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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火张楚
!!!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七

王少青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政

权!!!张楚"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

帝!!!秦始皇一手开创的庞大秦帝国

疆域上活生生自行拼杀出来的#

秦始皇堪称旷世英雄 "他 $奋六世

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带领着一群

忠诚而无畏的关中汉子"从黄土高原上

一路呐喊着冲将下来" 几番马嘶箭鸣"

六国烟消云散" 燕韩赵魏楚齐的后裔"

均成为大一统的秦帝国臣民# 形势一派

大好下的秦始皇"暴露出了英雄的局限

性# 他把握不了对立统一规律"缺乏对

自己和曾经的对手角色转换的认知和处

置"时时以敌视&仇恨和高压的姿态"试

图和已变为臣民的昔日敌人过他认为寻

常的日子#

这怎么能行得通呢' 果不其然"当历

史走到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 便被一场

透雨浇得血脉贲张" 造反的情绪如野草

般疯长# 于是"久怀鸿鹄之志"敢于大发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质疑之声的陈胜和

他的伙伴吴广终于动手杀人了# 围聚在

他们身边的
*$$

名楚国遗民" 在依律当

斩和造反求生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

者# $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从帝国的守

卫者戍卒一变而为帝国的颠覆者义军#

胸中的抱负和求生的本能一旦遭遇

手上的鲜血" 便迅速催醒了陈胜身上蛰

伏已久的卓越军事才华和非凡政治追

求# 起义军攻势凌厉"战略意图明确"在

就近攻克蕲县后"陈胜&吴广即率主力向

西进击" 迅速占领中原重镇陈县# 一时

间"义军势力大增"声威大震#

陈县"即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此前

相继为陈国都城&楚国都城&楚国北方重

镇&秦帝国
+%

郡之一"战略位置重要"政

治影响大# 陈胜选定在陈县建立自己的

政权"定国号为$张楚%"定陈县为都城"

自立为王"鲜明地提出$伐无道"诛暴秦%

的纲领口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被统

治阶级以武力创建的政权就此诞生"并

向世人昭示着(王侯将相"原本无种#

天下苦秦久矣# 张楚政权建立之时"

$天下云集响应 %"刘邦 &英布 &彭越 &张

良& 项梁项羽叔侄等各路反秦力量纷纷

起兵"相互策应#许多社会贤达前来投奔

义军"其中就有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带领

着一批鲁国的儒士" 持礼器前来效命陈

胜"被拜为张楚政权的博士#

造反" 此时已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

被广为认同#本是躬耕于田原的农民"只

因为占了首义之功"陈胜&吴广收获了大

量超越阶级和出身之上的景仰和赞誉"

