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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在谈到读书时
说，在人类浩繁的工具中，最
令人叹为观止的无疑是书，其
余的皆为人体的延伸，诸如显
微镜、望远镜是视力的延伸；
电话则是语言的延续；犁耙和
刀剑则是手臂的延长。而书则
完全不同，它是记忆和想象的
延伸。

耿占春在第 22届黄河诗会
纪念簿留言时写道：“阅读就是
启蒙，写作是无止境的自我启蒙。”

前者可以解读为读书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扩
大人的想象空间。一个人读的书多，生命的长度和
宽度就超过常人；而后者把阅读和写作联系在一
起，先读后写似乎是读书、做学问的人一种自我提
升的境界和途径。启蒙不只是懵懂少年的事，是每
一个喜欢接受新知识之人的自觉学习，是不断地懂
得新事物的一种进取心。比如面对 5G 时代的到
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启蒙。

10月 28日，好友“竹桂斋·悟道”转发了一
条微信：“他是自己的赝品——耿占春最满意的十
首诗。”我急忙跟帖道：“这是从我们商丘走出来的
诗人、诗歌评论家。”许多权威人士、文坛大家也
一致认为，耿占春是河南文坛上继苏金伞之后，又
一位在全国新诗界的领军人物，诗歌评论界的翘
楚。上月初，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中心在河南大学民
生学院揭牌成立，耿占春教授任主任。该中心以中
国当代诗歌为载体，充分拓展诗歌的文化内涵，开
展以静态与动态互为呼应的诗歌主题活动，持续开
展新诗研究，助推新诗创作。这对于历经百年的新
诗来说是一件幸事。

耿占春教授从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
新诗诗学、叙事学的研究，主攻文学批评，尤其是
新诗评论。他是较早地对北岛等朦胧派诗人发起研
究的专家学者之一。诗人多多说：“耿占春是第一
个为朦胧诗写评论的评论家，那时他还是一个在校
大学生。1982年，他写了3篇稿子，评论北岛、江
河、多多，我认为他对朦胧诗的理解是最好的。”

有专家认为，在新诗评论方面，耿占春有着深
厚宽大的学术功底和郁葱可观的伸展空间。《诗歌
周刊》 2017年度批评家的授奖词评介说：“那些茂
盛致密的理论枝蔓不仅较少学究气，而且呈现了阔
大无比的学术气象。他是最少受时代影响、距离最
远、身上烙印最深的那种人。他身上存在着一个作
家和学者的分裂感，也存在协调这种有益冲突的努
力。”他的文学评论和诗评“不是简单地梳理诗人
的精神脉络和语义符码，而是参与构建了诗人的精
神图景。当诗歌文本解构和溶解了固化的社会历史
语义学，改写了词与物之间的感性配置时，他敏锐
地指出，这是一种新的、现代性的‘社会感性’配
置。他是一位有文体意识的批评家，在长期文体形
式的学术钻研中，恢复、建立和延续着批评的尊
严”。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他是自己的赝品/他模
仿了/一个镜中人/而镜子正在模糊/镜中人慢慢/消
失在白内障的雾里/当一个人老了/才看清雾/在走
过的路上弥漫/那里常常走出一个孩子/挎着书包/
眼睛明亮……”由苏州诗院编辑的《当代传世诗歌
300 首》收录了耿占春的这首《当一个人老了》。
很多读者解析、猜测，在这首诗里有着诗人童年的
身影……

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101

再说《龟策列传》中提到的宋元王与日者
大师卫平的乌龟大辩论。

《龟策列传》详述了自古采取龟甲、蓍草
进行卜筮的来历。秦汉时期专门设置太卜官，
当时的人们对龟策预测深信不疑，甚至一度酿
成借助龟策之术诅咒害人的巫蛊之祸，惨遭灭
族者不计其数。因此，利用龟策卜筮，“摓策
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
焉”，圣人总会慎重行事。司马迁先生听江南
长者说，千岁之龟、百茎之蓍，生长的地方，

“兽无虎狼，草无毒螫”，因此认为江边百姓养
龟饮血食肉，有调节呼吸、舒筋活血、增补元
气、延年益寿的作用。但是褚先生在补记的文
字中却论证，老百姓与君王对待灵龟不能一
样，“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
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正是带着老百姓杀龟食肉不好、君王杀龟
取甲做占卜道具吉利的观点，褚先生详述了商
丘古宋国宋元王与手下日者博士卫平围绕一只
龟是放是杀而展开的一场精彩辩论。

