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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大街小
巷、商场车站、家里
单位，每个人都在抱
着个手机看屏幕，传
统媒体电视、报纸受
到冷落。尤其是晚
报、晨报、都市报，
都在抱、抱、抱怨自
己的阅读量下降。但
是，还是有人喜欢纸
质阅读，一些可读性
强、贴近生活的报纸仍然活跃在市面上。

上个月，一位东北的文友帮我搜集到了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生活报》，拿
到以后十分亲切。其报头下面代表办报宗旨
的两句主题词“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
步”十分有气势，但是，这两句大而空的口
号让人感到值得推敲。生活类报纸嘛，在把
握大方向的前提下，还应当围着生活转。多
一些衣食住行，多一些柴米油盐，多为提高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出谋划策就够了，就一定
能赢得读者信任，还是把“记录时代风云、
推动社会进步”的大局交给党报、党刊吧。
文友同时寄来的还有一份哈尔滨日报报业集
团主管、主办的《家报》，报头下面的两个

“读者俱乐部”标识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
是“好太太俱乐部——黑龙江省首家女性读
者俱乐部”，另一个是“老友俱乐部——备
受欢迎的老年读者俱乐部”，还有“扫一扫
关注家报微信公众号”等内容，都在报纸一
版的显著位置，显示了报纸编辑的细致和用
心。该报的版面设置也很新颖，有“妈宝
团”、“医公益”、“教子”、“美食”等，离生
活很近。南京的朋友王晓洲寄来的《江苏工
人报》很新颖，其中的“慢生活周刊”可读
性强，集时尚、淘宝、影视、数码、美文于
一体，给读者的感觉是虽“慢”，却不落伍。

今年春天，随省杂文学会去禹州采风，
禹州市总工会的老杨兄弟给我找到了几张许
昌的报纸。其中《许昌晨报》有一个“汇生
活周刊”，让我审视良久。在报头的下面，
编者利用谐音玩起了文字游戏——“汇资
讯、会生活、惠万家”，翻看内容，报纸将
家电、楼市、时尚、家居等“汇”在一起，
给读者提供了便利的服务。

无论是“汇生活”，还是会生活，都显
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这
些也印证着我们的祖国壮丽 70年取得的辉
煌成就，就像一位老年人说的那样，比起过
去，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是想都没敢想！简直
是太幸福啦！

上世纪 80年代，流行朦胧诗。其中有
一个名为北岛的诗人，写了一首标题为《生
活》的诗，而诗的内容只有一个字——网。
当时我们这些刚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人感
到十分新奇、别致。其实，生活就是一张
网。每一个人，每一段路，就是一个网眼或
网结，没有人能够脱离这张网而孤立存在。
生活在网里的人，需要把单位和家庭、亲人
和朋友等各个网眼打理好，每一个网结都照
顾到。人们每天都要往网眼里钻，感到生活
很累。那么能否变得轻松呢？这就需要考量
一个人的睿智程度和胸怀雅量了。

郑州市的一位文友，前几年从重要岗位
上被调整下来之后，选择了一种自由自在的
生活。他把自己年轻时琴棋书画的爱好重新
捡拾起来，又是旅游，又是美食，把日子过
得丰富多彩，成了一位“生活家”，十分令
人羡慕，也受到大家的点赞，这叫会生活。

就像一首歌里写的那样——“平常人过
的是日子，写到纸上叫生活”。懂得生活、
会过日子的人都可以成为生活家。

诗 风

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104

历经两年有余的史海沉潜，“凡百三十
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终于研
读完毕。掩卷回味，司马迁先生当初著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
初心追求和“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
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
不表于后也”的使命担当，穿越 2000年的历
史时空，犹在耳边铮铮作响。《史记》收官之
作《太史公自序》加上司马迁后来写给狱中好
友任安的那封著名书信《报任安书》，构成了
东汉班固 《汉书》 中原汁原味的 《司马迁
传》，结合起来看，一个有血有肉、励志践
诺、忍辱负重、矢志不渝的司马迁跃然纸上、
激荡人心。

（一）司马迁的初心追求源自父亲言传身
教

司马迁追溯自己的司马家谱，追到了五帝
之一颛顼分封的管天管地的重黎，说重黎后裔
在周朝周宣王时期因为失去主管天地的职守而
有了司马氏，只是“司马氏世典周史”的说法
被后人证明有些虚夸，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深深
影响了司马迁及其父亲的人生选择和追求。