也成了当时无数人效仿的明星#

但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陈胜&

吴广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 绝不仅仅

是因为占了首义之功#

张楚的大旗刚刚扬起" 陈胜便作出

$务在入关%"直捣咸阳"四面出击"全面

摧毁秦统治基础的战略部署" 表现出政

治上的坚定和军事上的深谋远虑#

于是"遣一部向东南攻取九江郡"也

即楚国最后的都城寿郢"以慰楚人之心#

遣一部远攻广陵"以控吴&越# 遣一部进

军原赵国之地"一部进军原魏国之地"以

肃清中原"稳固西伐暴秦的大后方#义军

中政治地位仅次于陈胜的假王吴广"亲

自督率三路兵马"向西进击"其中周文部

兵临潼关"直逼咸阳#

在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内" 各路义

军均呈摧枯拉朽之势"攻城拔寨"长驱径

进"秦军或溃或降"早已没有当年虎狼之

师的气象#

张楚政权"如焰火般盛放#

力量的凝聚源于意志的集中和目标

的统一#分踞六国之地的各路义军"在打

赢了对手夺得了地盘之后" 不少都忙于

复国立王" 而忘了秦帝国还存在绝地反

击的力量#加之张楚政权新创"统治秩序

尚未完全建立"管理的科学性&制度性和

纪律性都很淡薄# 而军马远征"交通&信

息的不便又给大敌当前的前线义军首领

以更大的自行其是的决断权" 这之间还

包括了性格不合造成的将领对统帅的谋

杀( 张楚创立者之一吴广命丧于张楚捍

卫者之一田臧之手# 同室操戈" 相煎何

急#

焰火张楚"盛放之后不是冷寂"而是

血色的悲怆和落满原野的星火#

这之后" 多路义军被秦帝国悍将章

邯各个击破"周文&田臧&李归等张楚名

将相继喋血沙场# 陈胜率众退出陈县"转

战途中竟遭队伍叛徒暗害# $苍头军%两

度光复陈县重新扬起张楚的旗帜# 海内

反秦声浪此起彼伏" 义旗遍野" 刀兵四

起"遍地英雄下夕烟#

张楚的剧情急转直下之后" 历史的

舞台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起承转合# 终于"

大泽野火被引向了阿房宫# 所谓 $戍卒

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张楚旗帜的响应者之一刘邦" 在建

立了大汉帝国后"追念陈胜的首义之功"

追封陈胜谥号$隐王%"$为其置守冢三十

家砀"至今血食%# 以王侯之礼祭祀陈胜#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为陈胜单

独列传"还归于王侯专享的$世家%"这既

是司马迁对于陈胜历史地位与贡献的认

可"也是汉朝时统治者定出的评价标准#

焰火张楚# 焰火虽逝"却以它曾经的

绚烂给历史星空留下永久的记忆# $更陈

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河南女作家曹雁雁
!大清相国周祖培"出版发行
本报讯 日前"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再度推出河南女作家曹雁雁的作

品" 长篇历史小说 )大清相国周祖

培*# 这是她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历史

小说 "也是她 $还原 %的第三位河南

信阳历史名人#

信阳作家曹雁雁" 有着难以割

舍的家乡情结" 对养育她的信阳这

座城一往情深# 她曾经说"一座城可

以因人而不朽" 一个人也可以因城

而永生" 曹雁雁就是要用自己的生

花之笔" 缔造一座城和一群人的永

恒# 信阳地灵人杰" 孕育了无数精

英" 曹雁雁的新作 )大清相国周祖

培* 的主人公周祖培就是精英中的

一个#

周祖培是清代后期名臣" 生于

河南信阳商城县书香之家" 商城周

氏族望一方" 历代斥资兴学" 立家

塾&建书院 &举义学 "开商城重教之

先河# 周祖培饱受正统儒学的熏染"

在河南大旱期间" 他倾家资辗转湖

北购粮" 开设粥厂赈灾+ 又巧斗恶

霸"救助温泉书院# 嘉庆二十四年中

进士 "在父兄 $一门七进士 %的环境

中修成正果"被选为庶吉士"从此平

步青云# 身为清廷重臣" 周祖培是

$同治%年号的创意者"$辛酉政变%的

策划人"促成了两宫皇太后的$垂帘

听政 %# 自乾隆五十八年到同治六

年" 周祖培从河南信阳商城县一步

步走进皇城"

,-

年人生横跨五朝"他

畅游宦海
-"

年"历经嘉庆&道光&咸

丰&同治四朝"出翰林院"进国子监"

遍历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长篇历史小说 )大清相国周祖

培*"以信阳商城人周祖培的人生轨

迹为主线" 刻画了周祖培一条如履

薄冰&从善如流的官场之路"一段内

心清明&不逾底限的入仕旅程"品读

之际"令人嗟叹# 周祖培就是一面从

百姓折射帝王的镜子" 就是一曲时

代剧变的悲歌# 这部叩问国人心灵

的历史小说" 以风雨飘摇的晚清为

背景" 在信阳商城本土女作家曹雁

雁笔下"熏染着河南厚重的文化"裹

挟着信阳的风土人情缓缓地绵延开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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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或静美!书法不止一种选择
!!!侯和平书法解读

