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月湖风景区为商丘一景，其虽为国
家 4A级旅游景区却亲民免费，为市民、游
人称道。景区占地面积 1.62平方公里，水
域面积 1.02平方公里，以“桥、台、岛”三位
一体的特色景观著称。

康桥为好事之人，颇受日月湖恩惠，每
每来此晨步晚游皆感神清气爽、心情愉
悦。加之有诗词之爱，所以每日来此皆用
手机拍景，搜肠刮肚以诗词配之，自得于
乐。近日好事，瞩目于景区亭子，经躬身
查验日月湖风景区亭共有十一座，惜未
命名。窃以为景区有文化才有内涵，才
有生命。于是多日察景看地，欲把每个
亭子都赋予故事赋予灵魂，拍照配诗命
名权当娱乐。

一、枫叶岛二亭
位于日月湖景区西部，游客服务中心

东，大乔小乔之间枫叶岛上。其岛南侧有
亭两座，临湖而建，两亭并列于湖岸。实乃
乘凉戏水之好去处，又为观湖赏景之佳
地。康桥诗云“抬望览碧波，闭目听涟漪。
近水澈悦目，临风清沁心”，窃以为二亭可
以命名为东为“观波亭”西为“听涛亭”。或
诗题“抬望能览千顷波，闭目可听涟漪声”。

二、大乔东和鼓画广场之间四亭
在枫叶岛东侧“大桥”和“鼓画广场”之

间，园林绿化处北侧至应天公园内环路之
内，有亭四座。因亭较多，又密集，所以命
名之难度颇大。康桥查观多日，实测其境，
寻其特点，终于有所发现。

最靠近枫叶岛东侧“大桥”园林绿化处
西北侧有一亭，晨时经常有老人在此驻车
休憩聊天。所以得诗两句“三五老翁停车
处，相聊甚欢忘归程”，故把此亭命为“醉翁
亭”。在此亭北侧，有一道人工堆堤好似一
道山岗，亦是一道分水岭和屏障。此堆堤
北侧，环境相对封闭幽静，绿树环绕，鸟鸣

声翠，其间有一亭。亦得诗两句“心归清幽
若无事，正是有意听翠鸣”，故把此亭命为

“翠鸣亭”。四句相连得诗一首“三五老翁
停车处，相聊甚欢忘归程。心归清幽若无
事，正是有意听翠鸣。”

在枫叶岛东侧“大桥”直通东北有一条
小路，小路东侧园林绿化处北侧有一亭，此
处四面皆高，好似坐落谷底。到雨日，坐亭
内，望雨下如珠如线亦是一景。因而得诗
两句“人生无常喜悲事，不妨稍坐听风雨”，
故把此亭命为“听雨亭”。此亭东侧，“鼓画
广场”西侧，土山南麓亦有一亭。此亭命名
康桥颇为烧脑。在此亭南可望日月湖之
水，东可见石鼓上历史人物。每个历史人
物皆是一面镜子，可见历史兴衰，可见个人
修行。因而灵感自来，得诗云“参前倚衡守
笃信，修行见贤多思齐”，故把此亭命为“思
故亭”。四句相连得诗一首“人生无常喜悲
事，不妨稍坐听风雨。参前倚衡守笃信，修
行见贤多思齐。”

三、好人广场一亭
在好人广场西侧，运动健身区北有一

亭。驻足此亭一可以看到景区最高建筑
“点赞塔”，二可以看到广场演出大舞台。
可以说每每好人广场有大型活动或演出，
在此均可以小憩欣赏。因距好人广场极
近，所以“世间风景美如画，好人正气树乾
坤”便可身临其境感受颇深。因此康桥把
此亭命为“知画亭”，寓意可以观人间好人
画卷，受好事熏陶。这正是“世间风景美如
画，好人正气树乾坤，若要成佛心向善，运
开时泰福禄荫。”

四、音乐喷泉西北一亭
豫东少山，仅有永城芒砀一山。所以

商丘人对山的热爱难以言表，就康桥而言
每每出差他乡见到山就会多看一眼，见到
山就像爬上一下。所以商丘凡有公园处皆

爱堆土山，日月湖景区依然。
此亭为整个景区土山最高处，可览日

月湖全貌，又可赏山下碧菏池。康桥诗云
“清新唯在临风处，入心恰有一支荷”，故把
此亭命为“临风亭”。并小撰一诗“登高视
野阔，胸有千顷波。清新临风处，入心一支
荷。”

