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
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聂鲁达是
拉美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浓
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表现了拉美人民争取独
立、民主、自由的历程，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
术性。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
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他于1971年荣获
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作品有《二十首情诗
和一支绝望的歌》和《聂鲁达诗歌总集》。

据诗人、艾青研究专家郭宝臣记述，聂鲁达
曾于1951年和1957年两次访问中国，每一次都
和艾青见了面，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青
也于1954年去智利访问，并在聂鲁达家做客，受
到聂鲁达及其朋友的热情款待，艾青为这深情
厚意而深深感动。两位诗人一见如故，亲如兄
弟，就像两条河流注入大海，水乳交融地汇合在
了一起。艾青的长诗《在智利的海岬上——给
巴勃罗·聂鲁达》，就是艾青根据在聂鲁达家中
做客时的真切感受而写成的。在编发时，诗的
末尾注明——“1954年7月24日晚初稿，1956年
12月11日整理”。《诗刊》创刊号是1957年1月25
日出版，可见艾青的大作在当时是“新鲜出
炉”。

《在智利的海岬上》共分为6个部分，其中在
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有两幅插图，均是出自艾
青自己之手。这让人想起原来诗人艾青是学美
术的，画家出身。艾青在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
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他在校长林风眠的鼓
励下于同年到巴黎学习绘画。1932 年年初回
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此投身
于革命文艺活动。后来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创
作了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之后一
举成名。从此，他在诗歌创作上一发而不可收，
而他在美术方面的成就却鲜为人知。第一幅插
图画的是聂鲁达家中“已经残缺了的木雕女
神”；第二幅插图画的是航海中的罗盘，圆圆的
罗盘上，分别有两行西班牙语字母。

《在智利的海岬上》详细描写了聂鲁达家里
的一切，建筑、家具、摆设。每一个细微之处，艾
青都没有放过。铁锚、罗盘、手杖、地球仪、烟
斗、木雕、象牙以及铺满海螺的地面，用麻绳连
结起来的栏杆……艾青这位兼具画家和诗人的
一双眼睛，像全息摄影一样把这个家的一点一
滴都印在了心上。他这样认真地不辞辛劳地作
下记录，是因为他当时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家
里的一切，都反映着诗人、共产党员聂鲁达的生
活、经历、品格、兴趣、志向，每一件摆设，每一件
器物，都带有感情色彩和诗情。

其实，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
治，另一个是爱情。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
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
品。诚如专家所言，聂鲁达的诗歌既继承了西
班牙语的民族传统，又受到了波德莱尔等法国
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几十年来，聂鲁达的诗作
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至今，在许多新诗的自
媒体里，仍然有满屏满屏的聂鲁达的诗歌作品。

诗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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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宁成同时期的狠角色还有一枚，叫周阳
由。周阳由本姓赵，因为父亲赵兼以淮南王舅
父的身份被封为周阳侯而改姓周阳。周阳由依
靠裙带关系很早当上了郎官，汉景帝时期曾官
至郡守。汉武帝继位后，周阳由继续做郡守，但
他的为官之道很强悍也很任性。对自己喜欢的
人，即便犯了死罪，他总会曲解法律让其免受死
刑；对自己所恨的人，他就不顾法律一定要置人
于死地。与宁成一样，强势的周阳由总喜欢欺
压上级和压制下级。尤其是他不论到哪一个郡
当太守，首先要做的就是消灭郡中的豪强大
户。最后，周阳由担任河东郡的公安局长，就常
常与河东郡最高行政长官盛屠公争权，两个人
互相告发对方的罪状。不团结的结果是两败俱
伤，郡守被判罪自杀，周阳由被处死并陈尸街头
示众。

（二）
靠严酷执法立威，快速安定一方，宁成、周

阳由的从政风格为后来者做了示范，汉武帝时
期风格各异的酷吏就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先说有过密切合作经历的一对酷吏：张汤、
赵禹。

来自陕西武功的赵禹，洁身自爱，汉景帝时
期从地方小吏一步步混到中央，先被纳入太尉

周亚夫门下当文书令史，后随着周亚夫升任丞
相而改任丞相史。赵禹很廉洁也很有才干，但
周亚夫就是不重用他。周亚夫曾说：“我完全知
道赵禹的才干没人能比，但他用法苛刻深险，不
能让他久居丞相府。”汉武帝继位后，赵禹多年
劳绩被发现，先是被调到朝廷做御史，继而被提
拔为太中大夫，专管官场舆情应对和审理皇帝
指定案件。

