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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

生命越来越向内转

越来越依靠回忆捕捉幸福的火花

走过多少城池

越过多少山川

最让我温暖的

依然是家乡的炊烟

以及炊烟下母亲的呼唤

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
!!!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三

王少青

已经过去了的事情! 想要完整的还

原它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 但无论怎

样过去了的事情! 都会留下把握它判断

它的痕迹! 留下最大限度还原曾经的真

实的依据!这也是不容否认的" 所以说正

确的历史观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虚无"

在这种历史观之下! 很多人类文明

现象和历史文化问题都可以给出一个基

本符合客观真实! 又能为大多数人接受

认可的解释来" 比如数控机床的始祖是

磨制的石器# 大秦帝国俑化的兵马显示

了统一六国的威势# 李白的仰天长啸是

一个盛世的张扬!等等" 得出这些答案并

不复杂!一是有大量文献记载相互佐证!

二是有考古发掘的实物不断提供证据!

三是学者们加以研究分析#归纳判断!四

是人们有不为外物所役的寻找正确答案

的愿望和勇气" 很多时候!这看似力道不

足的第四条!一旦掌控不准!却可以凭借

纯主观的力量拨动甚至颠覆前三条所得

出的客观结论"

老子故里的认定就遇到了这样的问

题"

司马迁在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

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

楚之苦县!从古至今指认的都非常明确!

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 司马公外!多

部典籍文献均呈不二论断"

鹿邑县城东五华里的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太清宫遗址区域内! 除现存

地上明清建筑外! 相继出土了大规模唐

代宫殿建筑基址和许多汉唐以来巨型石

碑!多为官方故里祭祀的物证"

至于学者们! 在这些文字和实物面

前! 原本就老子故里是不必要再谈什么

观点了!因为一切都明摆着在那里" 但近

年来却也要时时发声去重复一个历史早

就证明了的结论"

因为有人就老子故里在哪里提出了

超越上述文献和实物之外的观点 *这种

观点也不新鲜!明清时期就有人提过!但

很快就自行纠正或湮没了+!形成了所谓

老子故里之争"

其实! 包括一些名人故里归属在内

的历史文化悬案的出现和存在是很正常

的" 记载不明#证据不足#沿袭脉络不清

等!这些均可(姑且存之!留待后人)" 如

诸葛亮身世的襄阳南阳论! 因为文字的

不准确!因为隶置#地理的变迁!数百年

争来争去!却也成就了一段佳话" 但老子

故里却不是这样" 这位老人虽然(不知所

终)!但(史家之绝唱)留下来了!林立的

碑碣留下来了!一切都清清楚楚!没什么

好质疑的!没什么可研讨的!老子故里是

哪里就是哪里!像水晶一样清晰透明!丝

毫也不磨砂"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勇气十足地站出

来争呢, 说他们毫无根据#无端生事!也

是冤枉他们了" 每一个来争老子故里的

人都可以充满自信或充满发现新大陆般

惊喜地给我们展示他们的证据! 也是有

文献有考古!立论纵横捭阖!下笔洋洋洒

洒" 但正像老话说的那样'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仅从石碑来比较!来争一方

提供的古碑年代就要晚于太清宫古碑近

!"""

年!规格#数量#碑文内容更是逊色

的紧" 证据相较!云泥立判!天壤之别!孰

真孰假!一目了然"

这种背景下的争就不是一个学术问

题! 而是一个带有鲜明特色的社会问题

了"

老子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

化名人!争得老子故里的名分!再赝仿一

把!节会一番!是可以获得政绩和产业收

入双重效果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自然资

源禀赋不佳#社会人文资源稀薄的地方!

更是值得花些气力无所畏惧地去争!即

便是证据贫乏!即便是曲怪和寡!即便是

罔顾历史真实"

但既然来争老子故里! 总要顾及老

子的想法吧" 老子告诫我们'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 对于人们都尊重的历史!不可

不去尊重-对于人们都畏惧的背离真实!

不能不心生畏惧" 否则!就是违背了万物

的道和做人的德" 明清时曾经想把(老子

故里)争过去的某个地方!很快就自我纠

正了! 这可能是学术范畴的争和学术心

态的自我纠正! 贯穿其中的就是对于历

史真实的敬畏"

近些年来! 围绕历史文化资源的争

夺名目繁多!愈演愈烈" 这之间有历史遗

留悬而未决的公案! 如前面提到的诸葛

亮结庐之襄阳南阳论- 有将神话传说现

实化的!如(梁祝文化之乡)的多处命名!

虽不严谨!却是在推广一个美丽-有近几

天刚张开序幕的上海博物馆专家与苏富

比拍卖行的苏东坡$功甫帖&真伪之辩!

