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子展
从千年的矮墙穿越，撩开波心
湖水，像决堤的金子般倾泻
古老的心事存放在阴影处
安静神秘
灯提得越近，爱藏得越深

窗前，靠左边的位置
有一朵花站过的痕迹
你那么高，我只能在影子里哭泣

翻开你写的日记
歪歪扭扭的字迹里
已看不清昨日的告白

这个急于讲述又无法完整的故事
在比夜还深的目光里溃散
此刻，我们都不再是自己
当隐藏在云层里的血从一点
化开成一片
心跳，越来越慢

灯 盏

■李运生
中国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五十

六岁后，周游列国，用弦歌驱散失意困
厄，用车轮丈量中原文化的厚度，用理想
点亮后世文化天空。

他积极入世，不断求索的车轮，辗轧
在颇具隐逸之风的沙颍河流域，展现了中
国仕与隐两种文化的碰撞，激荡出儒道交
融的文化特征。他带领弟子，穿越中原腹
地去叶，理想在叶国再次受挫。东返途
中，路过漯河，迷了路，派子路问津。漯
河有个问十，原属郾城，郾城的郾字，就
注定了它与“子路问津”先天有缘。

郾字，只用于郾城的地名。右边的
“阝”旁，说明这是一个城邑；左边的
“匽”，《说文解字》解释为匿也，是隐匿
的意思。匽由匚、日、女三字会意兼形声
而构成，匚是“受物之器”，说明是一个
用来容纳的匣状物，这个匣状物对里面的
东西起一个收容保护作用，保证了它不被
破坏。里面保护的是什么呢？它上面是一
个日，代表太阳一样光辉伟大的男人，下
面代表温柔恭顺的女人，这个字的真实意
思，是指一个退隐的太阳一样伟大的帝王
级人物，带着自己的嫔妃，在郾这个地
方，过着安然闲适的隐逸生活。

这个太阳一样伟大的帝王级人物，叫
皋陶，他作为断案如神的法官，对国家做
出了极大功劳，被舜定为禅让王位的继承
人，但是后来禹治水功大，王位被禹继
承，皋陶被封为偃姓，封地在今郾城沙颍
河流域一带，以彰显皋陶的级别是一个隐
逸的帝王。皋陶为国分忧为民奋斗的劲头
丝毫没受影响，他继续辅佐禹，再立新
功，禹同样承诺在自己百年之后，让王位
于皋陶。然而不幸的是，皋陶先禹而亡，
禹死后，王位由他的儿子启继承，启就继
续赐封皋陶的后代，封地仍在地肥水美、
自然条件极为优越的郾城沙颍河流域一
带。郾城一带的沙颍河流域，自此也就成
了隐士的乐园、隐逸的王国。

周灭商后，商纣王的大儿子盘庚，被
封在郾城沙颍流域一带，保留商裔的祭
祀；西汉末年，王莽未篡位时，在汉平帝
元年让“太皇太后”封自己为新都候，赐
号安汉公，领召陵、新县两县；西晋封曹
魏废帝齐王曹芳为召陵县公。

这些历史，都为漯河沙颖河流域一带
是隐逸的王国提供了明证！历史还告诉我
们，这里，是隐士的乐园。无论是沙河在
此曾改称溵水，还是漯河曾古称隐阳镇，
都说明，这里曾是隐士出没、隐逸成风。

也难怪，沙颍河两弯碧水，自古就浇
灌得郾漯一带土地肥沃，中纬度的阳光又
如此和煦灿烂、温暖宜人，远离山崩海
啸，风，柔柔的，像母亲的手；水，甜甜

的，像经过了二十七层的沙滤，分明的四
季，涂抹出多彩的中原风光。

更关键的是，这两条宽阔的大河，形
成天然的屏障，护卫着土地的富饶，阻止
了外来的人为破坏；两条河流，又形成了
天然分水岭，成为南北地带的缓冲。颍河
以北，典型的北方；沙河澧河之南，多为
南方所属。于是，这南北缓冲的中间，就
成为隐士的乐园。当然，既是隐士，就很
少青史留名，为人关注，所以，我们无法
确切知道，到底有哪些隐士在此逍遥自
在、安度余生。但我们在《论语》和《史
记》里，知道有三次隐士的出现。这三次
隐士现身，都与周游列国而无果、踽踽游
荡此地的孔子有关。