张体义

人们常用$铁马冰河入梦来%&$上马击狂

胡"下马草军书%&$大漠孤烟%等等与军旅生

活相关的诗词来形容侯和平的书法" 可谓知

者之言#

三十余年的军旅磨练" 多年不断的书法

滋润" 造就了侯和平军人的风骨& 文人的情

怀# 军旅生活锤炼了侯和平真诚豪放&直来直

去的性格" 豁达豪放的性格使他选择了狂放

的草书# 每一个书法家都会根据自己的生活

环境&知识阅历&性格甚至是性别做审美取向

的选择"侯和平对草书的选择是理智的"也是

合适的# 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透着一种率真无

拘&爽朗旷达# 尤其是书写$大江东去%&$黄河

之水天上来%等豪放派诗词时"随着他腕下毫

端的律动" 可以感觉到大漠边关的铁马秋风

和开窗放入大江来的连天巨浪#

自古以来"草书都是带着酒意的# 叶圣陶

先生说"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 对于写草

书的书法家来说"酒到了肚里"心也就格外灵

活了# 笔兴随酒意而生"笔力随酒韵而成#

侯和平好酒"但好酒不是为了体验$醉里

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快感"更多的是将酒

当做草书创作的$助燃剂%# 几杯酒下肚"展纸

挥毫" 仿佛是一个满身豪气的侠士借着几分

醉意"将手中长剑挥舞出阵阵的杀气+又好像

是一位将军"以纸为阵"以字作兵"推演心中

的八卦九宫#

草书需要狂放不羁" 但绝不是没有规矩

的任笔为体&手忙脚乱# 可以以奇胜"但不可

忘了以正合# 侯和平的狂草作品"用情笔墨之

中"放怀笔墨之外# 看似毫无章法可依"其实

却有传统与法度+看似信马由缰"其中隐含道

法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 $佛为心" 道为骨" 儒为

表%# 喝老子故乡水长大的侯和平身上流淌着

道家文化的血液"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

深"侯和平对道家的兴趣与体悟也越深# 临帖

习字之余"经常手持)老子*&)庄子*"一章章

揣摩体会"用于做人作艺#

道家文化对中国传统书画的技法& 审美

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 道与法一直伴随着

中国传统书画的成长# 道有所悟"法便明"明

则易入"入则易化"化则可以任用自由# 由道

而贯法"法明而活"迹依于法"心游于道"立高

看远"自然少走弯路"事半功倍# 常言$作艺先

做人%"悟道就是为学&就是修身&就是做人#

练书不悟其道"则为字匠"悟于道而不能

力诸书法实践" 其道也不能在书法中得到体

现#书法如武术"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功

分内外"侯和平临帖&练字"黎明即起"挥毫泼

墨"数十载从不间断# 虽主攻草书"但篆隶行

草多有涉猎"$现代书法% 也曾尝试" 广收博

取# 在军营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

上行%# 在河南大学&在报业集团"侯和平有了

更多的机会接触文人&沾染文气儿&研读传统

文化" 从不同艺术门类中汲取养分" 滋养自

身"也滋养他的书法#

所谓$字如其人%"就是指一个人的性格&

学识&涵养决定的书法面貌# 如今的侯和平比

当年$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慷慨多了几

分坐看云起的恬淡&安静"但身上依然保持着

年轻人的朝气&英气# 书法尤其是草书"除了

使转圈绕"哪能缺少性情活脱#

学书在法" 而其妙在人" 法可以人人而

传"而妙必心# 真情至性的侯和平与草书心意

想通&气脉相连# 近年来"侯和平的书法面目

一直在变化" 百般滋味" 始终洋溢着勃勃生

机# 仰望着草书的巅峰"途中的侯和平正在不

断丰富&成长自己的书法艺术#

乡下的春天
梅寒

一

从什么时候起"城市被一种叫做$霾%的东西

笼罩包裹# 几十层的高楼大厦"静静地站在那里"