其实，上溯司马迁的前八代祖宗，八世祖
是秦国伐蜀立功的将军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
作为秦将白起的副将打过著名的长平之战，曾
祖父司马无泽当过西汉长安一个市场的市长，

爷爷司马喜当过五大夫，前六代好像都跟修史
无关。

问题的关键出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身
上。司马谈曾师从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学、
师从阴阳家杨何学习《周易》、师从道家黄生
学习道家学说，因学识渊博在汉武帝初期被征
召当上天官太史令。司马谈太史令的一大学术
贡献是把当时阴阳、儒、墨、名、法、道等

“六家”的治世学说要旨和利弊掰扯得一清二
楚，总体看有些偏向道家：

——阴阳家夸大灾祥而忌讳很多，说阴阳
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条规禁
忌，“顺之则昌，逆之不死则亡”，未必如此，
所以“使人拘而多所畏”。但其阐述的“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顺天应
时不可失是有道理的。

——儒家以《六艺》为准则，传经者成千
上万，学说庞杂，“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
能究其礼”，所以说其弊端是“博而寡要，劳
而少功”。但其明确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
长幼之别”，其他百家也不能不认可。

——墨家崇尚尧舜之道，让天下人都学远
古尧舜的节俭做法，看不到“世易时移，事业
不必同”，因此其学说“俭而难遵”。但其提倡
勤俭持家的思想是对的，谁也批驳不了。

——法家主张不分亲疏贵贱一概取决于法

令，这就造成“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
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因此其学说是

“严而少恩”。但其讲究君臣有序、职责分明，
是值得采纳的。

——名家过分在乎名分而违背人情事理，
因此其学说“使人俭而失真”。但其由名及
实、由表及里的验证考察办法，是可取的。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做起来容易，说
起来不好懂，但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
形”，集阴阳、儒、墨、名、法等诸家学说之
所长，“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
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不管后人信不信“司马氏世典周史”，司
马谈深信不疑，曾对儿子司马迁说，咱们的祖
先是周室的太史啊！再往前面说，远古唐尧、
虞舜、夏禹时期就曾掌管天官功名显赫，只是
后世中途衰微。复兴祖上荣光，历史的重任落
在了咱们父子这两代身上了。

司马迁也是深信不疑，而且从小就做好了
担当使命的知识和阅历储备——“年十岁则诵
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
九凝，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
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
城，过梁楚以归”，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阅人无数。司马迁才学突显，很快成为汉
武帝身边的郎中秘书，曾奉旨西征巴蜀以南地

区和南略邛、笮、昆明等地。
公元前 110 年，汉武大帝“接千岁之

统”、行泰山封禅大礼，这是永垂史册的大事
件，但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竟没有资格伴驾记
录见证，这让司马谈大失所望，“故发奋且
卒”，意思是气个半死，见了从外地出差回来
的司马迁，便在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地对儿子做
了口述遗嘱：我死后，你必定会接班当太史
令，一定不要忘记我所打算的著作啊！而且上
升到了孝顺的高度，说孝道分三种境界，侍奉
双亲是开始，臣事君主是其次，最终是立身扬
名。扬名后世，使父母分享光荣，这是孝道中
的最高境界。还把自己毕生追求却来不及完成
的著作选题做了交代，说周朝幽厉王之后，王
道缺失、礼乐崩坏，多亏孔子修复旧业，整理
《诗》《书》、著作《春秋》，天下学者都以他为
榜样。但是，从《春秋》所记载最后期限鲁哀
公十四年以来，至今又过了四百多年，其间诸
侯互相兼并，战事不休，历史记载无人过问。
而现在汉朝兴起，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
士辈出，我做太史令却没来得及梳理记载，从
而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所以惶恐不安、死
不瞑目，你多加考虑吧！

司马迁哭着接过父亲传过来的接力棒，庄
严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弗敢阙。”意思是小儿不才，谨听教诲，愿全