这三次隐士的出现，是仕与隐的两难
选择，是出世与入世的斗争与矛盾，是现
实与浪漫的碰撞交锋，是影响华夏两千多
年文化的怪影。

第一次，是长沮桀溺的出现，也就是
我们津津乐道的子路问津的故事。此时的
孔子，虽已产生过思归之心，但毕竟故乡
遥远，理想功业未就，失落无奈依旧，因
此，他仍心有不甘，在召陵思归之后，又
在蔡地附近盘桓了两三年。

看着在蔡国实现理想仍然无望，于是
他西行到叶，拜访叶国叶公。叶公也是个
喜欢人才的主儿，一见到孔子，就不耻下
问，向孔子积极问政，二人相谈甚欢，但
是过了一阵之后，才发现性情追求相去甚
远。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比肩周公的理
想再次被现实残酷地浇灭，孔子再次失
望，失落地踽踽东归。但此时的孔子一
行，迷了路！他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北至北徐集、南至灵
寨，西至吴城，东至曹店，均为十里，这
就是原属郾城的问十。路该向何方？滔滔
的汝水就距此不远，于是，他让子路问
路，问津在何方，渡口在何处。

刚好就遇到了长沮、桀溺。长沮听到
是鲁国的孔丘，撂一句“是知津矣”，就
不管不问、不理不睬了。桀溺知道子路是
孔子的学生后，再补一刀，“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
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同样也不
管不问、不理不睬了。

长沮心里说：我们这里的津渡，的确
就是渡人的。你孔丘带着一帮弟子，天天
招摇过市、周游列国，想要解民之倒悬，
纾国之危难，想要恢复崩坏的礼乐制度，
有用吗？别说超度周王超度黎民了，你自
己就先误入了歧途，自己就落魄得难以生
存了，还是先超度你自己吧！

桀溺心里说：现在的天下局势，到处
都像这滔滔的险恶江水，谁又能改变这种
不可避免的局面呢？你们一帮人天天瞎转

悠，说是要找明君实现理想，却又处处躲
避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当权者，与其这样碰
壁找难堪，还不如跟我们一样，躲避这闹
心的乱糟糟的世道呢！

两位隐士的意思很明白，你们选错了
路，什么改革社会，修复礼乐，别再一条
道走到黑，回头是岸，像我们一样过着快
乐的归隐生活吧。

积极入世、孜孜以求想通过仕途改变
社会的孔子一行，走到隐士的丛林里了。

第二次出现的隐士，是一个荷蓧丈
人，当子路尊称孔子为夫子时，同样被抢
白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
子？”什么夫子？夫子是成年丈夫，是自
食其力、勇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孔子身长八尺，却身不力耕，四处游荡，
到现在什么成就也没有，算是白活了这么
大岁数、白长那么高的大个儿头，还不如
像我们这样种二亩地养活自己的人，吃自
己种的粮、穿自家织的衣，陪着老婆孩子
享受天伦之乐，多么快活。

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与隐士相遇，孔
子师生是撞在了隐士们的枪口上的话，那
么第三次，则是隐士接舆主动上门，靠近
孔子的车舆，用装疯卖傻的状态和语气，
对孔子师生进行劝谕说事，“凤兮，凤
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
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第一次隐士们是如此的冷漠，爱理不
理；第二次僈而有礼，见子路拱而立之
后，变得极客气，礼尚往来，以礼厚待；
第三次则是主动深切，关爱有加，其言也
真，其情也殷，其情可鉴。

