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几何时，倾羡风花之悠然，
御风纷飞天地间，清风明月相伴，
咫尺间，一丝尘埃未染。曾几何
时，风染成灰烬，晚霞旖旎，夕阳

余晖落影。曾几何时，青山屹在，
宛若眉黛，流年已散尽，终是桐花
落……

清明印象里总是落雨，今年的

清明又是细雨霏霏，如蚕丝般透
亮，忽急忽慢，一头挂在云端，一
头挂在心尖，风总是吹不断它，缠
绵于天地间，情思漫漫……雨还一
直在下，满怀思念之情，驱车赶回
我日夜思念的老家。家乡的老屋，
虽然有些破旧，但在我心里它是那
么的亲，那一块砖、那一片瓦、那
每一个角落都深藏在我的童年记忆
里。老家的这处院落是在 1983年翻
盖的，红墙灰瓦，当初在我们村也
算很不错的小院，在我记事的时
候，我们家也就是几间快塌倒的老
土屋，也不知住了多少代人，房间
的墙壁上被烟熏得乌黑发亮，充分
验证了老一辈人被无情岁月的煎熬。

推开院落大门，一股略带微甜
的清香扑面而来，院落里满地都是
飘落的桐花。桐花没有玫瑰的情
思，没有牡丹的娇贵，也没有春天
里的如约而至，更没有赶上油菜花
的盛会，但在春意即将褪尽的日子

里，它却带来世间一地繁华，白色
花瓣、红色花蕊，风姿绰约、娇媚
多情。桐花飘落时，看不到满地雪
白，只见漫天的舞姿，清香沁入鼻
孔。“桐花春雨看不透，已是桐花飘
落时”，岁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
有那花开花落，去感触那年轮的匆
匆到来又匆匆离去。父母都是农村
人，没有见过世面，但在他们眼里
只要能种好梧桐树，就能招来金凤
凰，这也是作为父母对儿子将来人
生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在父母的心目
中，那金凤凰一定是他们眼中最亮的
一抹霞光，他们没有耽于虚空的幻
想，而是将希望的目光投到了院落里
那棵高高的满披朝阳的梧桐之上。

记忆里院里的这棵梧桐树应该
有三十多年树龄了，两个人都抱不
过来，那年月，各家各户的日子都
不是太好过，唯能支撑一家人生活
的也就是村北头的那几亩薄田，农
忙时收收庄稼，农闲时父亲就靠从

市里骑车驮些粮食到乡镇上去卖，
挣些零花钱来维持生计，供我们姊
妹上学，现在感觉每次回老家的路
上，好像还有父亲的身影，正在艰
难地蹬着车，赶往回家的方向。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好几个年
头了，那是一个初冬，天气渐寒，
一场疾病让父亲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就离开了我们，父亲走的那天，天
降暴雨，雷声轰鸣，按照季节那是
不可能有的天气，也许那是老天在
为父亲送行。父亲走了，留给我们
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痛楚，尤其是
到了清明，这种思念和痛楚会更加
浓烈，扯人心肺！

父亲走了，可在他心里留下了
希望，坚持、盼望、等待……院里
的那棵梧桐树何时落上金凤凰！

桐花热闹地开了，又不为人知
地飘落……

平凡无奇的满树桐花，犹为鲜
明，犹如那年，犹如那个春天，那
个春天的桐花飘落……

而桐花飘落里，总是有那淡淡
的乡愁。

风过桐花之末，瑟风肆意，怀
念父亲，怀念那花与泪的一瞬间！

一梦繁华尽，一曲花间醉，碾
尽墨香只为离愁，就让那些弥留在
岁月里的心结和悲伤，随着风儿，
伴着那桐花落，慢慢地飘散吧……

又是一年桐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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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

金风，
拍打着双翼，
在秋野上徐行。
高粱，
绿裙舞碧空，
立秋三天穗子红。
看一块块红高粱，
似一张张红绸绫，
绸绫飘飘映天红。
剪下送给裁缝，
做成五彩礼服，
献给劳动英雄。
于1961年7月21日

开封铁塔公园

满园绿地平展，
织成巨幅绿毯。
花草树木林林总总，
成了绿毯上的图案。
两条弯曲的小溪啊，
给绿毯镶上了滚边。
建筑精美高耸入云的铁

塔，
乃是七朝古都开封明信

片。
空地上红领巾欢歌狂舞，
犹如百花齐放彩蝶翩翩。
远道飘来的云彩不肯离

去，
乳燕双双飞播的诗句成

串……
风光宜人的铁塔公园呀，
你是不是拴住了游客的

心——
他们乐而忘忧留连忘返？

于1961年7月29日

腊月的清晨

腊月的清晨风吼雪狂，
城乡处处披上了银装，
公路上溅起簇簇雪泥，
运粮车正在驶向北方……
迎面倏然闪出一个人来，
将一袋物件拖到路中央；
司机使劲地按喇叭鸣笛，
那人好像没听见并不躲

