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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近些年来，“商丘好人”群体不断扩
大，由个体化走向群体化，由个别关注走向
全社会共识，其所具有的草根性、广泛性、
共识性等特征让“商丘好人”品牌越叫越
响，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商丘好
人”诞生以及形成如此广泛影响，根源于商
丘厚重的历史文化所张扬的优秀传统价值精
神。商丘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
地，文明之久与文化之盛在中国历史上极其
厚重，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和文
明光耀，更是诞生了一大批文明之星和有德
之士。人文精神及其美好德性流淌至今，融
入商丘人的血脉之中，沉淀为群体基因。

一、殷商文化形成了崇尚诚信的商业精
神

“任何现象，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
至极远之世”。商丘被称为“殷商之源”、

“华商之都”，“商丘”名字中本身带一
“商” 字，可见“商丘”与“商”的关系非
同一般，而“商”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诚
信”二字。远古时期的商部落之所以能繁荣
昌盛，与其讲究诚信、重视仁义密不可分。
在商丘商部落首领王亥讲究诚信和仁义的故
事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一个叫葛国的诸
侯国与商国平常交往频繁，有一年葛国遭遇
大旱天气，导致庄稼几乎绝收，老百姓饥饿
难捱，没有粮食充饥。葛国国君不得不求助
商国，希望商国能够多提供些粮食，并且愿
意出双倍的物品交换。王亥很同情葛国的遭
遇，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不能见死不
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于是，王亥不
但按原来的物品与葛国进行了交易，还对其
进行了无偿的支援。事后，葛国国君向王亥
送书一封，其中写道：“葛国愿与商国世代
交好，永结同盟。”今天在商祖殿，王亥塑
像两边写着“神德远播仁义诚信惠及五洲，
宝像威严大气磅礴名扬四海”的楹联，也充
分说明了商部落对诚信、仁义的推崇和坚
守。新时期的商丘人正是秉持了“诚信”这
种宝贵的品质，把“一言九鼎、实干兴商”
作为商丘的城市精神，既体现了文化历史的
继承性，也说明了自古至今“诚信”二字始
终是这座城市最深沉的底色。

诚信是兴商之本、安邦之本、做人之
本，是商文化的精神内核。诚信内涵了“真
诚、诚实、信用、信誉”等基本要义。“商
丘好人”秉承了商文化诚实守信的优良传
统。如：“贩菜哥”王超华在河北石家庄捡
到6000多元现金，寒风中等待失主6个多小
时，“最帅的哥”娄文富面对乘客拉下的巨
款和贵重财物不动心，想尽办法归还失主
等。以诚待人、以信立本，“商丘好人”的
诚实守信让人们看到了商丘作为“殷商之
源”和“华商之都”的宝贵城市内涵，也正
是古老的商部落所开创的殷商文化最早孕育
了诚信这种宝贵的商业精神与人际交往品
质，在今天“商丘好人”那里充分的展现出

来。
二、文教昌盛蕴育了崇文尚德的社会风

气
商丘自古以来，文教昌盛。作为全国历

史文化名城，商丘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当时的
教育文化中心，成为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儒
家、道家、墨家、名家等学派主要创始人在
这里讲学论道，广收门徒，其思想体系在此
得到广泛传承。西汉时期，以梁园为中心，
这里出现以汉赋和经学为研究对象的新百家
争鸣，聚集了众多的文化名流，开创了当时
梁国文化繁荣新局面，正如鲁迅先生在《汉
文学史纲要》所说：“天下文学之盛，当时
盖未有如梁者也”。特别是宋代时期，商丘
成为当时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宋史》记
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以应天书院为
典型代表的教育机构，广招生徒，盛况空
前。“远近学者皆归之”。著名教育家戚同
文、文学家晏殊、政治家范仲淹等一大批名
人名师在此任教。他们博学多艺、德才兼
备，成绩卓著、名扬四海，学生不远千里而
至，当时的应天书院其显盛地位可想而知。
作为应天书院精神图腾的范仲淹更是把书院
教育推向发展的顶峰，确立了“以天下为己
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把个人
与社会、国家命运紧紧的连在一起，个人的
最高价值在于奉献社会，心怀天下、心系苍
生才是个人的最高德性。应天书院所培养出
来的杰出人才更是数不胜数，史载有“宋人
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使天
下庠序规由此而兴”，成为当时北宋的文化
教育中心。应天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成为
中国历史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绝佳模
式，成为商丘文化教育史上一颗亮丽明珠。
到元、明、清时期，商丘作为学者汇聚之