在朦胧的灰色里若隐若现"镜头下"像一幅云山雾

罩的水墨山水画"又像亦真亦幻的海市蜃楼#可你

不敢开窗"甚至连嘴巴眼睛也要好好地保护起来#

那幅水墨山水画里"你感觉不到淋淋的水汽"那里

蠕动着的是有毒的固体颗粒# 刺鼻的气味儿扑面

而来"把你那一点唯美的臆想击穿#

可再多的雾与霾" 都无法阻挡春天的脚步#

春"还是姗姗而来#

公园里的花"不肯错过花期"开得有些癫狂#

人工育植的观赏花木"花朵美得不真实"玉兰洁白

如一只只玉碗"端坐高高的枝头"碧桃花把枝干都

挤得看不见"紫红色的木槿开成了串"樱花从富士

山下飞来" 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印下粉红色的

云阵,,鸟儿在叫"在树上"枝桠间的笼子里"树

下"丝竹悠扬"白衣飘飘的老人在舞着太极,,

如果没有太高的奢望"城市的春天"其实也很

美的#可我的眼睛&心灵"被另一场春天滋养过#它

们被宠坏了#

穿行在繁花似锦的城市中间" 我的眼睛却是

没有来由的空荒与寂寞#满耳朵的车声人声"几乎

让我的耳朵失聪#我闻不到春天的花草香泥土香"

嗅觉已经被城市的味道严重破坏#

我站在春天里"思念春天!!!思念乡下的春天#

是的"已经有好多年"不曾与乡下的春天亲密

接触#乡下的花如何开如何落"乡下的草如何发芽

破土长成燎原"乡下的雨如何沥沥淅淅下起来"乡

下的春风如何浩荡荡地刮起来"对我来说"都已陌

生"我只能站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把自己站成思

念的姿势"深情"又固执,,

二

要不要感谢那一次远行呢"让我终有机会与乡

下的春天约会#工作原因"我被派往乡下的春天里#

那里有我的老家"也有我曾经工作过的小城#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在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

便飞身赶往火车站"去拿一张回家的车票#归家的

欣喜"已经把离情冲淡#我甚至忘记自己在城市里

还有一个需要我的家#

正是春天"我不想错过这一个乡下的春天#

北方的乡下春天" 反应似乎比城市慢了一个

节拍"却更是从容不迫"如乡下的老农有条不紊地

根据时令安排农事一样"乡下的春天"在井然有序

地安排着乡间的花事# 迎春先开"路旁田间"这里

一丛"那里一簇"星星点点"黄得耀眼如星子"是春

天撒向乡间大地的第一张名片#杏花紧随其后"没

有春雨"照样热热闹闹地开了"房前屋后"两树三

枝"引得远方的蜜蜂闻香而来"嗡嗡嘤嘤# 有蜜蜂

的春天"才不觉得寂寞#家乡人种桃"桃花开起来"