重点说说张汤。出生在长安的张汤，也许
受父亲当长安丞的耳濡目染，从小就有执法审
案的天赋。一次，父亲外出，让还是娃娃的张汤
看家。父亲回来后，发现厨房里一块肉没了，以
为张汤偷吃了，二话不说就打张汤。张汤很委
屈，知道那块肉肯定是老鼠给拉走的，于是就下
手挖老鼠洞，还真找到了老鼠，并将老鼠吃剩下
的半块肉起获。鼠赃俱获，小张汤学着他爹升
堂审案的程序审理老鼠偷肉这个案件，并写出
了完整的一套起诉状、审讯记录和判决书，并当
堂判老鼠死刑。父亲看到儿子留下的审判文
书，惊得目瞪口呆，知道儿子有这天赋特长，从
此让他学习法律。张汤长大后，就接父亲的班，
当了个长安小吏。

与赵禹按部就班的提拔不同，张汤很会来
事也很会把握机会。一次，汉武帝的舅舅田胜

因犯错被羁押长安，张汤负责看管，就尽力照应
他。不久，田胜出狱摇身一变成为周阳侯，与张
汤定下生死之交，在达官显贵朋友圈到处宣扬
推介张汤。张汤很快被调到时任长安市长宁成
手下，没多长时间就被宁成推荐给上级，又调张
汤担任主管修筑皇陵的茂陵县公安局长。又过
不久，拜把子兄弟田胜的大哥武安侯田蚡当了
丞相，张汤被征召到丞相府做了丞相史。又经
过田蚡丞相的举荐，张汤终于到了汉武帝身边，
当上御史。张汤御史充分施展执法审案的特
长，因为成功审理朝廷后宫一桩棘手案件得到
汉武帝的充分肯定，直接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与
赵禹的官职撵平。

赵禹、张汤两个深得汉武帝赏识的太中大
夫，联手作为，一起制定了很多法令制度，都是
对官吏严酷约束的条款，其中就有“知情不报一
体同罪”的罚则，让官员之间互相监督。汉武帝
对二人的表现又是充分肯定，赵禹先是升任中
尉继而跻身省部级九卿高位的财政部长（少府）
之职，张汤则一步到位被提拔为省部级九卿之
位的公安部长（廷尉）之职。

性格决定命运。同列九卿高位的赵禹、张
汤这对好搭档，不同的个性在人生后半场却演
绎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赵禹还是廉洁傲慢的个性，不呼朋唤友，不
拉关系，有达官显贵登门拜访他也不回访，拒绝
一切请托事宜，只管按照自己的意志执法行事，
对他认为严格执法的手下说重用就重用、说提
拔就提拔，也不考察过问人家暗地里有啥过
失。赵禹在少府任上，为政起初也是严酷急迫，
但到了晚年，看到很多官吏都致力于用严刑峻
法来治理，他施政反而越来越宽缓，落下执法平
正的名声。再后来，因为年老，改任燕国丞相。
最后，被免职回家，享受天年而在家中去世。

而张汤注定不是能忍受寂寞的人，甚至给
人留下狡猾虚伪的印象。他喜欢拉关系结交朋
友，当小官的时候喜欢与大款、富商结交，也许
是期望侥幸得利。当上九卿大官了，他又喜欢
与名人雅士结交，有点附庸风雅。尤其是在揣
摩汉武帝心思上，张汤下足了功夫，表现得很有
品位也很谦虚。比如，知道汉武帝很喜欢儒家
经典，张汤专门聘请研究《尚书》《春秋》的博士
做文书，在判决重大案件时，总要引用几句儒家
经典。再比如，每次奏报审案定罪，张汤详细介
绍案情后，如果皇帝认可，就把皇帝的意见写入
判词并颂扬皇上的圣明；如果受到皇帝谴责，张
汤就会应声谢罪，从不争辩。还有，向皇帝汇报
工作，张汤常常趁机为属下买好，如果做对了他