地，学风之盛，惠及民间，著述之丰，传之
后世。

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使得商丘不仅名人
辈出，而且民众普遍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较
高，人文精神浓厚。文教昌盛使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中重修身律己、重道德操守、重社会
和谐、重理想人格等思想精髓在这里绵延至
今，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自觉。“商丘好
人”是几千年来文明教化的产物，是传统文
化教育绵延千年的自然结果。

三、先贤名仕树立了至高至伟的道德丰
碑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指出，商丘有
“先王之遗风，厚重多君子。”在商丘浩如烟
海的历史上，圣贤人士灿若星辰，一直照耀
着这里的道德星空。一部商丘的文教史，也
是一部圣人及圣人文化传承的历史，产生了
中华文明史上众多有影响力的帝王、圣贤和
名人。因此，商丘被称为“中华圣人文化
圈”的核心圈。上古及今，无数圣人贤人名
人在此树立了道德丰碑。火神阏伯不但帮助
大禹治水，还观星计时、指导农耕，为人类
文明播下“火种”；仓颉造字，开启了中国
历史的文字记载以及文化的有效传承；宋国
开国之君微子启仁爱贤良，被孔子称为“殷
有三仁”之一，深受殷商遗民爱戴；在此发
轫的老庄孔墨等诸子百家思想影响深远，孔
子的“仁爱”思想，庄子的“平等”思想，
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思想等奠定了
中国最早伦理道德基础；替父从军的花木兰
彰显了孝老爱亲、为国尽忠的忠孝双全的美
德；保家卫国的张巡在唐代安史之乱中勇守
睢阳，忠烈与爱国主义之情表现得淋漓尽
致；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铸就了“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精神，应
天书院的主政者和培养出来的名人志士戚同
文、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毕士
安、王洙、张载等皆是学高德重之人；被康
熙帝称为“天下第一巡抚”的宋荦为官清正
清白，被赐予“清德”二字，成为现代官员
学习的楷模……

历数不尽的古圣先贤和名人志士成为商
丘至高至伟的道德丰碑，他们是商丘无可比
拟的历史财富，在这片古老的精神庄园中熠
熠生辉。这些名人轶事孕育了商丘人“开拓
进取、不畏艰险、团结友爱、侠肝义胆、忠
诚担当、爱国爱民、忧怀天下、清正廉洁”
的基本精神风貌，成为“商丘好人”的道德
标杆和力量之源。

四、红色热土传承了无私奉献的革命风
尚

商丘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重要的
红色革命城市。有无数革命先辈在此指挥过
战斗，有无数群众在此支援过抗战，也有众
多革命遗迹在此留存。商丘是淮海、渡江两
大战役总前委所在地，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
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场战役的胜
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丘现
拥有全国性的教育基地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
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海战役总前委
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秘书处旧
址、睢杞战役纪念馆、彭雪枫将军纪念馆、
抗大四分校、鲁雨亭烈士纪念馆、杜聿明指
挥部等众多革命遗迹。在淮海战役中，商丘
人民更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掀起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据统计，商丘共
出动民工 116.8 万人，各种车子 867 万辆，
动用牲口 26.3万头，共支援粮食 1.2亿斤、
柴草 3.86 亿斤、军鞋 64 万双，还有布匹、
白菜、粉条等多种战勤物资运到前线。广大
人民群众支援前线规模之巨大，任务之浩
繁，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众多，为古今
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在小吕集后方救治纪
念馆内还写着这样的歌谣：“人不静，家家
户户闪着灯；妇女灯下做棉衣，千针万线不
放松；男人碾米又磨面，杀猪宰羊不消停；
手起泡不觉痛，脚冻麻不知冷；十冬腊月天
地冻，天寒心里热腾腾；为打胜仗人人忙，
前后拧成一股绳……”正如陈毅所说：淮海
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
的。

红色基因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
打下的精神底色。商丘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
造了“不怕牺牲、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
往直前的支前精神。这种红色精神与“商丘
好人”所体现出来的刚健质朴、扶正扬善、
敢于担当、奉献社会的品质一脉相承。

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和发扬好“商丘好
人”的历史文化基因，不断从历史文化基因
中吸取丰富营养，增强精神力量。让“商丘
好人”之花在新时代香开满城。