这毕竟是围绕一件拍卖标底展开的!大

可由银子收底! 也权当是东坡先生又借

此自我炒作了一把- 有为了现实需要而

刻意去经营打造的!如妄争(老子故里)#

(李白故里)等!把有足够证据证明了的

真实的东西设法推翻!以不惜搅混历史!

不惜在国际上损毁中国文化形象来获取

狭隘利益!这是要带来很大隐患的" 有关

部门和有识之士不应该再以学术歧见来

任其存在与发展! 而是要采取积极的行

动! 有效地形成统一认识! 消除无端之

争!维护历史真实!向世界负责任地展示

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

至于匪夷所思的西门庆故里之争 !

与文化学术无关!与敬畏背离无关!属于

非典型性精神卫生问题! 不在本文探讨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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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机会古

军人气节 文人气象
!!!印象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军旅书法家司马武当

记者 李硕

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洛阳一家有着深厚文化

底蕴的中医世家! 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 趴在桌

角目不转睛地看着爷爷为前来看病的病人诊病#

开药方" 这位当地有名的老中医! 在为病人看过

病后! 用毛笔小楷认真地在纸上开药方" 虽然小

孩尚幼! 一时看不出个中韵味! 但每当蘸墨的毛

笔划过纸张留下各种各样的线条时! 他觉得有趣

极了" 不知不觉中! 儿时的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

这个孩子的记忆里! 成为了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的眷恋"

这个小孩子就是司马武当! 现为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河南省文联委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草书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直书画家协会副

主席!郑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协

会副主席#评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硬

笔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

现任河南省郑州警备区副政委#大校军衔"

生于
!*+,

年的司马武当!虽然(生不逢时)!但

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个 (幸运儿)" 因为爷爷是当

地有名的老中医!不但大医精诚!毛笔字更是功力

深厚" 在司马武当只有三四岁时! 爷爷便教他背

(汤头歌)#(药性赋)#(伤寒论)! 甚至诸多的医古

文" 待他背累了!便趴在桌角看着爷爷用毛笔开药

方" 在司马武当自己想象着(涂鸦)的时候!爷爷总

会疼爱地拉过他的小手!认真地教他怎样执笔#如

何着墨" 长期的耳濡目染!让司马武当从小就对书

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培养了他每天写字的好

习惯" 就这样!司马武当得到了同龄人无缘享受到

的(国学教育)!以及书法上的熏陶与启蒙"

(一手好字!受益一生" )这是司马武当由衷的

感叹!也是他对自己经历的总结"

!*,%

年
-

月!有

部队到伊川接兵" 刚刚高中毕业的司马武当虽然

向往着橄榄绿!却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我的体重#

视力都不达标! 按说这辈子可能都与军营无缘" )

然而!机遇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 在街头正贴标语

的司马武当被接兵部队首长发现!当得知这些(像

印的一样)的标语出自司马武当之手时!接兵部队

首长硬是把他(特招)到了部队"

也许真的应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句老

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司马武当在一位老首长的

鼓励下!编写了一本$钢笔正楷字帖&!然后寄到了

一家出版社" 这家出版社的编委们顿觉眼前一亮'

如此功夫的钢笔正楷字帖!市场绝不多见" 出版社

破例在几日内连续通过三审!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

上市"作品一上市立即受到了众多硬笔书法爱好者

的热捧!十几万册的$钢笔正楷字帖&很快被抢购一

空!出版社不得不一版再版" (司马武当)的名字!也

随着$钢笔正楷字帖&在全国的热销而迅速走红"

作为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的主要创始人!且已

功成名就的司马武当!按说应该知足了" 可随着他

和更多书法大家的接触! 司马武当越来越感觉到

毛笔书法在书法艺术上的重要性" 之后!他硬是和

自己过不去! 执意要在毛笔书法上有一个全新的

突破"

尽管魏碑的古朴典雅#颜体的雄浑大气#柳体

的硬朗洒脱! 早在童年时期司马武当就了如指掌!

但他还是从法度严谨的南北朝!尤其是唐#宋的楷

书入手!以得古朴之气!另一方面大量临写$圣教

序&#$兰亭序&等" 通过长期不断地练习!司马武当

汲传统书法之精髓!得其神韵而厚发!特别是将古

章草严谨淳厚#今章草典雅俊爽熔为一炉!有效地

诠释了抽象章草艺术的内涵! 囊括了书法众多的

元素和精华"

仅华丽转身后这几年!司马武当的毛笔书法就

先后
+

次获得部队系统举办的书法大赛一等奖!全

国(伟人杯)书法大赛二等奖!$书法导报&国际书法

篆刻年展银奖! 并被多家省级以上的博物馆所收

藏"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宋华平!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俊

杰都对司马武当的毛笔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司马武当的书法俊朗秀逸!上追魏晋!下摹唐

宋!充斥着清丽淳雅的书卷气息!呈现着标志性的

军人气节#文人气象!带给人们一种赏心悦目的艺

术享受"字如其人"从司马武当的书法作品中!同样

可以找到他的儒将风范'宽博和逸秀!古朴与潇洒!