成片成阵#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粉红阵势呵"整整

一面山坡"全被桃花笼罩# 香气亦成阵"反倒让人

的嗅觉麻木起来#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映

浅红%倒是走在山间地头"不经意从路边斜逸出来

的三枝两朵"更让人迷恋桃花的那份娇艳#

清晨早起"顺着田间的小路向前奔跑"有淡淡

的晨雾"湿湿的"凉凉的"如烟似梦"绕于身旁"打

湿人的头发"沾上人的睫毛#$沾衣欲湿杏花雨"吹

面不寒杨柳风%"北方的乡下春天"难得遇上一场

杏花雨的#淡淡的晨雾倒略略弥补了那份遗憾#深

深地吸一口气"满心满肺的清爽# 没有霾的味道#

有的是清新的麦苗儿香浓郁的桃花香# 路旁的麦

田里" 返青的麦苗儿已经遮严地面" 铺成一张绿

毯#有露珠儿"一颗又一颗"晶莹剔透"挑在尖尖的

麦苗儿叶尖上#那么多的水晶钻石"让我抬起的脚

不忍落下去"轻一点"再轻一点"怕惊动露水与苗

儿的亲昵#早起的农人"已经开着摩托车突突地行

进在田间路上"去桃园或者菜地#突突的马达声划

破乡村早晨的宁静"忙碌的一天"在淡蓝色的雾岚

中开始了#

乡间的鸟儿" 是不是也比城市的鸟儿来得更

随意懒散一些' 一声"两声"乍然而起"$咕!!!咕

咕%"又瞬间消失在远处# 是我曾经最熟悉的野鸡

鸣叫声# 我也只在城市的菜市场上见过它们的真

容"长长的五彩翅羽"伶俐机警的小眼睛"城市人

最垂涎的桌上美味#它们在碧绿的麦田间"在山间

沟畔"悠然地散步"悠然地起飞"偶尔发发小坏"把

农人新种下的种子刨出来偷偷吃掉,,却无人

去招惹它们#

一天又一天"我迎着晨风在乡下的春天里跑"

跑谢了纷纷的杏花"跑开了胜雪的梨花"跑得满树

的嫩叶儿在春风里越来越绿越来越舒展" 也跑得

一颗被滚滚红尘包裹的心渐渐柔软# 整日被电脑

荧屏刺激的双眸被乡下的晨雾洗得清澈" 饱受车

马喧嚣之苦的耳朵被乡下的鸟鸣浇灌" 它又重新

变得滋润"变得敏感# 跑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听见

麦苗儿在拔节" 小虫儿在轻轻地摩擦着它们的翅

膀,,

乡下的春天" 正在慢慢治疗着我的种种城市

病#

三

在城市里居住久了"满耳充斥的都是噪声"车

水马龙"慢慢将人的听觉损坏#乡村的春夜"为我提

供一剂良好的药方"慢慢将我被损坏的听觉修复#

夕阳退到远山的后面" 村子上空弥漫起淡淡

的炊烟味道"夜色漫上来"冰凉如水#鸡上架"鸭回

窝" 牛羊归家" 忙碌了一天的农人也坐在了饭桌

前# 每晚七点半的天气预报" 是农人们每天必看

的电视节目"那里有农人一年四季的期待与希望"

也有他们不愿意听到的忐忑与不安#

满天的星斗也亮起来的时候" 乡村慢慢静下

来# 村里的人"习惯早睡早起"地里的活计等在那

里"不允许他们像城市人那样有丰富的夜生活"当

然"他们也不会有城里人的失眠症#

那个时候" 乡村会给我一场耳朵与心灵的盛

宴# 拧亮一盏灯"打开一本书"便可以尽情享受另

外一片世界# 乡村夜读" 是一番别样的安静与情

致#不必担心窗外有滚滚的车声"也不用担心外面

的霓虹灯光穿透厚厚的窗帘来扰你#乡下的春夜"

窗外是硕大明亮的满天繁星" 是弥漫在院子上空

的淡淡花叶香气#在那样的星空下"在那样的乡间

小院里"秉烛夜读"人的心"格外空阔"辽远"安宁#

远方的田间"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蛙声#春夜

的蛙声"没有夏日的蛙声密集成阵"一声起了"落

下去"远处再来一声相和# 像田间的两位农人"隔

着远远的距离"在淡淡地话着桑麻#枕着一畦疏疏

落落的蛙声"四季便在你的枕上流转"春日里的辛

苦播种"夏日里的郁郁葱葱"北方没有水田"不会

有谁在稻花香里说着丰年"可北方有麦香"麦子黄

时"北方的原野上会下起金色的丰收雨,,

夜渐深"白日所有的喧嚣都沉下来"静下来#

乡村要睡了"狗儿们却不睡"依然在兢兢业业

地看家护院# 偶尔的路人走过"群狗狂吠"宁静的

夜"便被搅起了热闹闹的波澜# 一会儿"又安静下

来"只有哪一只"竟犹未尽"忽然又添上一声两声"