“商丘好人”群体的历史文化基因
□ 邓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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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好人”雕塑 资料图片

栾布(？-前145)，西汉梁国(今河南商丘)
人。著名政治家、将军，以忠义闻名于世。

一、早年经历，结识彭越
栾布是梁国人，在梁王彭越还是平民百

姓时，二人曾经有过交往。栾布家境贫寒，
为了生计而至齐地巨野，在一家酒馆做佣
工。彭越是巨野当地人，当时正伙同一帮人
做强盗，并被拥为首领。这样二人才有了交
集。后来，栾布被人劫掠，强行卖到燕地做
了奴仆。没想到，这倒成了栾布人生的转折
点，他因为替主人家报了大仇，展现出一定
的勇力，在当地有了小名气，由此为燕王韩
广部将臧荼所赏识，被推荐担任军中都尉。
当时，军中都尉职位仅次于将军，属于中高
级武官，此后，他便一直在臧荼手下做事。

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分天下为十八
路诸侯，立臧荼为燕王，臧荼就任用栾布做
将领。高祖三年(前204)，燕王臧荼归顺刘邦
的大将韩信，栾布亦跟随臧荼投降刘邦。后
来，刘邦大肆捕杀项羽旧部，臧荼担心祸及
己身，遂于高祖五年（前 202）七月反汉，攻下
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十月，高祖亲自统
率军平叛，擒获并斩杀燕王臧荼，栾布则做
了俘虏。已被封为梁王的彭越听到了这件
事，念及以前和栾布的交情，便四处奔走，向
高祖进言，请求赎回栾布。此前，彭越协助
刘邦赢得楚汉之争，深得高祖信任，高祖便
应允了彭越的请求。就这样，栾布不仅被赎
回，而且得到重用，担任了梁国的大夫。

二、悲哭彭越，因义升迁
高祖十年（前 197），陈豨在代地造反，自

立为代王，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军队到达
邯郸之后，刘邦向梁王彭越征兵，彭越推说
自己有病，仅派出一个将领带着军队到邯
郸。这让刘邦很生气，就派人去责备彭越。
彭越心里很害怕，打算亲自前往谢罪。彭越
的太仆就劝彭越趁机造反，彭越不听，还打
算杀掉他，这个太仆遂向高祖告发彭越谋
反，彭越因此被判流放到蜀地青衣县。在流
放途中，彭越恰巧遇到前往洛阳的吕后。吕
后担心把他流放蜀地，以后可能留下祸患，
就让彭越的门客告他再次阴谋造反，彭越因
此惨遭诛灭三族。

栾布以带罪之身为彭越所用，他对彭越
始终怀有感恩之心，却一直没有机会回报。
当时，栾布奉命出使齐国，事情就发生于他
在齐期间。他从齐地回来，彭越已遭诛族。
栾布心情悲痛至极，无暇考虑刘邦的禁令，
便来到彭越枭首处，在彭越的脑袋下面，汇
报自己出使的情况，边祭祀边哭泣。官吏随
即逮捕了他，并将此事报告了刘邦。刘邦甚
为恼火，即令执法官赶快把他烹杀。栾布在
走向汤镬时，回过头来对刘邦说道：“希望能
让我说完一句话再死。”高祖就问：“你有什
么要说的？”栾布平静地说：“当初陛下被困
于彭城，兵败荥阳、成皋时，项王之所以不能
顺利西进，是因为彭王据守着梁地，与汉军
联合对抗楚国的缘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
要彭王调头一走，与楚交好则汉必败，与汉
联合则楚必亡。再说垓下之战，如果没有彭
王，就难以诛灭项王。现在天下已经安定
了，彭王接受符节被封为王，也想将之传给
子孙后代。”然后栾布又辩诉彭越谋反实在
并没什么证据，最后又慷慨而言：“现在彭王
已死，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就请皇上烹
了我吧！”栾布最终被无罪释放，并被委任为
都尉一职。