由此可见，这些生活在郾漯及周边附
近、地处邦国边境的沙颍河流域一带、过
着自给自足自由快乐的隐逸生活的隐士
们，是一群清楚了解孔子行踪事迹的高
人。也许，他们的能力智慧，一点不比孔
子逊色，但他们更愿做一只曳然于泥涂中
的活龟，而不愿做被礼供束缚的神龟。以
他们的智慧，他们一定有过理想的追求、
完美的求索，然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
他们心变冰冷了，头脑清醒了，他们不想
再与滔滔世界作无谓的抗争，打不起，躲
得起，他们躲进这地肥水美的沙颍河一
带，独善其身，乐天知命地经营着自己的

小世界，欣赏着世界的另一面精彩，点缀
着生命的另一种底色。

这样的生活追求，挖掘着生活的另一
种本真，在骨子里同样也充满了热情浪
漫，他们的精神内涵，与孔门的执著求索
一样，撑起华夏文化的又一极。

的确，北方《诗经》里的现实，与南
方《离骚》中的浪漫，在这里激烈碰撞：
一个积极入世，想千方百计经营仕途，矢
志不移奔走呼告，以天下为已任，欲解民
之倒悬；一个消极出世，冷眼旁观，用细
腻和真诚，在山林清流中，雕琢生命的别
样花朵，用无言的抗争，用真诚的呼唤，
擦拭生命尘垢，昭示出生命的另一种真
义，还给世界一抹清亮。

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冷暖气流在中原上
空一交错，雨雪就会诞生。仕与隐、出世
与入世，两种不同的思想理念，在这里一
交锋，就碰撞出始终影响中国后世的儒道
交融文化：当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生活
得意时，豪气干云，立志出将入相，要博
个青史留名；一旦失意受挫，便清风朗
月，一壶浊酒，草庐躬耕，仰天大笑出门
去，潇洒惬意！

这样的人生选择和经历，现实生活中
的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有过并永久地存在
着。两种思想文化，存在于全部的历史生
态，蛰伏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只是有时
东风压倒西风，有时西风压倒东风，无论
东风还是西风，都是历史和人生真实常见
的风！

隐士们三次与孔子师徒过招，都在漯
河附近一带、中原与楚地错接地出现。子
路后来是否找到了津渡，孔子师徒到底是
否渡越汝水到沙河北岸，虽无史书记载，
但从今天郾城孔沈邓村文化遗留来看，孔
子应该是从这一带渡过沙河，在汝水之阳
传过经讲过学，布施过儒家道德的泽光。

问津处，到底是不是在漯河问十，已
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与隐士们代表的
两种文化，已成为丰厚的精神滋养，让中
华文明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屹立东方不
倒。正所谓：“漫漫人生多迷津，十字路
口多问寻，风雨彩虹坎坷路，使命在肩处
处春。”（注：文中“氵隐”字为生僻字，
故暂以“溵”字代替。）

溵水问津——仕与隐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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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水韵沙澧读书会主办的“文艺小方桌”第三期活动，将于2018年12月14日
（周五）晚上6：30分至8点30分，在新闻大厦六楼漯河日报社书画院举行，主
题为 【书卷多情 江湖有爱——致敬那些疯狂看金庸武侠的岁月】。纯文艺、纯
公益。欢迎参加。 咨询电话：13783065109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文艺小方桌”第三期活动预告

书卷多情 江湖有爱
——致敬那些疯狂看金庸武侠的岁月

【城市表情】在“路”上 马建军 摄

■吴 柯
我 对 北 极

村这个神奇的
地方已向往多
年 。 今 年 夏
天，我坐上前
往北极村的旅
游专列，一路
北上，经过两
天 两 夜 的 行
程，终于到达
了目的地。

北 极 村 是
中国最北的村
庄，“北”是它
的 名 片 和 标
志。我们首先
登上了 59 米高

的北极观光塔，清晰地看到浩瀚的黑龙
江从村边缓缓流过；接着游览了中华北
极笫一哨、最北邮局、中华北陲碑、祖
国界北最北点、中国最北人家，感受祖
国最北的特有美景。在这里，我乘船在
黑龙江畅游，看上去江水呈黑色，可用
手捧起江水，却是那么清亮，一点也不
黑。游船在江面上急速前行，激出的浪
花不时打在身上，大家心情异常高兴。

