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景亮是一个多面手，他对
商丘的新闻、文艺工作都有着杰
出的贡献，著述甚丰，成果累
累。最近，他又出版了一部《李
景亮新诗选》，承蒙送我一本。我
如获至宝，展卷诵读、吟咏，读
他的新诗选如饮甘泉，如酌醪
糟，令人欣喜，使人陶醉，佳作
迭出，美文联翩，情不自禁脱口
而出：真好文章也。那么，《李景
亮新诗选》好在那里，美在何处
呢？窃以为，这部《李景亮新诗
选》有以下亮点，值得圈点，可
以击节赞叹。

首先在于这个 《李景亮新诗
选》的底层性、平民化。读者初
读 《李景亮新诗选》 有一个错
觉，认为这是农民诗人王老九的
创作吧，出现在诗集中的人和
事，几乎百分之百的是农村中的
村夫、村妇、青年、媳妇，几乎
没有一个股级以上的干部，清一
色的农村中的底层人物。农村、
农民、庄稼、牛羊等，成为这个

《李景亮新诗选》的全部内容，真
是情纯如水，没有用闲杂人员掺
和，好像诗集门帘上印着几个大
字：这是农民家园，其他人最好
不要进来。这真可谓“老农在
此，诸神退位。”这个以农为本的
底层性决定了这个诗集的乡土
性、泥土味、乡音性、乡愁感。

农民好哇，广袤几万里，上下几
千年，谁也离不开农民。这里的
农民，大多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基
层大众，是他们的汗水，滋养了
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这些人的
牺牲精神、奉献精神，是这个民
族、国家的生存基石。这在《李
景亮新诗选》中占据几乎百分之百
的篇幅，在优秀的诗作中，《老农李
今朝》、《洗补衣裳的老大娘》、《赞
劳模》等篇什感情最为炽热。

《李景亮新诗选》为什么几乎
全部是讴歌农民的呢？答案很简
单，因为李景亮本人出身于贫苦
农民之家，生活在劳苦大众之
中，血液里流淌着农民全部基
因，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着源于
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是农民的一
分子，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当然
热爱农民啦。农民的生活，农民
的习俗，农民的语言，他都烂熟
于心。农民想的什么，以什么为
乐，以什么为忧，在他的诗篇里
都有精彩的反映、生动的描绘。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
主体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农
民对土地的热爱，对牲畜的关
怀、爱护，对生产工具的珍视都
是深入骨髓、融化在血液里，也
即是说，农民和土地和耕田的牲
畜，耕作的农具有着天然的、不
可须臾缺失的浓郁深情，热爱土

地如同热爱生命，关怀爱护牲畜
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正如艾青
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我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
深沉！”在这方面 《遭遇暴风
雪》、《夫妻夜话》、《饲养员赵老
河》最为突出。《夫妻夜话》是一
首回肠荡气的诗篇，在行文走笔
的诗句里，《夫妻夜话》的内容不
是卿卿我我，肌肤之亲，而是关
心牛、驴有没有草料。农民爱护
牲畜的感情跃然纸上。这种感情
在《饲养员赵老河》里表现便同
样浓烈。把这部新诗选当作讴歌
农民的诗集是当之无愧的。

《李景亮新诗选》还有一个特
点就是它的通俗性、可读性、谐
趣性。他是为农民立传，为农民
而创作的，操的是农民的口语，
传达的是农民的感情。这部新诗
都是大白话，没有一首是拗口难
懂的。它的语言表达的通俗性和
它的讴歌农民形象的思想内容是
一致的。其中有些篇章还充满诙
谐之趣，例如 《甩鞭》、《赶会》
把农民在劳动之余的精神生活、
技能、技艺活龙活现地描绘出
来；《绣花女》、《种菜工》两首诗
表现便尤为精彩。人们日常生活
必须吃菜，但种菜是需要技术
的，虞城县便是重要的全国菜蔬
基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吨的蔬

菜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绣花
女》描绘绣花女的心灵手巧，可
以说是“巧夺天工”，诗人描绘
绣花女的娴熟技艺写道：“描上
金秋丰收景，景色宜人如油画，
画上大车小车图，车轮滚滚运庄
稼。”据史载，在我国元明时
期，商丘地区的“睢绣”居全国
之最，宫廷之服饰，戏曲舞台服
饰，大部分都是“睢绣”制品。