五、曲波桥一亭
此亭颇为特别，它与曲波桥一体成为

日月湖一景。远观此亭跃然水上，居此亭
视野开阔，南望百亩水面波光粼粼，北观亦
有一个湖泊，夏有睡莲朵朵，秋有芦苇花
开。可谓湖连湖、湖生湖、湖套湖之奇景。
康桥撰诗云“曲波桥横湖生湖，跃然出尘为
胜景”，故把此亭命为“跃尘亭”。复撰二句
凑为一诗“曲波桥横湖生湖，跃然出尘为胜
景。一水可观三界事，春夏秋冬皆入镜。”

六、樱花岛二亭
在日月湖南部有景点樱花岛，岛上遍

植樱花百株，每到春季繁花似锦甚至热
闹。岛最高处有一亭，登高可一览小岛全
貌，亦可观日月湖烟波浩渺。康桥诗云“樱
花岛上春来早，登高一览尽春色”，故把此
亭命为“阅春亭”。

樱花岛北侧临近湖畔亦有一亭，可亭
中戏日月湖水，亦可远眺湖北岸“二乔”。
二乔为三国美女，传说其父乔玄为商丘
人。因此典故在日月湖枫叶岛建“大乔”

“小乔”两座桥为景以示纪念。康桥诗云
“烟雨桥头思烟雨，湖畔亭中望二乔”，故
把此亭命为“望乔亭”。

其二亭，四句相连得诗一首“樱花岛上
春来早，登高一览尽春色。烟雨桥头思烟
雨，湖畔亭中望二乔。”

日月湖十一亭尚无命名，纯粹是康桥
之好事，个人之喜好，仅作休闲谈资，望请
同道之人斧正！

日月湖十一亭命名记
□ 康 桥

作家杜素焕的小说集 《白雾》，作品厚重，
叙事丰富，故事性强，语言灵动，描摹细腻，充
满人文情怀，或称赞道德之美，或贬斥人性之
烈，或悲悯弱势之痛，或发出严肃追问，无不扣
人心弦，亦彰显出她思考现实、心怀天下的胸
襟，与时代共振的责任担当，以文载道、以文化
人的创作理念及颇厚的文学功底。

作品集中尽管有些词句略欠打磨，但也只是
白璧微瑕，8部中短篇小说仍不失为沾泥土、冒
热气、带露珠、契合时代精神、引领大众审美的
佳作。依我之见，杜素焕善于运用细节描写，进
而收到一石三鸟的奇效，则是成功的诀窍之一。

“一石三鸟”不是我的发明，那是西洋人的
谚语，是作家魏金枝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发
表在《文艺月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的。顾名
思义，用一颗石子能打下三只鸟来，自然是个高
手，而作家在作品中的细节描写，与此类似。杜
素焕关注社会、扎根生活，用心发现和捕捉细
节，恰当地运用细节描写，描摹出时代的气氛、
人物的性格，同时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增
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当为一石三鸟了。

细节的真实描写，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文
学作品虽然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应该给读
者以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与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密
切相关，所以恩格斯要求现实主义作品应有“细
节的真实”。老作家唐弢亦在 《创作漫谈》 中
说，“故事可以虚构，细节不能捏造”。请看这部
作品集中 《孝子麻三》 的几个细节：“小时候，
我娘给它几块糖果，他不舍得吃，赶紧装进衣兜
里，回家剥一块塞到爹嘴里，又剥一块塞到娘嘴
里”——显示麻三孝顺之纯；麻三上高中时两次
遛街，“一回是用省下的生活费给爹买治疗风湿
性关节炎的膏药，一回是拿得来的奖学金给娘买
了双皮靴”——显示麻三孝顺之烈；麻三主动要
求调到离家二里地的乡政府，“无数个夜晚，他
安然地陪伴着父母聊聊天，倒杯茶水端碗饭，捶
捶后背揉揉肩，也有时慢悠悠地打来两盆温水，
然后温顺地蹲下身，给父母洗洗脚，剪脚趾
甲”——显示麻三孝顺之美。这些准确细微的描
绘，真实可信，一个践行百善孝为先理念的麻三
便跃然纸上，活灵活现地立在读者面前。