总会说是属下谁谁谁教我的，做错了就会说属
下谁谁谁也这样劝过我是我无才。处理案件，
如果揣摩好是皇上严办的，张汤就派严酷的属
下去办，否则就派心肠软的属下去办。如果案
犯涉及有势力的豪强，张汤总会巧用法律严厉
处置；案犯若是无依无靠的贫民，张汤虽然也按
照法律判罪，但总会以口头轻描淡写地向皇上
汇报，皇上往往顺着他的口头汇报而对贫民案
犯宽大处理。另外，张汤喜欢结交宾客，对公卿
贵族家里也是经常走动，对属下及老家乡亲都
热情相待。因此，张汤的官场人缘及熟人口碑
还是不错的。

关键时候，张汤的执法严酷绝不含糊。比
如在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大案时，
张汤挖地三尺、斩草除根、一网打尽，牵连诛杀
的人上万，甚至连皇帝想宽释的曾是朝廷中人
的伍被、庄助，因为他们参与叛乱，终被杀掉。
汉武帝由此更加信任张汤，直接提拔其为御史
大夫，位列朝廷“三公”重位。后来，朝廷因与匈
奴连年开战，再加上国内遇到水旱灾荒，国库吃
紧。张汤提出铸造白金币和五铢钱的办法，由
官府垄断盐铁两大最赚钱生意，同时利用法律
严厉打击富商巨贾和地主豪强。张汤的办法立
竿见影，汉武帝对张汤言听计从，甚至连丞相都
成了摆设，“天下事皆决于汤”。一次，针对与匈
奴要不要和亲，汉武帝征询意见，博士狄山与御
史大夫张汤当场杠上了，狄山主张和亲，张汤说
其“愚儒，无知”，狄山则说张汤“诈忠”。汉武帝
偏向张汤，三连问狄山，让其掌管一郡、一县、一
堡寨能确保平安无事吗？狄山连说两个不能，
最后被派去边境守一个堡寨，很快被匈奴给杀
了。从此以后，群臣对张汤心惊胆战。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西汉时期严刑峻法的酷吏群像（中）
□ 郭文剑

记 忆 □□ 成成 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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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聂鲁达

苍天般的阿拉善，横卧
巴丹吉林沙漠。夏日的沙海
只需一点火星，就能燃烧
勇闯市场的石油人
令一座钻塔在沙海挺立
红旗猎猎，不见一棵草
呼啸的沙鸣擦身而过
这片井场，每晚
总有一位不速之客光临
长长的尾巴，东张西望的眼

睛
是沙漠之狐。这不毛之地
竟有如此鲜活的精灵
钻工们寂寞的心境被打开
把她留下，孤月、银狐、沙

海
可好像与谁约定，天亮前
沙山顶便出现她远去的只影
平台经理说，我们来大漠找

油
苍天眷顾，生灵感动
有生命就会有石油，钻进吧
早一天，把藏在地宫里的油

龙牵出

铁人的字条
大庆铁人纪念馆里，两张字

条
可以把整座“工”字型建筑

撑起
一张是铁人的签字：

“讲进步不要忘了党”
党使旧社会的十斤娃获得新

生
“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
群众是炉火，把铁人铸成

“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
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英雄

“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
自己经常在缺点面前反省

“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
历史的苦痛让铁人舍身拼命
另一张是铁人的留言
卧病不起时
把纸条交给组织说：

“我不困难！”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王进喜，你把生命融化进了

石油河
“宁肯少活二十年”被不幸

言中
两张字条，一个称号
嵌入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永恒

沙漠之狐（外一首）

□□ 李智信李智信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
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
玉搔头。读到唐朝诗人刘禹锡这首
诗时，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快乐的童
年，情不自禁想起小时候捂蜻蜓的
趣事。

我家住在沱河岸边，弯弯曲曲
的沱河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静
静地卧在那里，承载着清澈透底的
河水，一路东下，汇入江河。

距我家村后百米远处的河面
上，架着一座极为壮观的桥，大桥
的墙体上刻着三个桃红大字：红旗
闸，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十
分醒目。据老人说，这座水闸建于
1971年 3月，是夏邑人民在永城的
土地上建造的。水闸像一头巨兽，
横亘南北，将湍急的河流拦腰斩
断，一分为二，成为永夏两地的分
水岭。除汛期外，这里常年处于蓄
水状态，水清鱼跃，瓜果飘香，沿
河两岸绿树成荫，百鸟齐鸣，每到
夏季，河堤上蜻蜓飞舞，清凉怡
人，入夜虽是酷暑难当，但是丝毫
没有蚊子的袭扰，人们难得一见蚊
子，河堤上成为农民们晚上避暑的
好去处。