古宋国的国君其实一直称“公”，只有宋王
偃称了一回宋康王，还成了亡国之君。因此这里
说的宋元王要么是早期的宋元公，要么是宋国

末期的宋康王。到底是谁，其实已不重要。
书归正传。宋元王上任第二年的一天，做

了个奇怪的梦：一名头长脖子也长、穿着黑色
绣衣的男子驾着马车急急忙忙过来，他自称受
长江神派遣，北上出使黄河神召集的鬼神大
会，行至宋国泉阳这个地方不幸落入豫且的渔
网，被困在鱼笼子里。知道宋王素讲德行仁
义，特托梦求救。宋元王猛然惊醒，连夜唤来
卜筮行家卫平解梦。卫平拿着圆规、矩尺、秤
砣，看月色、观天象、阴阳八卦好一阵倒腾，
终于算出那梦中长江神的使者名字叫“龟”，
建议宋元王马上派人去寻找搭救。

宋元王按照梦中指引，派泉阳县令通过查
户口，很快找到那个叫豫且的渔民。豫且正巧
昨夜捕捞了一只大乌龟，那乌龟正在鱼笼子里
养着还没来得及烹煮。于是，那只龟被荣幸地
请到宋国朝堂。龟润泽有光，在王宫地上伸着
脖子往前爬了三步，又缩起脖子后退。宋元王
不解，卫平说，往前爬是感谢您救命之恩，往
后退是它想赶快离开去开会。宋元王好感动：

“好啊！这龟神灵到这个程度，赶快驾车送它
走，别让它耽误了长江神的正事。”然而，卫
平从日者的角度思考，绝对不是这样想的，接

下来辩论就开始了。
卫平侃侃而谈：“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

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
于深渊，长于黄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
明于阴阳，审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
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
王勿遣之，以安社稷。”意思是这龟是灵验无
比、无所不能的吉祥宝贝，站在国家安危的政
治高度应该留下它，不能送它走。

宋元王也不是好忽悠的：“龟甚神灵，降
于上天，陷于深渊。在患难中，以我为贤，德
高而忠信，故来告寡人。寡人若不遣它，是渔
者也。渔者利其肉，寡人贪其力，下为不仁，
上为无德。君臣无礼，何从有福？寡人不忍，
奈何勿遣！”用现在的话说，宋国人最讲仁德
忠信，让俺杀它利用它的能力，跟打鱼的吃它
的肉没啥区别。不放灵龟走，仁德何在？不仁
不义，福从何来？

“不然。臣闻盛德不报，重寄不归；天与
不受，天夺之宝。”卫平以警句开头，一本正
经地忽悠说，这龟周游天下都没受过侮辱，而
到了宋国地盘上被打鱼的囚禁羞辱，它一旦回
去，长江神和黄河神肯定会愤怒报仇，到时候

宋国就会久雨不晴、洪水泛滥，或者天下大
旱、狂风大作、蝗虫暴生。大王对灵龟行仁
义，可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惩罚，到时候后悔
莫及啊！一定不能放它走。

“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后无功。”宋元
王毕竟是一国之君，也用警句回击，且旁征博
引、义正辞严地说道，拦阻别人的使者，破坏
别人的计划，这不是凶暴吗？夺取别人的宝物
归自己，这不是强横吗？“桀纣暴强，身死国
亡”，按你说的，就是陷我于不仁不义，让我
当昏聩残暴的夏桀、商纣王，这才是凶多吉
少。不要啰嗦了，赶快把龟送走！

卫平依然不慌不忙，使出日者的看家所
长，天文地理、四季轮回、飞禽走兽、男耕女
织等等一番引经据典、循循善诱、口若悬河地
阐释，其中不乏金句名言，如“人或忠信而不
如诞谩，或丑恶而宜大官，或美好佳丽而为众
人患”“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商贾不强，不
得其赢；妇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
势不成；大将不强，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没
世无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
之纪也”等等。结论是：大王认为留龟不放就
是残暴，其实还赶不上凿山取宝、剖蚌取珠的

人，对宝玉、珍珠，取者、收藏者都没有灾
祸，而这龟是打鱼人从水里取的，托梦给您说
明是国家之宝，上天赏赐，您又担心什么呢？

“谏者福也，谀者贼也。人主听谀，是愚
惑也。”宋元王认定了仁德，感到卫平在给他
灌迷魂汤，说的是谄媚奉承之辞，于是就从谏
言和谗言的角度，结合祖辈夏桀、商纣王不听
忠言听谗言的亡国教训，给卫平结结实实地上
了一课。结论是：前辈桀纣前车之鉴，“不用
忠信，听其谀臣，而为天下笑”，现在咱宋国
在诸侯国之间弱小如秋毫，如果办事不妥当，
又怎能逃脱灾难？