“睢绣”不仅仅是睢县之产品，
它是商丘地区几个县的代称，因
之“睢绣”实际上是“商绣”的
简称。

《李景亮新诗选》大部分篇章
创作于 1960 年左右，时间上自
1959年，下延至1963年左右。众
所周知，这几年是国家“多事之
秋”，政治、经济、农业、农村都
有“左”倾印记，生产、生活多
有困窘之处，但是在《李景亮新
诗选》 中却鲜见“左”倾印痕，
也无有困难生活的反映。所有的
篇章都是对生活的讴歌，对未来
的希望，对祖国的信心、对党的
信任，对领袖的热爱，表现了中
国人民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的英
雄气概，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个集文是新诗集，全部是
新诗体，没有一首是旧体诗。新
诗和旧诗不同之处在于形式的自
由，韵脚的开放，平仄的不拘。

因之新诗要想写好并非易事。在
我看来，形式愈是自由，韵脚愈
是开放，平仄愈是不拘，这诗愈
是难写。在大白话寓有诗韵之
美，在类似散文中旋律汹涌，这
是需要功力的，常言说：“功夫在
诗外”就是指的这种功力吧。写
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工业生
产中的小故事，此事和新诗有一
点联系，这种联系是偶然性的，
也是机缘巧合，上一世纪我国自
行车行业有一次评比，当时自行
车行业有“飞 鸽 ”“ 永 久 ” 和

“凤凰”三大品牌。在这次评比
中“凤凰”牌自行车落选了。

“凤凰”牌自行车厂长说，我们
这个“凤凰牌”自行车有一种类
似于大诗人郭沫若诗歌的内在旋
律，在外观上是看不到的。果不
其然，经过几年的实践，大众认
可了这位厂长的说法，“凤凰
牌”自行车风靡全国，成为三大
品牌之首。这种内在的旋律是一
种艺术修养、艺术造诣、艺术功
力，在平淡中见真力，在散淡中
见深邃，在随意中见魅力。千万
不要以为新诗好写，以为顺口
溜、数来宝、唱快板便是好诗，
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写好新诗
是需要真学问、真本事的，读《李
景亮新诗选》之后，我对此更深信
不疑了。

一本讴歌农民的好诗集
——读《李景亮新诗选》

□ 何思玉

近日，从山城重庆传来
消息：由文化和旅游部、中
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国家
级文化活动——第七届中国
诗歌节，将于2023年在河南
举办。河南省诗歌学会微信
群、中国诗歌网等媒体也报
道了这则消息，并且被爱诗
的小伙伴们竞相转发。

这无疑是河南文化史上
的一件盛事！是一场值得期
待的诗歌盛宴！

第七届中国诗歌节的主办权为何会花落河南？每
一位河南人都能说出若干理由。诸如河南出诗人，有
诗和远方；河南山清水秀，是人口大省；河南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等等。但是，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在
河南能找寻到中国诗歌的源头活水！能寻到中国历代
诗词名家的足迹。几千年来，中国的诗词大家在中原
大地留下卷帙浩繁的诗篇。河南不但有古代诗歌的土
壤，还有当代新诗的氛围。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首要位置的 《诗
经》，里面的许多篇章就诞生在河南大地。其中第一
篇《国风·周南·关雎》吟唱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
河南境内的古黄河岸边。有学者统计，在这本总共只
有305篇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与河南有关的作
品达100余篇，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作为
13朝古都，诗歌的河流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流淌，从南
北朝时期范云的“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到唐
代诗人李贺的“洛阳吹别风，龙门起断烟”；从唐代
李益的“那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到宋代邵雍的

“人间佳节惟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千百年来，歌
咏洛阳的诗人璨若星河。

“无开封，不宋词”。已有 4000 余年建城史的开
封，曾为8朝古都。宋时的东京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
市，有着“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汴
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历史上歌咏过开封的诗词名
家有蔡邕、蔡文姬、阮籍、崔颢、王安石、欧阳修、
苏轼、晏殊等许多载入文学史册的人物。