力以赴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缺少省
略。

（二）司马迁的使命担当体现忠诚践诺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28岁的司马迁接班

当了太史令，开始大量接触和研究国家的藏书
和档案，心中燃烧着传承父亲遗志、完成父亲
未竟事业的熊熊火焰。他说：先父遗言，自周
公去世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今天又
是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往昔圣世事业，也像
孔子一样整理 《易传》，吸取 《诗》《书》
《礼》《乐》的精华吗？谆谆告诫，用心良苦，
当仁不让，我怎敢推脱这个历史重任呢？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司马迁早已成竹在
胸，尤其是对孔子编撰整理的儒家经典“六
经”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为他后来开辟
中国历史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认为，儒学“六经”中，《春秋》
一书，“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
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
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
也。”意思是说，无论从思想高度来说，还是
从一般内容来讲，《春秋》讲述的都是王道最
重要的内容。《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 （节
人），《乐》用来启发人的和乐（发和），《书》
用来记述政事（道事），《诗》用来表达情意
（达意），《易》用来阐明变化 （道化），《春
秋》则用来发挥道义（道义），拨乱反正，只
有依赖《春秋》最合适。《春秋》微言大义，

“文成数万，其旨数千”。“《春秋》之中，弑
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
者不可胜数”。国家君主不可以不知《春秋》，
否则就不能看清分辨谗邪小人和乱臣贼子；为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遇到事变不
能适当处理和随机应变。总而言之，《春秋》
这部经典，确实是“礼义之大宗”。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司马迁的初心追求和使命担当 （上）
□ 郭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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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生活，还是会生活？
感 悟 □□ 焦风光焦风光

诗 人

每天早上五点多，东方刚发白时，我就从
床上爬起来，草草洗漱后，打开电脑，敲击键
盘……

这样的日子在寒来暑往中交替，红了樱
桃，绿了芭蕉，除了额头添加的皱纹，回望来
时路，还留下一串串或深或浅的脚印。

上学时，语文老师竟然把一篇稚嫩肤浅、
语无伦次的作文当作范文读给同学们，诚惶诚
恐中，年少轻狂的我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
儿，在门外徘徊多时后，斗胆敲了敲文学的大
门。一篇篇稿件石沉大海，同学们冷嘲热讽：
笔下净是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陈词滥
调，还耍“笔杆子”。我恨不得从地缝里钻进
去，羞愧之下我问自己，我是不是这块料！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把这句话
写在摘抄本的扉页上。我没有放弃自己的梦
想，相反，随着岁月交替，梦想就像初春之苗
在心底拔节疯长。我喜欢文学，高中时居然把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整本抄了下来。除了感
动孙少安的愤青历程、孙少平的情感纠葛外，
还有一点深深吸引着我：在几万个中国汉字
中，为什么在文学家的笔下颠倒次序，重新排
列后就是一篇沁人心脾的美文，就是一首荡气
回肠的赞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文学
的魅力。

时至今日，我依然庆幸，在求学时就把

《出师表》《劝学》等一篇篇文言文背得滚瓜烂
熟，把“四大名著”里的经典语言熟记于心。
我相信，这些日积月累的营养，会给深埋心底
的种子带来复活的力量。高中时，我的文章出
现在校报上，这点小小的成就让我兴奋不已。
我给自己打气：今天我得到了学校的认可，明
天将有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大学时，我学的专业是新闻，梦想着将来
能成为一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
者。现实绕着理想而过，但自己的梦想从没泯
灭。我还是像着了魔一样，每天在手中重新排
列着这些汉字。也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帝，
那年的冬天，我的第一篇小说终于登上了报
端。手拿散发着墨香的作品，我喜极而泣。正
是这迈出的一小步，坚定了我创作的信心，从
此，我在文学的道路上日夜狂奔，乐此不疲。
为了写作，泡好的方便面忘了吃；为了写作，
我深夜从床上爬起来，妻子嘲笑我犯了神经
病；为了写作，几次忘了关火烧坏了铁锅……

我把这些糗事看作生命中的音符，没有它们就
没有五线谱上跌宕起伏的旋律。

2004年，我收获了 7000多元的稿费。要
知道，那时我一年的工资才二三千元。就是这
7000多元的稿费，让我家里多了一台台式电
脑，让我们的饭桌上多了些肉花，让儿子的奶
粉钱有了着落。

从石沉大海到弹无虚发，从“豆腐块”
到“连载”，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我的
文章像点点繁星，散落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
上。这些饱含心血和汗水的作品，换回一个
个鲜红的证书：全国地市报好新闻奖、河南
省好新闻奖……我曾自我安慰，虽然没有当
上记者，这些荣誉也算是让我圆了记者梦。
直到现在，我还心存感激，正是这些作品给
我的人生带来了转机，让我的工作岗位从县
城转到市里，成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公务员。