让。
司机急刹车，跳出驾驶

仓。
拦车的是位老人，声音

洪亮：
“司机同志，麻烦麻烦

您，
请把这一麻袋粮食装到

车上。”
司机早为老汉拦车生了

气，
听到这个请求气更壮：

“大批粮食急着送灾区，
在这节骨眼上儿你为啥

把车挡？！”
老人花白胡须结满了冰

珠子，
黑棉袍子变成了白大氅，
和颜悦色地对着司机

笑，
随把故事的来龙去脉向

他讲：
“我早起拾粪转到这段路

旁，
见一辆运粮车闪下了这

袋粮；
我高喊停车那车也没停

下来，
再等后边运粮车，我是

这样想……”
一席话打动了年轻司机

的心，
年轻司机的心里起波浪，

足有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大爷，谢谢您老的好心

肠！”
腊月的清晨风吼雪狂，
城乡处处披上了银装，
公路上溅起簇簇雪泥，
运粮车正在驶向北方

……
于1962年1月24日

高歌明媚而又和谐
的春天

蓝天白云做天幕，
辽阔大地做铺垫，
多股平行的电线伸向天

边,
宛若碧空中架起了巨型

琴弦；
电线上欢蹦乱跳着春燕，
多像五线谱中音符点

点……
春风原本就是大自然的

歌手，
此刻轻轻地在把琴弦来

弹；
沱河在欢快地载歌载舞，
芒砀山在尽情地陪伴；
小白杨转动着指挥棒，
高唱明媚而又和谐的春

天！
于1961年3月13日

绣花女

喜鹊家燕叫喳喳
姑娘手捏绣花针
忙在布上细描画
描上高粱一棵棵
穗如火炬染红霞
画上棉花一株株
碧波雪涛连天涯
描上金谷一行行
谷穗如同狗尾巴
画上黄豆一亩亩
豆荚摇铃沙沙沙
描上芝麻一排排
排排芝麻开白花
画上红薯一墩墩
墩墩红薯赛蜜瓜
描上金秋丰收景
景色宜人如油画
画上大车小辆图
车辆滚滚运庄稼
描啊描呀画啊画
欢声笑语田间撒
画啊画呀描呀描
平原农民乐哈哈

于1961年5月24日

售票姑娘
——写给公交车上的售

票员

乘客递给您钞票一张，

您递给乘客车票一张，
彼此心领神会，
满脸喜气洋洋。
不管那炎夏酷暑，汗湿

衣裳，
不管那冰天雪地，手脚

冻僵，
不知迎来多少黎明，送

走多少夕阳，
您啊，忠贞不渝地工作

在公交线上。
“同志，请听广播吧，祖

国天天向上。”
“同志，要尊老爱幼，要

互相体谅。”
“同志，不要把头和手伸

出车窗！”
“同志，再见，祝你身心

健康！”
每到一站，您就分外匆

忙：
先搀下孕妇和残疾人，
再扶上老大爷和老大

娘——
人在车里跟在家里一个

样！
您那潮涌般的热情哪，
把多少人的心扉激荡！
您那诗一样的话语哪，
又给人留下美好印象！
人们向您露出亲切的微

笑，
向 您 投 去 敬 佩 的 目

光——
微笑会使您倍受鼓舞，
目光会使您增添力量。
不知劳累的售票姑娘啊，
怎不叫我写诗为您歌

唱——
您那平凡劳动中蕴含着

伟大，
誉满家乡的花朵将为您

开放！
于 1961年7月6日

巾帼英雄美名扬
——彩色故事片《红色

娘子军》观后

含泪吞恨的岁月早已过
够，

报仇雪耻的火焰燃在心
头；

共产党给指出了革命的
道路，

农村妇女们组成了娘子
军队伍。

今天拔除阳江据点，
明天火攻文市炮楼，
今天还在高山密林里出

没，
明天又闯进南霸天的狗

府……
当国民党疯狂围攻海南

苏区的时候，
你们阻击敌人，把红军

主力掩护，
坚守着阵地，誓死不后

退——
把冤仇连同子弹一齐射

出！
敌人听到“娘子军”的

名字，
就心惊肉跳，望风逃走；
人民听到“娘子军”的

名字，
就夹道欢迎，衷心拥护。
碧血洒处百花齐放，
五指山下万民欢歌狂舞；

“砸碎铁锁链扛枪为人
民”的英雄业绩啊，

激励人们朝着闹翻身求
解放的道路昂首阔步！

于196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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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周，诗人流
沙河的仙逝惊动了不
少文人雅士。写诗的
与不写诗的，读诗的
与不读诗的，都看到
这位 88岁的老头离去
之后，在微信朋友圈
聚集的人气。有人甚
至还翻出来他的书
籍，翻阅他的过去，
给本来就很热闹的诗
坛做了一次广告，也为社会普及了一些历史
文化知识。