文静与清雅!端庄与沉着" 格调高雅!不落世俗!既

呈现出堂正之气!正人君子之风!又从文静中感受

到平和#宁静#幽雅#柔和的境界之美"

一个书法家的世界是有限的!一间陋室!一张

桌案!一张纸!一支毛笔!就可以泼墨挥毫-一个书

法家的世界又是无限的! 沉浸于书法的世界里!可

以神驰四海!法象天地!随心赋形"练字的过程其实

就是练心的过程!书法的修习其实也是人品性的修

习" 书法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一个人的素质和品格!

这对于司马武当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

(书法将伴我一生!直至终老" )司马武当对记

者说!(书法已经成为我的.日课/!哪天如果没有写

字!就会觉得手痒#心痒!很不是滋味")练习书法的

(日课)也成了司马武当修习品性的(日课)"别看司

马武当外表儒雅沉静!看起来含蓄内敛!毫不张扬!

却吸引了不少(粉丝)追随" 每次举办书法展!不论

是在省内还是省外! 总有不少他的追随者前来捧

场!即使是天南海北地到处跑!也能看到(铁杆粉

丝)的熟悉面孔"这不得不说是他本人的魅力!正是

书法让他的魅力绽放光彩!盛而不衰"

(金戈更兼儒雅风!深情高韵自心声!软硬兼施

传佳话!翰墨扬魂唱大风)"这不仅是圈内人士对司

马武当的赞美!也是他本人多年努力所得" 但愿司

马武当这个国内少有的软硬兼长型书法家能够走

得更远"

岁 赋
沈达顺

前年作$岁赋&!余愫未尽!今新

春催续!以为(姊妹)"

白驹叩春

碧湖凝玉

落红无声

万木萧萧待新萌

凭谁问

风寒何处归鸿

韶华易逝

历历峥嵘

辗转流徙

一声叹息六十冬

鬓霜愤
!

千载英雄放翁

人生多艰

忧患影从

淡泊宁静

知足常乐至高境

羡陶令
"

觅得桃花源耕

卅年沥笔

不修谀迎

迂夫自醉

聊有拙集谓三龙
#

堪笑我

遴考榜中魁名

也曾年轻

春潮奔涌

血臂湖口

长歌当哭木石盟
$

芳不泯

祈君岁岁萋荣

往事如烟

舒扬阁梦

牖月溶心

枕畔长拂龙湖风

臻晚晴

霞熔金夕阳红
%

注!

!

鬓霜愤'南宋陆游$书愤&

诗中有 (镜中衰鬓已先斑)#(白发萧

萧卧泽中)#(镜里流年两鬓残)句"

"

陶令'晋代陶渊明"

#

三龙'作者作品集$龙湖风&#

$龙湖春&#$龙都概览&"

$

木石盟'$红楼梦&红楼十二曲

$终身误&中有(都道是金玉良缘!俺

只念木石前盟)句"木!林黛玉-石!贾

宝玉"

%

霞熔金'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

$永遇乐&一词中有(落日熔金!暮云

合璧!人在何处, )句"

古陈拾遗之!株林之诗"

范闽杰

要真爱一个人! 或一个地方!

读懂她是关键" 没有透过容颜之

后的谙懂!就难有真正灿然于心的

宽容!和持久弥新的呵护"

工作调动后!朋友送一套清时

淮宁知县编撰的线装本 $淮宁县

志&!竖排繁体无句读!愈读愈自惭

愧!但还是决心坚持下去" 现在看

来!海峡划开的不只是地域和意识

形态!竟将祖宗留下的文化也生生

地割裂开来!让同为炎黄子孙的国

人竟不再认识自己祖先的文字 "

同时!我们今天国学基础教育的薄

弱也随着读史的深入显露无遗"

风俗篇中!开头不久就有这样

一段话颇令我费解" (君臣失德民

无则盕株林之诗载于国风" )先断

句!应该是(君臣失德!民无则盕"

株林之诗!载于国风" )那么(株林

之诗)!指的是什么,

遇到这种问题!翻$现代汉语

词典&注定毫无结果"也难怪!人家

表明了是现代汉语词典!古语句在

那里自然无迹可寻" 我有一个购

书心得'多买多存工具书" 其一他

们只会被修订永不会过时!其二他

们是你探求各科知识最忠实的无

言之师" 搬出厚重的$辞海&!汗颜

而知!(株林'古地名!春秋陈国夏

氏封邑!在今河南西华西南")续阅

之!一个悲凉的历史故事展于书卷

之中" 这条只用二十多个字表述

的典故! 却是一段由凄美的情爱#

血腥的弑杀#险恶的政治阴谋交织

成的悲壮历史" 他不禁打开了我

的好奇!兴趣盎然地再搬出$中国

历史大辞典&#$左传&等按图索骥!