《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公元744年 （唐天宝三年）），诗仙李白拿着唐
玄宗赏赐的银子，一路往东。在洛阳遇到了比他小11
岁的诗圣杜甫。两人一见如故，相约“梁宋游”。从
汴州到宋州 （商丘），一起吟诗喝酒、游玩打猎。宋
州是当时的水陆交通要冲，是中原地区仅次于洛阳和
汴京的繁华都市。名满天下的李白，初出茅庐的杜甫
和仗剑游侠、长期居于宋州的高适三人相会，一起登
高赋诗，留下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李白“一朝去京
国，十载客梁园。”在宋州题壁，入赘招亲，并留下
千古名篇《梁园吟》等，成为文学史上闪光的一页。

2019年8月，商丘终于有机会再续诗缘——成功
举办了“第22届黄河诗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名
家行走在豫东大地，吟咏商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行
各业发生的巨大变化。尔后，各路大作，如雪片飞
来。“黄河诗会”成为河南诗歌界创出来的一个叫响
全国的诗歌活动品牌。近年来，省文联、省作协、省
诗歌学会还在巩义举办杜甫故里诗词大会，在新郑举
办白居易故里诗歌文化季，并经常开展诗人作品研讨
会，组织诗人深入生活，开展采风活动等等，不间断
地延续了河南诗歌的优秀文化传统。规模初具的河南
诗人队伍，以诗的语言和形式记录了改革开放伟大时
代的辉煌成就，留下众多的时代篇章，显示了诗与时
代的共同进步。

值得期待的2023年第七届中国诗歌节，将为河南
诗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将促进中原诗群的快速崛起和成长。可以预言，国内
外的诗坛大腕云集中原，共襄盛会，河南必然会涌现
出更多的像苏金伞、王绶青、塞风、李清联、王怀
让、马新朝、张鲜明、耿占春、杜涯等一样的、卓有
成就的诗星！

值得期待的诗歌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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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出鞘

诗 风

天 下

立冬是春的序曲
唱给柳枝或者花蕾
你说左耳是风入松
右耳是雨霖铃
我说孤独的牧羊人
从不孤独
声音欢快如万鸟归巢
想念每个冬日的第一

场雪
晶莹地舔着黄河古道
屋顶是错落的年糕
姑娘们围巾鲜红

睫毛晃动细小的冰柱
想念自己做的煤球
烧红两个人的夜晚
把玉米面窝头
烤到焦黄而流油
豆粥和一小碟
杞县的酱萝卜
加之一杯酒
煦妪如阳春
我们小到如同两滴水
在雪夜喂马劈柴
周游世界

立 冬
□ 宋立民

我的家乡余寨是豫东黄河故道南
岸一个普通的村庄，这里是洪河的发
源地，也是《虞城县志》中记载的：
明朝万历年间，黄河决口时郝、党二
壮士舍身挡水的地方，后人在此立将
军庙以示纪念。

2005年 10月我的长兄余世忠，将
自家的良田置换原庙址的坡地，联合
村中几位德高望重的村民成立了将军
庙筹建委员会，决心重建将军庙。消
息传出，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
的支持，其间几位委员的辛劳自不必
说，长兄为此还背负了一身的债务，
直至 2014 年才还清，《将军庙传奇》
一书曾记述了长兄的甘苦，在此我无
意为我的父兄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但他们和千万百姓一样，善良的品
格、宽阔的胸襟、勤劳的秉性，永远
让人尊敬。

有人说：黄河两岸出响马，洪河
源头强人多。“出响马”，只是听说
过，“强人多”也没有多少体会，但这
里的百姓淳朴、勤劳、善良、可亲、
可敬却是不争的事实。

刚记事时，有一位护堤的老人，
如我辈均称呼他为二爷，后来才知道
是我爷爷的叔伯兄弟。大堤向阳的半
坡处，两间用土坯堆成的茅草房，是
他生活起居的住所，一张农村常见的
撑子床、几件简陋的生活用具，便构
成了他的全部家当，用简单至极形
容，似乎最合适不过，但他护理的堤
段，从堤根至堤顶，恰如南方人经营
的梯田茶园，从春到冬随季节变化呈
现出层层不同的颜色，煞是好看。从
此路过的人大多喜欢在此歇歇脚，二
爷总是热情的捧上一碗带有土腥味的
温开水，供行人解渴，偶遇饭食时
间，不管你愿意与否，总希望让人一
起品尝粗糙的饭菜，那份真诚、坦率
一如至亲至交，不容推辞。