在我小的时候，每年的七八月
间，正是蜻蜓们最为活跃的季节，
农家小院里，乡村的大路上，抑或
是庄外的打麦场上，都能够看到各
种蜻蜓的身影，它们成群结队，时
而俯冲滑翔，时而昂首冲刺，时而
悠闲地静止于空中，时而在和人盘
旋嬉戏，丝毫不亚于一支训练有素
的空中部队，既壮观又好看。

蜻蜓到底是从何演变而来的，
至今我还没有真正搞明白。总觉得
蜻蜓和炎热是一对孪生姐妹，它们
形影不离情若手足，只要酷暑季节
来临，蜻蜓们就会纷纷蜂拥不约而
至。后来见多使然，我倒观察发现

蜻蜓这家伙，有个鲜明的活泼特
点，它善于出没在夕阳西下之时，
尤其是一场大雨即将来临的时候，
也是蜻蜓们的团队意识最为强烈的
时候，它们会倾巢而动，在人的头
顶上扑扇着薄薄的双翼，飞来飞
去，仿佛是在焦急地提醒人们，赶
快收拾起外边的东西，一场大雨即
将来临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孩子
最为开心，越是快下雨，越是向外
跑得欢，到院子里扛来一把新扫
帚，跑到庄外的打麦场上，用力扬
起扫帚，悬在空中守株待兔，两只
小眼睛目不转睛，紧张地跟踪着来
回飞舞的蜻蜓，左右上下移动，一
刻不停地跟踪，特意屏住呼吸，生
怕“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惊动蜻
蜓，越是紧张担心，心跳加速越
快，眼睁睁看到蜻蜓进入伏击范
围，慌忙将扫帚拍下，满心欢喜跑
到扫帚头下，赶忙蹲下，用手掀开
一根根扫条，睁大眼睛寻找落网的
蜻蜓，整个扫头下找遍，没有发现
目标，唯恐在条缝中漏网，又仔仔
细细翻看一遍，仍然一无所获，我

气得站在那里破口大骂这蜻蜓真它
妈贼精！我又一连捂了好多扫帚，
没有逮到一只蜻蜓，还累得满头大
汗，正要收起家伙回家，比我大十
多岁的狗蛋，不知啥时候来到我跟
前，一个劲地嘿嘿笑，说我太笨，
要教我捂蜻蜓，我一听顿时又来了
精神，缠着他教我。狗蛋扬起大扫
帚，看到蜻蜓要进入扫帚底下的伏
击圈，顺着蜻蜓飞来的方向，迅速
用力将扫帚拍下，果不其然，一下
子收获了两只蜻蜓，一只红蜻蜓和
一只黄蜻蜓。红蜻蜓满身通红，红
红的头，红红的身子，红红的薄
翼，就连那双会转动的眼睛，也是
红红的，像两只微微发光的红灯
泡。那只黄蜻蜓，也非常可爱，黄
黄的头，黄黄的身子，一身金黄。
我双手捧在手里，像在欣赏着一对
古董。我邻居是一位小学老师，他
微笑着走了过来，看着我手里的一
对蜻蜓，他说蜻蜓是益虫，是蚊子
的天敌，又是人类的好朋友，我们
应该保护它们，促进大自然的和
谐。我心里微微一颤，像被一股强
烈的电流猛击了一下，再看看手里
的一对蜻蜓，它们似乎在用忧伤的
眼睛向我哀求，表情显得那样绝望
无助，我顿时觉得它们可怜极了，
两手一松，两只蜻蜓欢快地向远处
飞去，一眨眼的工夫，便消失得无
影无踪。

多少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那
两只可怜的蜻蜓，它们过得还好
吗，还嫉恨我吗？我也多次来到昔
日的打麦场上，浮想联翩，感慨良
多，现在的河水污染不堪，蜻蜓变
少了，蚊子变多了，这是大自然给
人类敲响的警钟！我多么想再能喝
上一口昔日河里的清水，更怀念过
去那些数也数不完的红蜻蜓黄蜻
蜓！

红蜻蜓黄蜻蜓

乡 土 □□ 张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