卫平在辩论中找到了对方的真正顾虑，接
下来的辩论直击软肋。他先是分析了诸侯争霸
称雄带来的祸乱和桀纣自取灭亡、汤武取而代
之的原因，强调指出，“当时而行，见事而
强，乃能成其帝王”。结论是：这龟确定是宝
贝，是被圣人所驱使托梦要传给贤明的君王。
大王就是因为德行高，才能遇到它、得到它，
而您却软弱恐惧不愿接受，只能说明您德不配
位。如果把它放了，宋国一定有灾难，到时候
您会后悔莫及。

宋元王终于被说服了，缴械投降，“大悦而
喜”。接着择日斋戒，设立祭坛，以刀剥之，用荆
木枝烧灼龟壳，直到烤出兆纹，灵龟终于变成占
卜的道具。“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强，龟
之力也”，此说不免荒诞牵强。

见闻曰：随着文明的演进和科学的进步，
远古靠卜筮判断吉凶祸福的现象似乎变得荒谬
可笑，但这些毕竟是人类认识世界寻找寄托的
初始，除了今天看来愚昧迷信的一面，其实里
面也蕴含着先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思维
智慧，值得敬畏。

古代卜筮者及其对所处社会的锐观察（下）
□ 郭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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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大 喷 （ 6 ）

生 活 □□ 司玉笙司玉笙

诗 人
亲 情 □□ 娄渊礼娄渊礼

诗 风

外面的雨很大，是暑雨。
他望望天，脸上便溅起了浅浅的细纹：

趁这天气，还是取出来？
要取出来的是一笔稿费，是他的一篇小

稿在当地报纸上登出后得到的报酬。这篇小
稿还是同事先看见后告诉他的，并且撂下一
句：“大文人，稿费来了你可得请客，别老
鳖一！”

“老鳖一”是当地土语，即吝啬、小气
的代名词，一说花钱请客就缩头的意思。

过了一些日子，稿费到了，是邮局汇款
通知单那种。他看看，一阵激动；再瞅瞅，
悄无声息地夹到本子里。

早先，大学毕业的他在这个城市各个角
落求职，每月的收入除留下房租和生活费
外，其余的都寄给乡下的爹娘。找不到工作
时，他一天只吃两顿饭，大多是馒头就咸
菜，外加一碗白茶。好在他终于在这家大型
企业扎下根来，年年升职加薪，进入了中
层。闲暇时，人家喝酒闲玩，他看书看报记
笔记，竟萌发了写作的念头。写好了就外
投，投了十几篇，终于有了这小小的结果。

打着伞，他来到最近的邮政所。柜台内
的那个年轻姑娘早认识他了，笑问道：“又
往老家汇款？”

“不，这一次是取款。”
对方一看汇款单，“噗”地一声笑出声

来：“三元呀，就这也值当的来取？”
他看看对方，将早已想好的一句也撂出

来：“值当的——有的人一辈子也挣不到这
样的钱！”

姑娘脸一红，解释道：“我的意思是下
着这么大的雨蹚泥踩水的，不能好天再来
吗？”

他笑笑：“就这下雨天我才有点空儿，
好天我还来不了哩，事忙。”

姑娘眼里透着亮丝丝的光，递给他三张
票子。回到公司宿舍，他仔细一看，都是崭
新的一元票，上面还各有一组三位数相连的
数字。

不久，他和柜台内的那位姑娘恋爱了，
再后来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洞房之夜，新娘
对新郎说：“我送你一样礼物。”

拿出来一看，是镶在镜框里的那张汇款
单。新郎激动得直抹眼泪，颤颤地说：“没
想到你收起来了，谢谢……我，我也有一件
送你……”

摸出来一亮，是那三张一元票，也是镶在
镜框里的。票面上各有三个数字被描粗：520！

“你看像啥？”
“像风帆！”
俩人相视一笑，紧紧地缠拥在一起。
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小名就叫

“三元”。
一晃，二十个春秋过去。到了结婚二十

周年纪念日，上大学的儿子正好也放假回来
了。夫妻俩弄了几个好菜，上了酒，一家三
口围坐在餐桌旁欢饮笑谈。

“你爸第一次得到稿费，同事们嚷嚷着
请客，那一次花了多少？”

见儿子一脸懵懂，大男人狡黠一笑，
说：“不多，一百八。”

“那稿费多少？”儿子逼问。
“三元！”
“你这不是赔大了吗？”儿子笑得下巴都

歪了。“怪不得我的小名叫三元，有这典故
啊！”