细节描写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谁要是
写出全部细节，那就失败了；必须把握有代表性
的细节。”（俄·屠格涅夫语） 在短篇小说 《白
雾》中，作者正是选择并运用了这样有特征的细
节，促进了故事情节的一步步展开。打工回来过
年，“樊留锁闻听鼾声眉头紧锁，犹豫片刻，就
轻 手 轻 脚 地 从 床 头 携 起 一 条 厚 棉 被 去 了 西
间”——这个细节显示樊留锁对老婆已经不“感
冒”了；“他拍着胸膛说，散伙就散伙，走个穿
绿的，来个穿红的，倒是你，七十岁的杂毛老头
也懒得要”，“老婆清泪直流，却不再说话，只愤
愤然把留锁的换洗衣服连同一套破被褥扔到西屋
橼床上”——这两个细节表明，夫妻成了水火不
容的冤家对头，情感出现了重大危机；留锁老婆
掂起布包要回娘家，男人上前阻止说，“你再敢
往前走一步，我敲断你的大腿”，留锁“又补上
几拳，连同那句走了永远不要回来的呵斥声，震
得她头晕目眩”——这些细节描写，表明夫妻关
系到了恩断义绝的边缘；曾帮捅下水道的“光棍
汉脖颈一挺，脱口而出：你男人在外有相好的

了，那娘们跟他一屋吃一屋住”——这个细节表
明樊留锁早已出轨，不爱老婆了：一天“留锁老
婆只听得门框叮咚一声，循声望去，见一塑料袋
东西从门缝里塞过来，她瞬间明白是谁的事了。
她赶紧把塑料袋拿在手里，解开口，见是几张热
乎乎的韭菜煎饼，心儿不由得热乎了一下”——
这个细节表明，留锁老婆与光棍汉渐行渐近，以
致在一个傍晚二人私奔，“那渐行渐远的人影、
车影统统消失在浓浓的白雾中 ”——这些细节
描写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一步步推动着樊留锁与
韩素贞的婚姻走向了崩溃的境地。无形之中，折
射出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问题，发出了作家关切
的呼唤。

细节描写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在《风吹
落叶》中，杜素焕注意选取有意义的细节，突出
主人公陶叶的个性特征。面对所患的脑胶质瘤，
陶叶对秋云说，人生是个过程，最终都要有个终
结，只是有早有晚，无所谓的——细节表明，陶
叶豁达大度，对死亡看得开看得淡；同女儿视
频，“陶叶向女儿投去深情的一瞥，只是一瞥，
眼皮就快速地拉了下来……她咬了下嘴唇，又重
新抬起了眼皮，郑重其事地交代起女儿必须注意
的事项来”——细节既表明她对女儿的关爱，又
展示她正确对待个人疾病而又不愿让女儿牵挂的
坚韧性格；“郭土楼建敬老院时资金紧张，她不
等人家张口就拿出三万元去应急”——细节展示
了扶贫时陶叶的大爱情怀；陶叶来郭土楼村养老
院看望老人们，“竟然觉得跟回娘家一样”，蒸馒
头刚出锅，“陶叶伸手掰开馒头，一半放鼻子下
面闻了又闻，一半张嘴咬了一口，嗯嗯，是好
吃，真的很好吃”——细节既表明她跟老人们的
别样感情，又显示了她对现实生活的无限热爱。
没有过分渲染，没有刻意拔高，而通过一连串的
细节描写，便刻画出了一个退休干部心系人民、
热爱人生、不畏病魔、淡定乐观的高大形象，展
示了新时代人高尚的精神风貌，动人心魄，感人
至深。

重要的细节描写也会成为故事发展的主要线
索。中篇小说 《门口有个坑》 有这样的细节描
写：“坑不大，原本只有膝盖深，是崔明怀他娘
为娶儿媳妇脱胚盖房挖的”，“才几年，门口这坑
就人把深了。”掩卷回味，崔孙两家产生矛盾与
此坑有关；崔明怀雨夜偷瓜滑进坑里送命；孙尿
偷鸡吃罢将鸡毛埋进坑里；崔孙两家商议联手拉
土填坑，孙尿借机生了淫心；一个卖货郎打着看
风水的幌子胡说崔家门口这坑妨人；大羔二羔分
家提出谁分坑谁养娘；明怀媳妇晚年夜里出现幻
觉跳进坑里淹死，等等。其故事的发生、发展、
结局都与门口这个坑紧紧相连，这个重要细节，
俨然成了事件的核心和纽带。作家以此为依托，
向社会发出关注农村养老问题的强烈呼吁。不言
而喻，作品悲剧色彩浓郁，人性冲突激烈，但有
几处细节却令人心生暖意：五奶奶可怜穷人，常
说“给好户人家一升米，不如给穷人家一瓢面”；明
怀媳妇“总是息事宁人，说甭争竞恁多……咱就心
壳廊宽点儿，能容事能盛事，别老跟媳妇过不
去”；孙尿媳妇发话，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要不
然咱娘们也干，你装土，我跟着拉；“羔他娘没
挨饿多亏了哑巴儿 他几乎天天拿馍送来”，等等
细节，闪出人性之光，为作品平添了些许温暖的
亮色。