昔日的洪河两岸都是白花花的盐
碱地，几乎不长植物，只有荫柳条和
一种不知学名的草，乡亲们都称他为
碱嘟絮子，一条小梗两侧布满绿色的
絮，每个絮约一厘米长，摘下一个擦
去上面的浮尘，对着阳光一照，有透

明的感觉，像是一个个碧绿的翡翠吊
坠，只是细了些，用开水淖一下，加
点盐醋相伴，便是一盘不错的美味，
如果再滴上几滴芝麻油，放在嘴里细
细品来，更是妙不可言。

每到冬季，盐碱地也会给我带来
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老人的指导下，
将地上的芒硝堆一起，放在废锅，破
缸等大的容器中，用水搅拌，澄清，
烧沸，盛在饭碗或脸盆中经过冷冻成
型，便成了粗糙简易的土肥皂，进入
腊月，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几个小钱，
买上几个糖糕送给年迈的奶奶，便落
得下一个孝顺孩子的美名，同时私下
里换几个糖角，也满足一下自己的口
欲。

孩童时代的盐碱地，现已被改造
成产金奉银的聚宝盆。而今双鬓染
霜，驻足于此，想昔日游玩、戏水的
情景历历在目，而小伙伴们却各自天
南地北为生计而奔波，物是人非，唯
有洪河源头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夏日的傍晚，常呆呆的、脚东头
西，趴在将军庙西侧的大堤上，痴痴
的透着孩童般的股股傻气，望着洪河
源头上面的天空，看无尽的蓝天、悠
悠的白云、翱翔的雄鹰。现在想起来
颇有王维“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
时”的意境，那漂浮的白云，一会像
是驰骋的骏马疾弛而过，一会像牧童
鞭下低头啃草的群羊，一会变成祖屋
厨房升起的缕缕炊烟，一会变成田间
地头两位手托旱烟杆促膝长谈的老人
——云卷云舒间，一任你放纵想象的
翅膀，构勒奇妙的画卷。

黄河改道前的大堤像一条结实的
铁索将桀骜不驯的黄河水牢牢锁住，
保两岸百姓免受黄灾之苦，而今她又
像一道绿色长廊，扮靓着周边的村村
寨寨。堤脚根的沙土也是一付良方妙
药，惠济了一代代村民。过去没有现
在的尿不湿，谁家的孕妇生了孩子，
总是去堤根刨一箩筐沙土，用铁锅炒
熟或在太阳光下暴晒，然后装在尿布
袋里为婴儿垫屁股，松软舒适，干燥
防湿。

儿时村里有谁家添丁增口，总是

好奇地问母亲：他们的小孩是哪里来
的？“北堤坑里刨来的”，母亲淡淡的
一句话，把诸多的疑惑除尽，也似乎
明白了大堤根处一个个沙土坑的来
历。有时也信誓旦旦的想，等长大了
也去刨一个。

站在将军庙背后的长堤上，举目
四顾，眼前麦浪滚滚，远庄近村皆被
浓绿掩映，偶尔有村头外的小楼，红
墙绿瓦，格外醒目，也显示着农民的
生活日渐富足。堤半坡，少年时经常
读书乘凉的地方，几棵高大的刺槐，
枝条相牵，华盖如云，遮天蔽日。阴
凉潮湿处，苔藓似绿色的地毯，连片
相生，众多不知名的小花在微风中静
静绽放，让人不由得想起清代诗人袁
枚的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此时此
刻，被日月风化、流光侵蚀的记忆和
儿时那颗不安、好奇、躁动的心，仿
佛并没走远。