“你爸是内外有别——记得我和你爸第
一次吃饭才花了两块九，一人一碗面条，外
加一小碟榨菜，还问我能吃饱不能……”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儿子忽止住了
笑，看看身旁的大男人。

“不是笑话，是寓意：两块九两块九，
两人到一块要长久！”大男人说。

女人一听似想起了什么，起身到卧室，
再返回时，手中捧着的两个镜框跃入父子俩
的视野。

“妈，这是……”
“你爸说，这是天底下最大的三元，也

像风帆……”
儿子看着，喉咙里似有什么在响动。抹

泪站起，双手一一为双亲端起酒杯。
“爸，妈，我敬您一杯！”
夫妻俩立起，紧紧地拥着儿子，抵头掩

泣。
此刻，外面下雨了，是暑雨。

镜框里的风帆

那年我上初一。腊月二十几，孩子们都放
寒假了，“噼啪，噼啪”的鞭炮声不时响起，空
气中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香气，乡村的年味越来
越浓了。

奶奶到对门邻居家帮忙蒸馍。忙碌半天，
馍蒸好了，拍打拍打身上的粉尘，无意间在脖
子左侧摸到一个疙瘩，圆圆的硬硬的，不疼不
痒，犹如一颗元宵。对于这个不速之客，奶奶
最初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她清楚自己，身体
一向硬朗得很，干起家务和农活来浑身是劲儿。

年过去了，疙瘩却没有跟过去，仍留在奶奶
身上，而且越长越大。这时候奶奶开始觉病了。

一过正月十五，她便到宁陵检查，医生说
是老鼠疮。

春暖花开时节，去郑州拍片诊治，确诊为淋
巴癌。叔叔没敢把这一恶讯告诉奶奶，说病不大，
治一段就好了，还带她在二七塔前留了影。

麦梢黄的时候，去开封化疗，此时的疙瘩
已经迅速膨胀，大如馒头，疼痛难忍，并且开
始溃烂，火辣辣地，俨然一个火山口，甚是吓
人。父亲听了医生的嘱咐，意识到病情的严
重，浑身冒汗，两腿发软，差点瘫倒在楼梯上。

在开封治病期间，奶奶住在一个小乡村，
父亲的朋友牛伯伯家里。由于经济拮据的原
因，奶奶坚持自己的意见，始终不去大城市、
大医院治疗，也始终没有住院治疗。每天早
上，姑姑骑自行车带着奶奶奔波 18里高低不平
的土路，到开封一家医院去烤电化疗，烤电结
束再返回乡下。烤电持续一周，效果非常明
显，眼看着火山口逐渐变小，火气不大了，也不
太疼了，只剩下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口子。医生说，
再烤几天电，口子就会完全愈合了。奶奶现出一
身少见的轻松，姑姑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然而，
关键时候，医院的烤电设备出现了故障，致使烤
电治疗中断。过两天，去医院看看，设备没有修
好。又过两天，去医院看看，还是没有修好。苦等
数日，烤电设备一直没有修好。姑姑心急如焚，干
脆趁此机会回家筹钱。奶奶也归心似箭，只身一
人从开封乘公交车回家，由于不是直达车，只能
就近在杞县邢口下车，迈着裹得像粽子一样的小
脚，步行 30里路，到家已是夜深人静，见到家人
泪流不止……第二天，我跑去看奶奶，怎么也
找不到人，听说她㧟着篮子下地了。嗨，病成
这样，还惦记着那几亩地。

又过一个年。奶奶用过的药瓶子药盒子堆
积如山，她身上的火山口保持着沉睡状态，带
给人新的希望，然而无情的癌细胞却在肌体内
悄然扩散。有一天，天刚擦亮，我醒得早，睁
着眼睛躺在床上思前想后。忽然，右眼皮不停
地跳，恰似有人在用手揪我的眼皮，心想，听
大人讲“左眼跳福，右眼跳祸”，这难道是不祥
之兆吗？正疑惑间，听到姑姑哭着来到我家，
对着正在厨屋做饭的母亲说：“嫂子，嫂子，咱
娘的病厉害了！……”

右眼跳祸的事是一个秘密，多年来我始终
守口如瓶，害怕亲人们会把奶奶病情加重归咎
于我。我本不迷信，但奶奶的病由轻到重的突
然转折正应在我的身上，也许是巧合，也许是
天意，但毕竟是事实。

农历二月，春风拂面，小河的水解冻了，
树木又要开花发芽了。然而春天不光顾奶奶，
病魔疯狂地附在她身上。奶奶躺在床上，已经
来到生命的倒计时，姑姑每天陪着她。脖子左
侧的火山口火气冲天，已经恶化成一个大窟
窿，不断渗出带有恶臭味的黄水，一呼吸窟窿
里就会冒烟。院内一棵大石榴树繁茂的枝头
上，一二十块擦拭黄水的五颜六色的破布就像
婴儿的尿布一样，横七竖八，迎风呜咽。