一石三鸟 耐人寻味
——谈杜素焕小说集《白雾》的细节描写

□ 杨 石

在上古时代，以商丘为中心的殷商大地，
水源充沛，林草茂盛，丘堌星罗，处中原腹
地，气候适宜人类繁衍生息。居住在这里的商
部族，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仅创造了灿
烂的殷商文化，而且在其先进文化的作用下，
也为华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
贡献。

一、燧人氏钻木取火，实现了人类社会生
产力的第一次伟大革命

从虞城马庄遗址发掘的文物证明，在商丘
一带有距今约 7000年的人类活动遗存，华夏
民族长期在此地带活动，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发
祥地之一。在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人
类还没有发明和使用火，人们生活在茹毛饮血
的社会，腥臊恶臭及生凉的食物使人们难易消
化吸收，且伤害腹胃，肠胃病甚多，人类寿命
很短，进化缓慢。到燧人氏时代燧人氏受自然
现象的启发，逐步发明和使用了火，促使人类
加快进化步伐，寿命大大增加。《韩非子·五
蠹》中记载：“上古之地，民食果蓏、蚌蛤，
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
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
号之曰，燧人氏。”在《太平御览》中记载：

“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
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
屈盘万顷，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
矣。……号燧人氏。”火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对
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如还可用于抵
御寒冷、驱赶飞禽猛兽、烧荒开垦耕地等，这
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能量，第一次驾驭自然力
的伟大成果，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
一次伟大革命，使人类真正走向文明社会。据
明《归德府志》和清《商丘县志》记载：“燧
皇陵在阏伯台西北。相传为燧人氏葬处，俗云
土色皆百，今事未不然。”以上史料说明，燧
人氏在商丘建立燧明国，死后就葬在商丘。此
处遗址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许多专家的认
可，1992年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华夏第一
火种”。全国十运会的“华夏文明之火”在这
里采集种火，现商丘市睢阳区已被授予“中国
火文化之乡”称号。

二、炎帝朱襄氏的农耕文明，完成了人类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二次伟大革命
在农业没发明之前，人们依靠狩猎、打鱼

和采集野果等来获取食物，其生存受自然约束
很大，特别是在冬季，无食可吃，常常威胁着
人们的生命。随着火的发明使用及石器等生产
工具的改进，人们逐步开始种植农作物，原始
农业初步被显现。其初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
收获没有保障，直到炎帝朱襄氏时期才使农业
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完成了人类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第二次伟大革命。《路史》中记
载：“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
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
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
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
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没。”另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
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
成，故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
生。”其意是在朱襄氏时期，常刮怪风（如现
在的干热风）造成阳气过剩而阴气不足，各种
作物枯死或不结果，瓜果无法成熟，于是令臣
子士达制作了五弦瑟，引来阴风，使阴阳二气
平衡，万物结子，获得丰收，万民以安。此由
说明，炎帝时代人们不仅对影响农业生产力发
展的农具、作物品种及生产耕作技术重视，而
且对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也高度重视。从大量
史书记载，华夏农耕文明始于朱襄氏时代，这
在殷商部族生活聚居的中原大地得到很好的传
承和发展。从商丘 8处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
看，属先商时期的各种生产工具多达 472件，
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刀等，其中石器 78
件、骨器 70件，这里已处于发达的锄耕农业
文明阶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当时中原一带的
农业也得到迅速发展，从商丘永城芒山出土的

“春耕图”汉画石像上看，在汉代商丘一带的
农耕文明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实现了牛拉铁犁
的先进农耕方式。

炎帝朱襄氏是上古时期居住在商丘柘城的
原始部落首领。在《吕氏春秋·古乐》注释中
记载：“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据
《柘城县志》记载：“朱襄氏殁后葬于城东 15
里，其墓如丘，称朱堌。”即现在柘城县城东