天无垠，地无边，问山川江河、
日月星辰，人生的归宿在哪里？蓦然
回首，脚下这片土地才是我人生的坐
标所在、叶落归根的地方。

故里、怀旧、思乡是千百年来永
远写不尽的题材。想起儿时记忆里，
慈眉善目的二爷和临终前仍念念不忘
重建将军庙的父亲，感慨万千，既有
世事沧桑、物是人非的喟叹，又有日
新月异、民富国强的欣慰。这里的土
地肥沃，五谷丰登，养育众生；这里
的百姓纯朴，友邻存善，和睦相处；这里
的精神不朽，世代传承，生生不息。故
乡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土一水，都是
游子眼中的美景，心中的挚情。

将军庙庄严肃穆、洪河水缓缓流
淌、故道堤绿色长廊、将军潭碧波荡
漾，还有那老屋中升起的袅袅炊烟，
慈母的声声呼唤，这些都宛如一页页
可读、可看、可闻的历史古书，给人
一无尽的韵味，让人留恋。

有人说，假如一个人总是怀旧，
不是年龄偏大，就是思想观念落伍滞
后，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也许这些说法都对吧。

洪河源头我的家
□ 余世乔

乡 土

凭吊白居易墓
己亥春，吾与家人偕老友张家修夫妇，应邀赴洛

阳观牡丹。潇洒尽兴。临终，为酬宿愿，便登香山拜
谒白居易墓。

是日，风清气爽，行人如织。抵山麓，跨溪桥，
扶护栏，拾级而上。达山腰，老友仰指一崖处告之
曰:“此乃白墓也。”见一梯形捷径，势须攀崖而上。
惜吾年迈力薄，且右瘫有卅，颇犹疑。所幸老伴扶持
相助，经牵枝后促，奋力攀登，终临墓园。

墓园者，实为卧山腰、类乎球场大小之墀坦也。
居中为茔冢，冢前立石碑，碑文为“唐太子少傅香山
白文公墓”。字迹硕大，清晰可辨。周遭为碑林，多
为古近名人之撰联。间有东瀛、新加坡白氏华裔之题
辞。躑躅有顷，吾与老友辨识碑文，沉吟推敲，终了
然于胸。再而瞻，冢座庞大严整，护林吐翠挺拔，碑
石栉比俨然，蔚为壮观。此乃大唐诗魔白乐天之陵寝
也。

沉思之，千年古人，不为碌碌浮尘淹埋，而为历
代仰慕尊崇，何哉？

冥冥间，恍惚琵女、炭翁迎面走来。倏而，似春风
送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余
音袅袅，不绝如缕。壮矣哉!白乐天，乃千古不朽之
诗人也!

及返商，仍思绪万千，爰为之赋诗二首，摘其一
于下，以示襟怀:

久慕山香溢满襟，偕妻邀友始登临。
路遥坡陡攀崖上，墀坦碑直镌颂文。
泉咽似听琵女叹，风寒犹忆炭翁身。
恍惚千载金佛立，面善心忧伟一尊。

访古隆中
己亥秋，吾与老伴造访古隆中。
古隆中者，乃诸葛孔明隐居处、亦为刘皇叔三顾

茅庐之地也。历史悠久，享誉中外，且以卧龙名世，
久为古今先贤后俊之仰慕。今得以造访，堪为平生之
幸矣。

先期抵鄂。翌日，即古历八月二十，由邀吾之至亲
陪同，从襄阳其居驱车至郊区，直抵隆中山脚，遂步行
山南卧龙冈，于疏林内茅庐中，即临诸葛高卧处也。

举步攀登。初，迎面竖立“躬耕陇亩”之碑石，
碑石旁立一躬耕亭。此乃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
吟》者之地也。复前行，黄叶铺地，古木参天，遥见
仙门外雄立两尊铜像：一者赤颜美髯，佩剑而立，彬
彬有礼者关羽也；一者卷须叉股，挺胸展腰，虎虎生
威者张飞也。其近旁，侧立一匹紫铜骥，犹昂首振鬃
长啸者。夫妇近前，待游人散去，童心未泯，遂助力
老妪跨鞍，吾兀自执辔，聊为一乐耳。

至中门，门额“古隆中”三字硕大醒目。左右楹联
为:“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侧门眉联为: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观之思之，油然而生敬意。
过草庐亭，达三顾堂。堂前“两表酬三顾，一对