2016年春节，父亲罹患重病。从此，我
在单位、家庭、医院之间奔波，一刻未曾懈

怠。孩子哪怕取得一点点的成就，最高兴的莫
过于父母。为了让他们多一些笑脸，我拧紧发
条铆足劲，以每年发表一百多篇的速度在路上
奔跑。这三年里，我减少应酬，放弃了一切休
闲活动，将重心放在家庭和创作上。当别人还
在梦乡时，我已披衣而起，扬鞭赶路。2019
年，我把近些年发表的杂文集结成册，将现代
文学出版社发行的杂文集《风声》交到父亲手
中。父母从乡下搬到城里后，就住在公园旁
边，隔窗就能听到公园里由我创作、儿子演唱
的原创歌曲。母亲对我说，只要有人抬头看大
屏幕放你写的歌，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孙子唱
的。父母眉宇间流露出的自豪感瞬间化作一股
力量，让我无需扬鞭自奋蹄。歌曲《万千恩
爱》中有一句歌词痛击心扉：你们一定要把自
己保护好，等我成为你们的骄傲……

掀开我的笔记本电脑，键盘下方是两块黑
色的印记，那是每天敲击键盘时双手摩擦、汗
水浸泡的痕迹，我把它看作在路上奔跑时留下
的脚印。我时常告诫儿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初心和使命，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现在努
力，比将来低头求人强一百倍，我希望你们能
成为家人的骄傲。

在路上，有风雨，有阳光；在路上，有日
出，有残阳。在亲人关注的目光中，我又踏上
征程，去找寻诗和远方……

在 路 上

岁 月 □□ 杨成夫杨成夫

苇芽吐尖
水塘春响
绿染小村庄
鸟声唤醒外公
塘边柳笛鸣唱
扯上外公放风筝
蜻蜓在苇尖上舞蹈
苇杆挺立
叶儿飘逸
鱼戏莲叶里
蛙鸣停下私语
外公塘里割水草
我在水中游嬉。老牛
伸向外公“哞哞”喧叫
苇花摇摆
絮儿飘舞
青鸭声渐没
外公采苇花编老鼠
我捉蝉儿上树
满塘苇花白到天边
村民备好了收割的镰刀

苇垛成墙
庭院静谧
外公织苇席
我藏入苇墙喊外公
他说看到了你
快过来递苇篾子，新席
就能变成你喜爱的小人

书
转过半个世纪
周楼村的芦苇塘啊
你还在吗？
其实你就是我外公
身上贮满故乡的记忆

瓜 棚

月亮挂在天上
西瓜藏在秧下
瓜棚里坐着外公
我躺网床上听故事
村中飘来
谁家娘亲唤儿声
外公去巡瓜田
瓜儿露出笑脸
我隔瓜叶问秋虫
外公把瓜肚拍响
来看下，今年这瓜
又是一个好收成

外公的芦苇塘（外一首）

□□ 李智信

小村的村头有一棵千年古槐。据小
村老人口口相传，古槐系唐朝先人所
栽。为表达对先人的崇敬，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但凡生产队的一些
事务诸如分菜、分粮都在老槐树下进行。

那时候，分菜分粮都是按工分分
的。将分好的东西一堆一堆放在地上，
由队长或会计在每堆旁边的地上写上户
主的名字，各家各户按照名字认领，由
于是按工分分配，分的东西自然就有多
有少，劳力多的户分的多，劳力少的户
分的就少。菜多菜少都无所谓，粮食可
就不一样了，粮食分的少不够吃，一家
人就要饿肚子，只好去集市上籴粮食
吃。这还不算，到年底总分分红时，境
况更是如雪上加霜。因工分少，就要拿
钱补给工分多的人家。如此一来，使本
来就拮据的日子更加紧巴。村里有一个
大家都叫他二爷的，刚四十多岁，背都
驼了，一脸皱褶，还有气管炎，经常咳
嗽。由于家里小孩多、劳力少，辛辛苦苦
干一年，还要拿钱补给人家，他怎么想都
觉得委屈，怎么想都觉得日子实在是没法
过了。被绝望围困的他，在一天夜里，凄惨
地吊死在老槐树上。队里只好又重新分
配，免了他一家应出的分红钱。