看着奶奶消瘦而痛苦的面庞，我疼在心
里，无数次背着她抹去难过的泪水。从我记事
起，奶奶整日操劳，省吃俭用，没有享过一天
福。她最喜欢孙子辈，再苦再累，再忧再烦，
只要一看到小孩儿就喜欢了，就来了劲儿。对
于我们孙子辈来讲，奶奶就是一只老母鸡，能
避雨，能乘凉，能保暖。于是，点点滴滴的往
事，如镶上金边的朵朵云彩一起向我涌来。

有一次，奶奶家的一只小鸡死了，奶奶不
舍得扔掉，做早饭时在锅底下烧熟，在大街上
追上我，将能吃的部位给我撕着吃，我感到又
焦又香，好吃极了。我让奶奶尝尝，她却始终

没有尝上一小口。那岁月，饲养猪羊鸡鸭都是
为了一个目的——卖钱，一年里根本吃不上几
次肉，不要说鸡肉，就是蚂蚱烧熟了塞到嘴里
也是香喷喷的。

暑假的一个傍晚，我在家里调皮，穿着凉
鞋踢一个烂玻璃瓶子，不慎右脚的大脚趾划出
一个大口子，顿时鲜血迸流，赶快一瘸一拐地跑
到奶奶家求救。奶奶让我坐在家门口，赶紧跑到
堂屋，从一个铁盒子里拿出一块黄色的石头状的
东西，用刀刻了几下，把刻下的粉末撒在伤口上，
又用一块布包扎好。伤口马上不疼了。之后她多
次关心伤口，直至痊愈。——这块黄色的石头状
的东西，比火柴盒大一点，到底是什么，后来问父
辈们，没有谁能说得清，成了一个谜。

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冬天，曾参加公社组织
的抽考。那天气温骤降，天还不亮，奶奶就站
在窗口喊我吃饭。奶奶怎么知道我要考试？肯
定是父母告诉她的。听奶奶讲，她怕起晚了，
一夜没有睡好觉，一听见鸡叫就赶快起床，和
面、烧水、擀面条，盼着我考出好成绩，将来
有出息。我吃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顶着寒
风踏上考试之路。后来我把奖品，一支彩色的
玉米棒一样的钢笔拿给奶奶看，她高兴得合不
拢嘴，逢人就夸。

奶奶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不喊疼，不沮
丧，表现出超乎想象的顽强。此时，左腋窝成
了渗水的屋顶，啪、啪、啪，滴着黄水；全身
就像一个葡萄架，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
疙瘩。她一再吩咐的是，三个儿子手里都缺
钱，特别是二儿子，正在西场打制砖坯，准备
烧窑盖房，不要再为她多花钱了；她牵挂的
是，女儿刚刚订婚，看不到成家的那一天；她
担心的是，孙子红伟从小跟她吃住，傻乎乎
的，将来怎么生活怎么成长……

农历二月初七，火山口彻底熄灭了，63岁
的奶奶终于解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火 山 口

推倒三山站起身，
挺胸昂首壮乾坤。
改革找到脱贫路，
开放打通致富门。

水碧天蓝环境美，
民丰物阜业基深。
拼搏奋斗七十载，
强盛中华屹世林。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 沈其丽

一块城砖的回声，听见战轮的脚
步

一片瓦砾的回声，听见历史的雨
声

一面城墙的回声，听见故事的烛
话

在这里轻敲的，还有袁崇焕啊
是否能听见？钟鼓楼的钟鼓
还在敲响着
是否能听见？城墙上的红夷大炮
还在无声地鸣叫
是否能听见？首山上的烽火台
还在热火地心跳
轻敲历史，辽金明清现
天空还是那轮明月的清照
方方正正一座城
东南西北四扇门
谁的忠义与气节还在那里站哨
守护着关外的最后一道屏障
守护着山河的乡愁
守护着历史的古道
三峰矗立的首山
少女仰卧轻唱着相思谣
渤海湾的波涛
浸湿了袁崇焕的衣角
菊花岛的禅净
菩提树下参悟岁月苍老
一千三百多年的温泉
洗涤去历史的喧嚣
宁远古城
把心留住，把心环绕
他依然驻守，铁马金刀
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宁静致远
不管是青灰暗淡，还是身浴金光
用尽沧海桑田的气力
守望着时光
只要想家了，不再觉路遥

历史的乡愁
□ 李愫生

见 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