足千秋。”主旨典雅，赫然入目。堂内陈设琳琅，古
遗羽扇纶巾书画盈室。至此，吾仿佛观到一位智者:
正襟危坐，鸿论天下，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犹闻: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
如渴……”其语势滔滔。可谓：掌上一卷书，胸中百
万兵者也；而刘皇叔则频频颔首——此乃卧龙先生之
隆中对也。

继而，又至天下奇才馆，隆中书院，隆中塑像馆……
仰观仙苑整体，皆依山而建。紫气升腾，庙宇草

庐俨然。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信然。

尔后，翁妪在古皂树下稍息、盘垣，又亲临古隆
中六角老井。彼者虽历尽沧桑，周围斑驳，然水清如
镜，深可探底。临终，退思良久，游兴未尽，而诗兴
勃发，聊以七律记之:

不计年庚不载时，悠悠岁月自心知。
台前古朴彰三顾，临阵呈书出二师。
洗耳恭听隆中对，卧龙偏吐鼎天辞。
手摩陇亩躬耕尽，唤取双肩匡汉祠。

诗二首
□ 张在福

诗 人

文博园，地处安徽太湖县。
走进文化长廊，我们仿佛一片叶漂浮在

一条历史的河。满目繁华，也有满目沧桑，
不变的只有秦时明月汉时关。对于“文
化”，是昌盛，也是苦难，就算当今不少的
哲学家、历史学家诸多如此方家，也不能对
文化界定，岂是吾辈所能！想起老子《道德
经》，不禁对先贤智慧高山仰止，如同“大
方无隅，大音希声”，文化只能是“大道无
形”了。

来到“秦始皇兵马俑”，虽是比例缩
小，也让人仿佛看到：残阳血浴大旗，战马
嘶鸣，一群秦人子弟杀声震天……然而又在
须臾间偃旗息鼓，天地缄言，大纛之下，便
是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
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
敲扑而鞭笞天下”，何等威严！原想基业万
世，可是苛政酷刑，百姓不堪其辱，终于有
人揭竿而起，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从横扫宇内的第一代封建帝王，不到
十二年的光景，便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农民起义，繁华转瞬即逝，如过眼云烟。不
仅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刚刚建立的封建专制
文华也毁于一旦！其中阿房宫，三百里，拥
有“赵燕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
英”，结果让项羽一炬，可怜焦土！

早就听说文博园中最美的，要数立体复
制的“清明上河图”。

时值清明，汴京郊外。一溜驮队正从远
方缓缓而来，小桥边一只舢板拴在树蔸，几
户农家小院散落树丛。却有一队迎亲队伍由
北拐过，新郎官骑着枣红马，花轿装饰各种
花草，轿后还有脚夫挑一担鱼肉，一路吹吹
打打，鼓乐齐鸣。

进了汴京，来到街市。房屋鳞次栉比，
商铺林立。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的专门经
营，也有看相算命的走街串巷……三教九
流，摩肩接踵，川流不息。

好一幅盛世景象！结构严谨，繁而不乱。
殊不知，此番繁荣早已“福兮祸之所

伏”。当时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君”，
根本不懂得“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
彰”，以致军力懈怠、城防涣散，终于有了
靖康之难，繁华的汴京沦为异族，徽宗本人
也惨死他乡。

在封建社会，文化总是盛极必衰，这也
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吧，如老子

“物壮则老”，正是此等概括！
文化之旅，从来都是历经阵痛，是一条

不屈不挠的抗争之路。接着，我仔细瞻仰了
园中一堵绵长的“历史墙”，有戚继光抗
倭，有史可法抗清，有岳飞“还我河山”的
慷慨激昂，也有义和团痛击八国联军的惨烈
悲壮……

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政治、经济血
肉相连。临了，我伫立伟人塑像前，心潮澎
湃。中山先生，是他提出“天下为公”实行
三民主义，这才有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毛主
席建立新中国，将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真正将权利回归人民！

当我离开文博园，回望老子塑像，在蓝
天白云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老子的思想，
如同这长河，流经千年的坎坷，依然川流不
息，涌入长江，汇入大海。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
名！”

“道”不尽的文博园! “道”不尽的千
年文化!

“道”不尽的文博园
□ 曹 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