栾布公然违抗高祖刘邦的命令，前去祭
奠彭越，刘邦不仅没有处决他，反而升迁他
为都尉。刘邦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
道仅仅是为栾布的忠义之情所感动吗？作
为要求臣下必须忠于自己的皇帝，刘邦当然
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这并非主要原因。
至于像栾布所陈说，楚汉相争之时，彭越为
刘邦打败项羽立下了大功，以及说彭越反叛
并无确凿证据等等，也都不可能说服刘邦。
因为在历代开国帝王中，刘邦是杀戮功臣的
高手，韩信对刘邦的功劳更大，最后也是以
谋反罪被诛灭三族。实际上，栾布说了那么
多，真正戳中刘邦要害的是“臣恐功臣人人
自危也”这一句话。因为当时汉家天下还未
完全稳定，内有臧荼、陈豨、韩信等异姓王之
乱，外有匈奴对边境的威胁，冒顿单于正虎
视眈眈。所以，当时刘邦想要稳固汉室江
山，还必须依赖各位功臣。另外，栾布也不
是能对刘邦构成威胁的人物，多个他少个他

无关大局，留下他反而会让人觉得刘邦通情
大度。这才是刘邦不杀栾布的真正原因。

三、为相燕国，青史留名
栾布做了都尉，以后的仕途可谓一帆风

顺。汉文帝时，栾布担任燕国的国相，又做
了将军。西汉时期，国相是郡国的辅佐官，
地位仅次于郡国首脑。栾布出身贫寒，他对
自己的人生际遇感触颇深，曾对外宣称说：

“人在穷困潦倒之时，如果不能忍受耻辱，就
算不上好汉；而在富有显贵之时，如果不能
够称心快意，也算不得贤人。”因此，他对有
恩于自己的人，都会加倍去报答他；对自己
有仇怨的，一定用法律来除掉他。

吴、楚七国反叛时，栾布在齐地又立下
战功。当时，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率领三
国军队，联合围攻齐都临淄，在齐王刘将闾
顽强抵抗下，临淄三月未被攻下，双方处于

相持状态。不久，栾布奉命率兵进入齐地，
联合平阳侯击破三国军，一举而解齐围。三
王只得退兵回到封国。栾布在平叛中立了
大功，因此被封为俞侯，同时兼任燕国的国
相。在燕国为相期间，栾布颇有口碑，史
称“有治迹，民为之立生祠”。生祠与纪念
死人的祠堂不同，是专为活人建立的祠
堂，我国古代立生祠即以此为始。栾布在
活着时就被人立祠敬拜，而且是有史记载
第一人，足见他在当地人心目中地位之
高。汉景帝中元五年(前 145)，栾布去世，
景帝以军侯之礼葬之。燕、齐等地替栾布
建造的祠庙，叫做“栾公社”，后因以为祭
祀功臣的典故，又称“栾社”。如清钱谦益
有诗云：“被发骑龙事渺然，栾公立社自年
年。”又清赵翼作诗曰：“定有他年栾社
祭，传芭曲里送迎神。”栾布怀后人之敬
仰，由此可见一斑。

栾布痛哭彭越，在当时是生死之间的
抉择，他能够做到视死如归，是因为他真
正懂得要死得其所，所以才将自己的生命
置之度外。栾布的忠义之举终为后人叹
服。司马迁赞曰：“即便是古代重义轻生之
士，又怎能和栾布相比呢！”唐朝名将王方
翼更是把栾布之举称为“大义”。

从梁国走出的西汉名将栾布
□ 朱凤祥

在商丘承办的第 22次“黄河诗会”上，曾经听
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汪剑钊的发
言。他对新诗的独到见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
此，在平时的阅读中就特别留意汪先生发表在一些大
型文学刊物和微信公众号上的诗作和译诗。后来与诗
友马东旭闲谈的时候，才知道他与这位著名诗人、诗
歌翻译家很熟稔——东旭曾经供职的浙江湖州就是汪
剑钊的故乡。在东旭的推荐下，我和汪剑钊互加为微
信好友，每逢年节，致以问候和祝福。汪教授平易近
人，不摆“大师”的架子，几乎每信必复，令人甚感
亲切。

在中国诗坛，汪剑钊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不但
写诗、译诗、评诗，还到处参加各类诗歌活动，到大
专院校和诗歌团体讲诗。他翻译的普希金、勃洛克、
茨维塔耶娃、费特等俄罗斯著名诗人的作品，受到国
内外读者的喜爱，他还写过《阿赫玛托娃传》等专
著。2020年 3月 28日，我在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买
到了他的诗集《比永远多一秒》（武汉大学出版社出
版）。从诗集的扉页介绍中知道，他先后就读于杭州
大学和武汉大学，获外国诗歌史研究方向硕士和中国
新诗史研究方向博士，可见其在中外诗歌研究方面高
深的造诣。