查阅求解"

殷商早期!商王把今天淮阳一

带封给了虞舜的后人" 周灭商立

国之后!重新分封诸侯!周武王将

这片泽国沃土再次封给舜帝之后

(胡公(*名满+妫姓"有了陈胡公妫

满的侯爵之国! 淮阳便成为天下

陈#胡两姓的根脉之地"上面说(株

林之诗)的典故!就是陈胡公的后

代子孙留下的" 只是它发生时代

在东周时期!距陈胡公受赏立国已

经过去了好几百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英名

盖世的虞舜之后!经胡公!后再由

共公传到儿子灵公的时候!已经到

了气数将尽之时"

陈灵公治国乏术!政治上毫无

原则" 即位之初!他采取亲晋背楚

的政策!引来楚国的讨伐" 面对强

楚!晋国遥不可及!灵公遂换张面

孔去晋附楚!以背弃换得生存" 对

于卑微者!尊严只能是隐于内心的

一丝抗争-对于弱者!原则只能是

心中一份难以实现的奢望" 灵公

为生存而背信弃义本身并没有什

么可指责的!直到今天国际社会中

也没有恒久的联盟!只有不变的利

益" 但灵公政治上无心富国强兵!

整日里醉生梦死!荒淫无度就太不

应该了"这种态度在太平时期尚无

大害! 然在纷乱之际无异于自绝"

春秋时期群雄争霸!虎狼遍地" 在

这种社会环境中长不出狼牙!终为

狼食!是一个必然的宿命" 灵公似

乎并不在乎这些! 依旧寻花问柳!

风流逍遥!终究为自己惹来杀身之

祸"

夏!是陈国的一处封邑!在今

西华县西南!即株林" 本人没有做

过田野考证!想来地域范围应该在

今天西华县的西夏# 东夏两乡一

带" 夏姬!夏国当时国君夏徵舒的

母亲" 据$烈女传&记载'(陈女夏

姬!陈大夫夏徵舒之母!夏御叔之

妻也"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候争

之!莫不迷惑失意")如此漂亮的女

人!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只知

道享乐的主"享乐!人之天性!无可

厚非" 可一旦你超越了底线!失了

度!就注定要生悲" 她在和陈灵公

保持私密关系的同时!还和大夫孔

宁#仪行父两人私通"

陈灵公与夏姬私通"据$诗序&

记载!(*灵公+ 淫乎夏姬! 驱驰而

往!朝夕不休息焉")从淮阳到今天

西华! 当代不是什么劳神的事情!

但在那个交通落后的年代里可是

一趟要老命的旅程"但灵公荒废朝

政!乐此不疲!以致(驱驰而往!朝

夕不休息)" $淮宁县志卷七%英烈

传 &载'大臣薫冶直言进谏!抨击

君臣淫乱失礼!(公曰' 我能改矣"

公告二子*指孔宁#仪行父+!二子

请杀之!遂杀薫冶" )灵公阳奉阴

违!首鼠两端的为人为政之道由此

可见一斑"

更有甚者!灵公#孔宁#仪行父

当着夏徵舒的面狂言嬉戏!争说夏

徵舒长得更像自己一些"怒不可遏

的夏徵舒思量着反击!也暗中做起

了顺手牵羊的黄粱之梦" 公元前

+**

年!夏徵舒弑灵公" 闻讯后!孔

宁#仪行父仓皇出逃!避难楚国"夏

徵舒自立为陈国国君"

觊觎是对阴谋者耐心的考量!

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多半不会轻易

放弃"接到孔宁#仪行父的报告!楚

庄王像只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意识

到时机的来临" 公元前
+*#

年!以

夏徵舒弑君自立为借口!楚庄王率

兵讨伐!终将夏徵舒车裂" 之后陈

国亡!变成楚国的一个县"

掩卷而思!享国必祸国!享事

自坏事!时至今日亦不外与此" 以

公权为公!利天下誉自名-化公权

为私有!享其利者!误国殃民终害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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