在北极村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我感
受却很多。为什么这么一个北部普通的
小村庄，近几年却迅速走近人们的视野？

一个字一张名片。当地人们为了更
好打出北极村名片，用新的理念没计了

“北”文化。如设立了最北邮局、北极沙
洲、祖国界北最北点等。“北”的文化气
息十分浓厚，这种“北”的特色具有很
强的吸引力，天南地北的旅游者正是为
了感受祖国最“北”地理文化而来到北
极村的。

一片林一篇好文章。北极村属大兴
安岭林区，广袤的原始森林是天然的绿
色资源。夏天林木茂盛，空气清新，是
避暑的绝佳之地；冬季恺恺白雪覆盖整
个北极村，可听林涛、看雪景，别有一
番风味。爱绿、护绿、管绿，是当地人
生活的重要内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
这片大森林，就没有北极村今天的繁华。

一个好政策激活一个村庄。党的改
革开放好政策，给北极村带来了巨大变
化。1997 年，北极村开始打造旅游文
化，成为祖国最北的旅游景区。他们统
一整治村庄，美化环境，家家办起了农
家乐。农民收入大幅上升，年均人收入
由2011年的1万元提高到2017年的2.6万
元，百姓的曰子红红火火，他们把绿水
青山、冰天雪地打造成金山银山，步入
了生态经济型发展的快车道。2003 年，
北极村风景区被评定为 4A 级旅游风景
区，2005年，北极村被命名为国家级文
明村。

今天的北极村，己成为黑龙江省乃
至全国的著名旅游景区。相信，在坚持
不懈的发展路上，北极村人一定会通过
努力奋斗，把北极村打造成更加美丽、
更加富强的中国北方第一村。

走
进
北
极
村

■张伟民
当下中国，交通便捷，城市

之间变得不再遥远。上周六下
午，我轻松体验了一把“快闪”
双城生活，使心之所想行之所及
变为美好现实。

那天中午，陪父母妻儿吃完
午饭，踏踏实实地午休后，我到
小区门口搭乘市内公交车，不足
半个小时就抵达了高铁西站，取
完预定好的车票走向候车室时，
离正点开车还有半个小时，过完
安检，抬头看提示大屏，赫然发
现所乘车次晚点四十六分钟。其
实，这次去家乡城市，中间还要
转客运汽车，行动前对时间是有
预留的，但没想到一下子晚点这
么长时间，我心头掠过一丝慌
乱。但因为周末有闲情，与要去
的家乡城市友人约好了晚上小
聚，若因这个原因迟到，定是会
被谅解的，所以很快释然。

候车大厅现代气派，座位排
放整齐。乘客小资、中产以上人
士居多，穿着得体，特别是女乘
客，上了年纪的也气质优雅；年
轻女士穿戴时尚，紧跟潮流。在
这里候车，让人心中多了愉悦和
美好，少了列车晚点的焦灼。

登上高铁，十六分钟后便到
了相邻的城市，下了高铁直奔紧
邻的汽车站，这里每三十分钟就
有一班发向家乡方向的客车，正
好，一辆客车正在上乘客，落座
少许，车便启动，按照他们一惯
的节奏，不到四十分钟便到了我
要去的家乡城市，转乘出租车到
饭店，才傍晚五点四十。我选了
一个能透视流光溢彩街面的房
间，用电话给友人报了饭店和房
间名字后，先点菜下单，再到对
面大商场买礼品。