媒体上关于流沙河的文化标签是按作
家、书法家、诗人的顺序排定的。我心存疑
虑，认为他应该被称为诗人、作家、学者，
至于该不该带上“书法家”的头衔，我不敢
贸然评论。

我认为流沙河先生首先是一位优秀的诗
人，我们是通过诗歌来认识他的。流沙河本
名余勋坦，其主要作品有 《流沙河诗集》
《故园别》《游踪》《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
谈诗》等。1957年，流沙河因为创作的散
文诗《草木篇》而被批判，并因此被打成

“右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
“因诗获罪”的事件。他在20多年的艰苦岁
月里，蹲过牛棚，拉过大锯，干了许多不该
干的体力活。平反后，流沙河开启了诗歌创
作的第二个春天，写下了许多可以流传后世
的作品，如 《故园九咏》《理想》《妻颂》
《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等。11月24日，流
沙河逝世的第二天，四川的一位网友在微博
发文说，流沙河喜欢写诗，写了不少诗。据
传，他在被关进牛棚“改造”期间，也在写
诗。后来，他坚持 10年左右在成都图书馆
公益讲学，诗也就很少写了，现在看到的诗
歌，大多是他上一世纪写的作品，其中两首
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被选入中
学语文课本。

1982 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
设专栏，最早介绍台湾现代诗。后来，他把
这一系列文章集结出版为《台湾诗人十二
家》，引起了轰动。正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
推介，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1982年夏，余光中致信流沙河，谈到了四
川的蟋蟀和故园之思。4 年后，流沙河在
《蟋蟀吟》中写下“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
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流沙河
感慨之余，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一时
传为佳话。上世纪 80 年代，我从《诗刊》
上读到他的《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并抄
背了下来。可惜因为搬家，诗抄本不知流落
何处，现在只能背诵开头的几句。世纪之
交，经常读到他谈诗论经、说文解字的文
章，知道他开始了学问的研究，由诗人转向
做一名学者。尤其是他对于庄子的研究，显
示了独特见解，他的《庄子现代版》一书也
很受欢迎。早几年，在新华书店里买了他的
一本《Y先生语录》，以为书中的弯弯绕太
多，没有读完就放下了。我感到他的文章过
于深沉，没有诗歌的文学味道浓厚。其实流
沙河的晚年生活，像他的文章一样风趣幽
默。他不喜欢外界给他的溢美之词。他说：

“一个人自诩为著名诗人，这是自我美化，
是笑话，我不要那些虚荣。”今天，那些动
都不动都自称为著名 xx的人，该学一学流
沙河先生的谦逊。

现在的年轻学人对于流沙河缺乏更多的
了解，若干年后，他的诗文还会发出光芒。
微信好友“粥饭”在转发流沙河仙逝的消息
时留言：“牛棚里牛和棚还在，蹲牛棚的人
去了；流沙河里的河床还在，沙不知流向了
哪里。悼之。”爱好诗朗诵的几位文友，又
重新灌录了《就是那一只蟋蟀》等诗句，在
微信朋友圈里传播，我听了一遍又一遍，越
听越有味道。

诗 人

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105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
迁对此情有独钟，但因为时代不同了，他所处
的汉朝正处在天下一统的汉武中兴盛世，写史
自然不会再沿用孔子那种微言大义的“春秋笔
法”。用司马迁的话说：“士贤能而不用，有国
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
也。”即贤能之士得不到任用，这是国君的耻
辱；国君英明圣智而得不到广泛宣传，这是主
管官员的失职。“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
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
言，罪莫大焉。”意思是说我当太史令，如果
撇开圣明贤德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
功绩不记述，忘却了先父的遗嘱，罪责再大不
过了。所以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
传，非所谓作也”。意思是我只是所谓叙述故
事，整理世世代代传授的东西，并不是所谓创
作，不能简单拿来跟孔子作《春秋》相比。