倒越发显出乡村春夜的静#

来一场春雨最好" 听夜雨剪春韭对久居都市

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生命里的奢侈# 这个春天"北

方少雨" 雨却在我回乡下不久后的一个夜里悄然

潜入# 是半夜里的一滴"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那一

滴"冰冰的"似一声轻轻的叹息"刚巧落在我的脸

上"把我唤醒了#

房顶漏雨"才让我没有错过那一场久违的春雨#

夜半醒来时"雨已经下了半天"那会儿已经下

得欢实了# $噼噼啪啪%"雨丝已成雨点儿"打在檐

下的挡雨棚上"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气势"听起来

尤其惊心动魄#渴盼了太久"早已顾不得屋顶的裂

缝儿"顾不得床头屋漏无干处"没有起身挪一下"

或者找什么来遮挡一下"我只静静地躺着"一任大

滴大滴凉丝丝的雨滴落下来"$噗% 一下"$噗%一

下"打在我的被子上# 我当那一滴一滴的落雨"是

这个春天赐我的珍贵礼物#

静静地躺在床上" 听窗外春雨不紧不慢地下

着#黑暗中"思绪飘然远行#回到杜甫的成都草堂"

那个秋高风怒号的八月雨夜" 愁病绕身的诗人面

对床脚如麻的雨"顾不上为自己苦恼"满怀悲悯的

胸腔里却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 %的强烈呼喊# 那一声呼喊"穿越千年"依然

清晰有力#与杜甫相比"南宋烟雨里走来的那位叫

蒋捷的词人"听雨的境界又大为不同# 他听雨"也

在雨中独悟独语自己的人生#少年轻狂"听雨歌楼

上"红烛昏暗"罗帐轻飘"只愿抓住眼前的那一丝

温柔"哪管明天的前路飘摇#人到中年"客居他乡"

他在茫茫的江上客舟中听雨"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

风"何等的寂寞与凄凉# 而今啊"他老了"白发苍

苍"羁旅漂泊的脚步"已缓缓停驻"他听雨"在僧庐

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

到天明%#

人总是这样的吧"越活越简"也越活越糊涂"

糊涂里有清醒"有明白#悲欢离合"缘生缘灭"都化

在那一滴一滴的落雨里# 随它去吧#

明天的院子里"杏花"李花"桃花"该被那一夜

的雨打得落英满地"那些新发的杨柳叶子"该被那

一场雨洗尽尘土"绿得越发清新油亮"那样的雨夜

里"该有多少颗欢呼雀跃的心"数着窗外的雨滴入

梦"又会有哪一个满怀诗情的诗人"行走在静静的

乡间春雨夜里"一任胸中诗意蓬勃,,

想着想着"也便枕着那一帘潺潺的雨声迷迷

糊糊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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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佰癑 绘

柳笛

路雨

一种最简单的乐器

一种最廉价的乐器

一种生命最短的乐器

一种只属于春天的乐器

一种草民自制的乐器

混迹于民间

从没登过大雅之堂

却能 把风儿吹暖

把乡思拉近

让草长莺飞

山花烂漫

风铃"外二首#

卞彬

如果你的窗前有一串风铃

请不要忽视它的存在

那是我虔诚的心

为你痴守在窗外

如果那串风铃在午夜响起

请不要把它责怪

那是我真挚的心

对你表述的爱

你所在的村庄并不遥远

你所在的村庄并不遥远

打开窗户就能清楚地望见

虽然我不曾走近它

但它却一次次把我温暖

你所在的村庄并不遥远

每天我都要

打开窗户看上几遍

虽然明知你在遥远的他乡

虽然明知

你不会在我的视野里出现

人$其实多像一根火柴

人

其实多像一根火柴

黑黑的头脑中

贮满激情

人

其实多像一根火柴

从一出生

就注定要在生活的边缘上

摩擦

有的擦出了绚丽的火焰

有的只擦出一道黑烟

有的什么也没有擦出

就被岁月

随手扔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