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要见的
这位友人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
任老师。记得那天中午，我因发
烧头晕回不了邻村的家，就是我
的这位老师，从教师食堂给我端
来了鸡蛋捞面。虽已经过去三十
多年了，每每记起，我的心头都
会充满温暖。最近，我得知了老
师的一些情况。当年，因为只是
代课老师，加上很快嫁人，她没
能转为公办教师。不过一切还
好，老师嫁的人也是教师，家在
城郊，随着城市的扩大，他们所
在的村变成了城市社区，家也从
平房搬进了高楼，并在繁华路段
分得了门面房，一儿一女都是大
学生，都在更大的城市打拼生活。

老师夫妇来了，他们所在社
居委的支部书记也来了，大家的
笑意和真诚写在脸上，房间顿时
充满了温情。老师已六十二岁，
家庭的和谐、一定的文化修养、
生活的美好让她拥有一颗年轻的
心，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端庄。
我们推杯换盏，畅叙各自的情
况，感怀社会发展变化，不知不
觉，一个多小时的见面就要结束
了，已经约好的出租车师傅打来
电话，提醒我车已经到了，再叙
一会友谊、再碰最后一杯酒，才
依依不舍地握手话别……

出租车向二十五公里外的另
一座城市高铁站驶去，顺利搭上
高铁列车，一刻钟后，我便返回
了漯河，坐出租车回到家，才晚
上九点多，家人都还在看电视呢。

这次“快闪”双城生活体
验，体验的是快节奏，传递的是
人间温暖。相信，随着对接省会
的市域铁路在我市变成现实，体
验双城生活、生活在双城甚至多
城的人，会越来越多。

“快闪”双城生活

■李 玲
周一早上，一辆急救车开

进了校园。当时，我正在校门口
值班。

“学校里哪位老师生病了
吗？”在校门口散步的老刘问。

“谁都没生病，这是给学生
进行免费体检的！不信你问问这
位老师。”一旁刚送完学生的老苏
笑着说。

“是的。防疫站隔一段时间
就免费给孩子体检！”我回道。

“国家的政策真好啊！这些
年的变化太大了！”老苏是一位机
关退休干部，他问：“老刘，你能
说说这些年来有什么变化吗？”

“这可难不倒我！”老刘从兜
里摸出一包烟，拿出一支，只是
用鼻子闻了闻，并不抽，他指着
卷烟说：“就拿这支烟来说吧，以
前年轻时候吸‘一头拧’，现在都
是高档的过滤嘴。穿的戴的更不
用说了，随便拉出来一件都比我
结婚时候穿得好；住的，从破草
房到瓦房，再到平房，现在我家
住三层楼；出门，现在家家户户
有各种各样的车，出行真方便；
楼上楼下，电视电话，我的儿孙
在外工作，不管有多远，我们基
本上每天都视频通话；买东西也
基本不用出门，近的打个电话送
货上门，远的发快递也是送货上
门；农民种地，现在也不用牛马
了，更不用肩扛手提，收割机、
大型拖拉机、全自动播种机，不
管收种，半天搞定。还有呀，现
在种地不但不交公粮，还有种粮
补贴；农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月月有退休金，看病有新农合；
孩子们义务教育阶段，上学不交
学费；做饭不用柴火了，燃气灶
开 关 一 拧 ， 一 会 儿 就 饭 菜 飘
香……都是托了党的福呀！”

“还有没有？”老苏似乎在逗
老刘。

“暂时没了！”老刘说。
“听听我说的？”老苏很得

意。“在航天科技领域，我国不仅
掌握了卫星回收和一箭多星等技
术，还迎来了两座新的里程碑：
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神舟’系列
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特别是