司马迁此说充满对古人圣贤的敬畏之情，
自然也有忠诚践诺的谦虚胸怀。

于是，司马迁带着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的
神圣感，当太史令先是与人合作为汉朝修改历
法，成功编订《太初历》之后，正式开始了

《史记》的写作。他利用汉兴以来汇集到太史
府的萧何造律、韩信军法、张苍规章、叔孙通
礼仪等文献资料，搜集天下散失的古事遗文，
忍辱负重，矢志不移，“王迹所兴，原始察
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
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具
备了系统的纲目。“同一时期而不同世系，年
代先后不大明白，作十篇表；礼乐增减、律历
改变、兵家权谋、山川改造、鬼神迷信、天人
关系，承敝而通变，作八篇书；辅弼之臣忠信
不渝，坚守臣道，以侍奉君主，作三十篇世
家；扶持正义、卓异不凡，抓住时机、建功立
业，名载史册，作七十篇列传。”历经十四年
艰苦卓绝的耕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
六千五百字”、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巨著《太史
公书》终于大功告成。

（二）司马迁在生死荣辱考验面前的励志
传奇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心怀天降大任的司马迁对早他三百年的

孟子说的这番话体会更深，因为他在开始写作
《史记》七年后因言获罪，接着面临的生死、
困苦、荣辱考验，与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名篇中所列举的舜、傅说、管夷吾、孙叔
敖等先贤的励志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
遭遇只写了区区九个字，“遭李陵之祸，幽于缧
绁”，云淡风轻地一笔而过，而留给后人的却是
他面对“身毁不用”逆境作出的励志选择：向圣
人先贤学习，“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
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
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
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这些圣人先
贤，都是满怀悲愤无处发泄——“皆意有所郁
结，不得通其道也”，所以才叙述往事、启迪后人
——“故述往事，以师来者”。愈挫愈奋，我索性
从三皇五帝的唐尧、黄帝写起，一直写到当下！

司马迁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荣辱考验，
在考验面前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史
记》只有雪泥鸿爪的片言只语，这是司马迁不
计较个人荣辱、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而写史的必然。司马迁“遭
李陵之祸”后又经历七年，即到了汉武帝征和
二年 （公元前 91 年），《史记》已基本成稿。
这年，少卿任安在朝廷“蛊惑之祸”中受牵连
入狱，向在汉武帝身边当中书令的好友司马迁
写信求救，于是司马迁给狱中好友回复了一封
著名书信《报任安书》。就是在这封私信中，
司马迁抒发了自己在《史记》中说不出的屈
辱、悲愤、无奈和初心坚守。

事出汉匈之战。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汉朝悍将李陵出兵匈奴，虽顽强作
战、血拼到底，但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而
被俘甚至投降。汉武帝很震怒、食不甘味，司
马迁本来是抱着宽慰皇帝的心情而仗义执言，
替李陵说了几句虽败犹荣、也许是为保存力量
假投降的话，结果造成汉武帝误会他攻击没及
时救援的贰师将军而替败军之将李陵辩护，以
诬上的罪名将其判了死刑。那时候死罪想活命
有两个补救办法，一是拿五十万贯钱赎罪，司
马迁一介书生根本拿不出；二是以宫刑也称腐
刑、极刑代替问斩，一般人不愿受这生不如死
的羞辱，甘愿领死。47岁的司马迁因为有使

命在身，毅然而又无奈地选择了后者。宫刑
后，司马迁又被任用为皇帝身边的中书令，形
同宦官。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时年55岁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袒
露心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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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
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
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意思是说，面
对宫刑这奇耻大辱，我之所以苟且偷生，身陷
污浊的监狱中而不肯死，是只恨我心中的志向
还没完成，如果就这样窝窝囊囊地死了，我的
文章就不能流芳后世了……我费尽心思写《史
记》，像古代圣贤一样，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
事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
家的言论。刚开始草创还没成书，恰恰遇到这
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还没有完成，因此只要
能活着即使受到再残酷的刑罚我也认了。我确
实想完成这部书，完成后把它先藏在名山之
中，然后再传给志同道合的人，继而让它广传
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自己受到的奇耻
大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我会后悔吗？

见闻曰：事实证明，司马迁忍辱偷生、以
无我的精神、历经十四年写就的史学经典《史
记》，达到了或者说远远超过了他当时能够想
象的影响力，堪称响彻古今中外，盛赞汗牛充
栋，甚至连我这孤陋寡闻之人也在两千多年后
的今天一读倾心，竟用了两年多时间苦读，而
且留下了累计20多万字的读史随笔。

司马迁的初心追求和使命担当 （下）
□ 郭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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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里的诗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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