在诗集《比永远多一秒》中，排在第一篇的即为
《月光下的乌鸦》。诗中写道：

“写作中的我
像一只月光下的乌鸦
尖喙轻叩白纸
不祥的尾巴划过斑驳的墙壁
洞开一扇窄门
任凭想象的肉体自由进出
……
我知道我最终将老去
如同死去的乌鸦”
在这本诗集里还有一首《恋爱中的乌鸦》和一首

《雪地上的乌鸦》。我想，这位大诗人怎么和乌鸦较上
劲了，反复写乌鸦？后来才知道，他还出版了一本自
选集，名字就叫《诗歌的乌鸦时代》。尽管我还没有
买到这本书，但从朋友圈里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主要
由论文、随笔、译文和诗歌等组成，书里记录了作者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人性、关于诗性、关于生活
和阅读的一些思考和与这些思考相伴随的情感。汪剑
钊认为，如果说十九世纪以前是诗歌的夜莺时代，那
么，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在物质主义弥漫的今
天，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诗歌的乌鸦时代”。之
所以会出现如此灰色的命名，无疑与诗歌在当代社会
的地位和处境有密切的关系。

人们在猜测、思考，汪剑钊是想创造一种“乌鸦
诗学”吗？于是，很多诗歌界的同行开始了对汪剑钊
诗歌的研究。《一只抒情的乌鸦——汪剑钊和他的诗
歌创作》《一只乌鸦,在人性的晴空下——学者汪剑钊
和他的诗歌创作》等论文相继出现在一些文学评论刊
物上，诗与乌鸦、乌鸦与诗一时间成为人们的热门话
题。有人评价说，汪剑钊的诗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是一
个隐微的重要存在。翻译家的名声似乎遮蔽和掩盖了
作为诗人的汪剑钊形象，但汪剑钊很久以来就已经是
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一个超拔
的语言魔术师才有可能让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塔、
普希金、勃洛克等杰出的俄语诗人在中文中真正以

“诗”的面目出现。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人们面对面的交流

越来越少，而在微信里的相遇成为常态。今年春天，有
位诗人将俄罗斯诗人勃洛克的诗作发在微信朋友圈
里，汪教授在评论栏里说：“勃洛克是我的‘初恋’”。我
一边点赞一边思考，为什么呢？原来，勃洛克是汪剑
钊十分喜爱的俄罗斯诗人，他在读大学期间就翻译过
勃洛克的作品。而此时此刻，我正从一本诗集里摘抄
着勃洛克的诗《我从梦中醒来》，译者正是汪剑钊。
面对这诗的偶遇，我把手机截图发给他，并说，刚在
微信朋友圈看到你的“初恋”，就发现正在抄记的也
是你的“初恋”，这世界真小啊！他“哈哈”一笑，
发给我紧紧握手的表情包。

汪剑钊与他的“乌鸦诗学”
□ 郑 剑

3月30日，夏邑县民间勇敢柳琴演出公司在车站镇王武庙村演出。该县文化部门组织
民间演出公司，开展送戏下乡活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记者从3月31日举行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会议
上获悉，2020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稳健，全年
实现总产出20404.48亿元人民币。

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逆势上扬，分别同比增长 18%和 12.5%。在线新
经济已成为上海文创产业发展引擎。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海文化创
意产业部分行业收入大幅下滑，但与数字有关领域发
展势头十分强劲。在网络文化产业板块中，移动游
戏、网络视听、数字阅读等新业态纷纷实现“井喷
式”增长。

2020年，上海游戏业实现销售收入 1206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50%；网络文学销售收入 115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37.7%；美团点评、喜马拉雅、小红
书、哔哩哔哩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拉动互联
网生活服务平台实现总产出1435.90亿元人民币。

2020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
总产出逾2万亿元人民币

《新华字典》汉英双语版3月31日亮相第34届北
京图书订货会。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它
以汉英双解的形式全新面世，担当起国际语言文化交
流新使命。

《新华字典》目前已成为中国人乃至全球许多国
家和地区汉语学习者的必备工具书，获得过“最受欢
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尼
斯世界纪录，目前印行超过6亿册。

据悉，商务印书馆正在进行《新华字典》多语种
版本的出版工作，汉英版的出版将成为其他语种版本
翻译出版参照，这本词典的App也在开发中，预计不
久将上线为读者带来更丰富的工具书使用体验。

（据新华社）

《新华字典》汉英双语版全新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