‘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和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
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重
大突破，‘神舟’十号、‘神舟’
十一发射成功，连‘神舟’十二
都快上天了；而‘嫦娥’一号成
功探月之旅，则标志着我国首次
月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中国航
天成功跨入深空探测的新领域，
我们可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
鳖了。听说袁隆平研制出来的海
水稻在浅海里都能种植，让我们
有吃不完的粮食；三峡大坝的水
力发电，可以供全国使用；高速
公路、高铁交通网，能让人早上
坐高铁去北京买菜，晚上不耽误
做饭；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
式通车，被英国 《卫报》 誉为

‘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堪称
交通工程的‘珠穆朗玛峰’……”

老刘听得目瞪口呆，怯怯地
问：“还有吗？”

“怎么没有？”老苏洋洋得意
地说。“太多了！农民富了，工人
工资提高了吧？这变化三天三夜
也说不完呀！我得走了。昨天晚
上姑娘打电话说要来，她爱吃炖
羊肉，我得去集上买羊肉，明天
再喷……”老苏转身离去。

是呀，改革开放的成就岂是
三天三夜就能说得完的？这四十
年，中国经历了无数挑战，往昔
之不易犹在耳畔，当今之辉煌已
在眼前……

对 话

■陶 超
初冬的清晨，院子里的桂花树叶上沾

满了晶莹的露珠，看起来鲜活明亮。桂花
已经没有农历十月的那份馨香，花朵也不
那么饱满坚实了，枝叶间的花团渐渐稀
少，却依旧吐露出丝丝暖人的芳香。

一位七旬老人拄着拐杖，手里拿着透
明玻璃瓶，喘着气、蹒跚着走向桂花树。
我迎上前去问：“大爷，您这是做啥呢？
需要帮忙吗？”大爷面带微笑，慈祥和善
地说：“小伙子，我去采摘桂花呀。”

我跟着老人家来到桂花树前，只见他
左手握着瓶身，右手把美丽的花从枝叶间
小心翼翼地摘下放入瓶中。“大爷，您这
是要做糖桂花吗？”我猜测地问。“对，用
糖腌制一下，做糖桂花，香得很呢。”老
人眼神里放着光，兴奋地答道。“那十月
的金桂才是采摘的最佳时机呀，花色漂
亮，香气宜人，不是吗？”我又犯了迷。

“是呀，十月的桂花才是最美最香的，色
泽和口味地道。但十月桂如果采摘了的
话，人们便无桂香可嗅，感受不到那份幸
福的香气了。趁现在采摘，花还没有完全
败落，丝丝微香犹在，把花放入瓶中用糖
保存起来，对花来说也是一种生命的延
续，美和香都在。”老人言语间流露出爱
与智慧，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怀着老人这份慈悲之心，也精心准

备一个玻璃瓶，采摘了一些桂花，用糖腌
制起来。经过了几天的酝酿和沉淀，糖桂
花基本可以食用了。从瓶外看去，如一粒
粒美丽的小精灵受着爱液的浸泡与滋润，
活泼可爱。我舀一勺放到茶水杯里，不一
会儿香气便飘散开来，让人心旷神怡。做
菜煲汤的时候放一点糖桂花，整顿饭就更
锦上添花了，香气可以弥漫至整个厨房。
无论春秋与冬夏，白天和黑夜，只要尝一
口糖桂花，我就仿佛看到了满枝的桂花盛
开着，想起那个明媚的日子里同老人采摘
桂花的场景，幸福感便油然而生，幸福的
香气在全身流动。

原来，幸福是可以储存的，就像瓶子
里的糖桂花。哪怕生活遇到挫折痛苦，尝
一口人生瓶子中存放的糖桂花，心中再多
的苦也会渐渐地变甜。同时，心怀幸福还
要怀着一颗慈悲之心、一颗饱经风霜却依
旧热爱万物之心。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心怀苍生，大爱无疆。”爱惜一树一木，
一花一草，就像老人不忍心去采摘秋日里
的桂花一样，因为他心中有爱。做一个有
爱之人，去感悟和领会这世间的美好，幸
福的香气便未曾远去。

幸福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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