老槐树下还是一个天然的饭场。小
村的人们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在老槐树
下吃的。到饭点的时候，人们一手拿
馍，一手端饭碗，也有端着菜碗的，陆
续来到树下，往地上一蹲，或席地一

坐，无论男女，都是如此。其实，那时
候的馍饭非常简单，馍是玉米面掺红薯
面做的，也有纯红薯面的，黢黑黢黑，
发着亮光。饭就是玉米面糊涂，杂面面
条，白菜汤等，大体如此。所谓的菜，
就是自家腌的萝卜、酱豆，很少有炒菜
的，因为没有油。吃饭完全是公开的，
谁也用不着避讳，大家的饭菜几乎都是
一模一样的。如果有谁家的人没去饭场
吃饭，大家都会猜到，他家一定做好吃
的了。

在饭场上，我大伯是一个引起大家
评论的热点人物，都喜欢与他笑闹。大
伙都说他一个酱豆子吃一个馍。怎么吃
的？大伙说，就是用一个酱豆蘸汤，舔
一下，吃一口馍，如此反复。这我没见
过，大伙说的虽然有点夸张，但大伯的
会过是村里出了名的，是不争的事实。
生产队里耩麦，他光着膀子拉耧，怕绳
磨烂了衣裳，肩上却勒出一道深深的透
着血丝的印痕。擦脸的手巾，一个撕成
两个，用一个，留起来一个。这是我亲
眼所见。大伯曾说：“有头发谁还肯装秃
子？”一句话道出了他对当时窘迫生活的

无奈。
老槐树是小村的标志。它似一个历

经沧桑的老人，目睹了小村世世代代的
悲欢离合。老槐树也是命运多舛，在上
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遭雷击，把半边
树身烧焦、枝丫劈断，但老槐树依旧傲
然挺立，青翠一片。老槐树的际遇和小
村以及小村村民的际遇何等的相似！

今年国庆节期间，小村的老人们在
老槐树下“忆苦思甜”，回顾往事，心绪
难平，感慨良多。嘱咐年轻人，一定要
听党的话，跟党走，把小村建设好。今
年八十八岁的岳喜君老人说：“过去，俺
这一辈人吃尽了苦，受尽了罪，现在的
年轻人多有福，吃的用的啥都不缺。我
还不想死，想多享几年福。往后的社会
是啥样的，我可能看不到了，反正只能
会越来越好。”老人沧桑的脸上流露出对
新生活的留恋和向往！

是的，老人家说的对，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新生活他可能看不
到了，但老槐树能够看到，它会像见证
小村的变迁一样，见证着一个伟大的新
时代的来临！

老槐树

读永城
紫气岩上一条蛇
正被处斩
读永城
大运河的柳树
正顶着满头的绿发
风一来，它们全乱了方

寸
唯有太丘的松柏
仍不动声色地站在陈公

庙中
读永城
读夫子崖的诗书
读一朵云和一座塔
相拥崇法寺中
读永城
一条沱河东去
就做了豫东平原的母亲
她的孩子是满地打滚的

玉米
读永城
读相让胡同
读刘国辅千里寻父
读张娘娘的传奇
读永城
曹操还在浍河练兵
华佗还在龙岗救人
读永城
读抗大四分校的红色文

化
读陈官庄1949年的炮声

读鲁雨亭如何与芒砀山
千古

读一座城的灵魂之鸣
读永城
读一把麦子
如何铸就中国面粉城
读永城
佛光寺的清风正听着钟

声
日月湖的水正读着
岸上的炊烟
读永城

在 乡 愁 里 读 父 母 的 白
发

故乡在心中葱茏
读永城
读乡村振兴的永城
演集镇的每一块石头都

是风景
读永城
一棵麦子抱着自己的丰

收
一块煤把自己砸开
它们有着相同的属性
读永城
读永远美丽的城
你、我、他
所有用汗水打捞日子的

人
你的幸福都会晶莹
你的快乐都会升腾

读 永 城
□□ 梁晓娜

六十年前在汴京，
辛辛苦苦读高中。
高考一关获免试，
直接保送到南京。
手拿粉笔数十载，
三尺讲台勤耘耕。

莘莘学子遍天涯，
俯仰无愧正师风。
四个自信要坚定，
不忘初心得始终。
学无止境别倚老，
八十五岁也不停。

车过东京汴梁城
□□ 晓 非

1955年从开封市高中毕业,算来已经六十多年,重返
开封,心潮难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