8公里的大仵乡朱堌寺村。此遗址从汉至今已
有约 2000年历史，朱襄氏大殿前的皂角树距
今已有600多年。商丘特别是柘城县对朱襄氏
的研究高度重视，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柘城
县政协于2019年编印出版了近400页的资料汇
编《炎帝朱襄氏文化研究》。

三、商部族对牛马畜力的利用，使社会生
产力发展产生质的飞跃。

商始祖契，是帝喾之子，在舜帝时因助大
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赐子姓，为商部落第
一位首领，由于他教化子民有方，被舜帝任为
司徒，以教化万民。其孙相土继承他的事业，
驯服马并发明了马车，马畜力在人们生产生活
的运用中，大大提高了社会交通运输能力。相
土利用其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其疆域得到扩
展，如《诗经·商颂》中记载：“相土烈烈、
海外有载。”到商部落第七世孙王亥，开始研
究驯牛的方法。野牛劲大性烈，人们很难驯
服，王亥通过多次实践，了解到牛的鼻子是牛
神经最敏感处，是最疼痛的部位，只要控制牛
的鼻子就能驯服牛，故此他采用刺牛鼻子穿绳
的方法驯服了牛。牛被驯服后，他又发明了牛
车等。《管子·轻重戊》中记载：“殷人之王，
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
这说明商部族修立栅圈，驯养牛马，以为人兴
利，这种圈养牛马的技术很快得到推广普及。
牛马畜力运用于农耕和运输，大大提高了社会
劳动效率，使人从繁荣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牛马圈养和在生产生活中的运用，是人类
社会畜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使当时的社会生
产力得到飞跃性的发展，这也标志着我国农业
与畜牧业的第一次分工的完成。

四、商部族首创商业，大大促进了社会分
工的步伐

商部族将牛马畜力广泛运用到社会生产和
生活之后，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劳动产品有了剩余。以王亥为首的人们赶着牛
车带上剩余的产品到外部族去进行以物易物交
换，实现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竹书纪年》
记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
绵臣杀而放之。十六年，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
以伐有易，灭之，隧杀其君绵臣。”另《山海

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
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这是说王亥和
其弟王恒到有易部族去易物交换，有易国君绵
臣杀王亥和夺其牛羊等产品，后王亥之子甲微
伐有易，杀了有易君绵臣而报杀父之仇。当
时，由于商业的发展，加快了社会的分工，特
别是纺织业迅速从农业中逐步分离出来，以形
成男耕女织的社会大分工。这时纺织品除满足
自家穿用外，已有大量的剩余。这在商汤代夏
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管子·地数》中记
载：“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之
薄（亳）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
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
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
这是说伊尹能遵循商业流通规律，认识到商品
流通对稳定市场、发展经济、保国安民中的重
要作用。如在商汤灭夏之前，伊尹为了削弱夏
的力量，采用商品交换的策略，用丝织品换空
夏都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管子·轻重甲》记
载，商汤时，夏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仅女
乐就有三万人，而且女乐歌伎“无不服文绣衣
裳者”。故此伊尹令商部族妇女日夜赶织“文
绣纂组”以“一纯得粟百钟”的价格，来换取
夏都的粮食，这样夏都的粮食大批运往商部
族。这是商汤快速灭夏的重要因素。商业的发
展不仅促使了青铜器、陶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
用品的专业化生产，随之还形成便于交易的市
场、门市店铺及繁荣的城市。《史记·货值列
传》记载：“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
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这是说在当时定陶、睢阳已是商业繁华的都
市。王亥作为华商始祖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我
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题词：“商人、商
品、商业起源于商丘”。有关商丘“三商”之
源的知识现已进入我国中学辅助教材。由河南
省政协和全国侨联主办的两年一届的国际华商
节已被国家定为固定的节庆活动。

从以上几个方面不难看出，殷商部族是较
早孕育了华夏历史文明的部族之一，她不仅是
殷商文化之根脉，也是华夏社会生产力创造性发
展的重要源头，人类社会生产力伟大革命及几次
社会大分工均在此完成、发展和体现。

殷商部族对华夏社会发展的贡献
□ 赵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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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
夏邑县何营乡小
李洼村民在沱河
风景带碧桃园里
录制抖音，欢快
的笑声表达了人
们战胜疫情后的
喜悦心情。

本 报 记 者
韩 丰 摄

碧桃园里
录抖音

艺苑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