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是过客
!!!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十二

王少青

当年的大程书院!无论是书声鼎沸

还是人迹杳寥!无论是堂舍轩昂还是竹

篱疏落! 无论是都市红尘中的清逸!还

是山间明月下的执着!都或多或少或真

或假地寄托着某种道的意味!儒学传承

之道!人格完善之道!价值取舍之道等

等" 从性质和功能来论!书院滥觞于孔

子的杏坛!成型于唐!兴盛于宋!衰微于

清末!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光的

打磨!书院在今天都已成为一道历史深

处充满温情的风景"

位于中原腹地扶沟县的大程书院!

是这道风景中未必招摇却耐人寻味的

一个点"

宋神宗熙宁八年! 程颢出知扶沟"

此时的程颢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儒!虽出

于周敦颐门下!但汲濂学之滋养而脱越

其囿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 知尽性

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

乐% 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

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程颐(明道

先生行状)* 即便减去几分其弟程颐行

文中的誉美!我们也可以认识到 !程颢

已由一个研究型的学者成功转型为一

个思想型的学者" 而程颐也侍奉着他们

的父亲程鮱一同来到扶沟" 二程深思精

研!博取约收!其所创洛学既承纳了新

儒学草创时期的积极成果!又融汇了濂

学+关学+象数学等当世诸学精华!以其

深刻的内省精神和严谨的逻辑体系!与

宋王朝统治理念和社会价值取向形成

共振!成为北宋理学的顶峰%

人生至苦!或许就是思想者不能传

播其思想了%

程颢不堪其苦 ! 也就顺应当时世

风!在扶沟办起了书院% 大儒办校!则如

大匠攻木!必不拘于榫卯% 程颢显然不

是要纳一群黄髫小儿背诵#天地玄黄&!

也显然不会领着些迂腐书生研修#仁远

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他是要行大

道!广为传播其存理灭欲的社会生活价

值原则!既要形成其学术体系 !又要构

建起门派体系%

深谙 #没有门徒就没有孔子 &道理

的大程!也同样明白没有学生就没有理

学%

于是 !扶沟的书院刚一筹建 !程颢

就召其得意子弟游酢前来掌管学事!后

又相继把杨时+吕大临 +谢良佐一干弟

子延入书院% 这四人在程门并称为四大

弟子!在当时的北宋社会 !却都已是令

无数学子景仰+令朝廷深为关注的大学

者了% 更为难得的是!因为二程的父亲

程鮱在扶沟!二程的表叔 !也是当时理

学宗师+思想界前辈的张载也曾前来探

望% 张载与二程这几位不世出却偏偏并

世而立的人物!此刻会交流些什么, 是

青梅煮酒!还是华山论剑 !史书并没有

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象决不是家

长里短+油盐酱醋的闲事%

#大道如青天&!在程颢手创的这个

小小书院里!学术与思想的传播+交流+

碰撞! 如核裂变般地生发出巨大的能

量% 中州古城扶沟!一时成为北宋理学

中心!领尽天下风骚%

繁花万树!代谢有时$梁园虽好!终

是过客% 规律!还是规律在引导着我们

审视历史的幻化无度%

程颢在扶沟任知县期间 ! 赈灾减

赋! 济世安民!#不愧古之循史&'杨希闵

(程纯公年谱)*!尤其是创办书院!汇聚

天下英才!传播儒学思想!中州大地!文

风盛行% 宋神宗元丰四年!程颢因故黯

然去职!结束了近
!

年羁旅中原的生活!

重返洛水之畔% 对于深深系念着他的扶

沟而言!夫子程颢!终是过客%

程颢创办的书院!在程颢离去后相

继称为明道先生祠+明道书院 !清乾隆

年间改称为大程书院并沿用至今% 书院

自北宋以来多有改建和扩建 ! 几移其

址!数增其量!现存清代建筑
"#

多间!朴

素规整地总让人联想起大儒的衣冠% 这

座当年曾呈现了极度思想奢华的书院!

如今是一处回望与怀旧的博物馆% 如同

天下无数曾喧嚣一时的书院一样!大程

书院也早已不具有思想与文化传播主

阵地的功能% 从这一点上看去 !千年书

院!终是过客%

程氏兄弟赖以立身扬名的理学!把

中国儒家思想系统地社会生活化了!进

而成为禁锢思想规范行为的工具!在此

后近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为构建符合统

治者意志的社会秩序发挥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正如今人所言!#如果说人民群

众是一群羔羊!二程理学终于给统治者

找到了鞭子% &物是人非!当羔羊站出了

主人翁的姿态! 鞭子又有谁再去扬起%

理学毕竟是儒学的一个阶段!儒家思想

毕竟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阶段%

呼啸沧桑之后!程朱理学!终是过客%

二程去后 !不复二程 !但他们身上

传递出的那种不断探索不断求实不断

创新的求知精神和学者的家国社稷意

识!还有那充盈于荒寒长空中的立雪情

怀!却时时给我们以启迪!历久而弥新!

并将永久驻留在这方土地上%

陈涛周伟刻字作品入选
全国第十届刻字艺术展
本报讯 秋风紫菊傍篱落! 十月

金秋硕果香%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江

苏省书法家协会+ 中共南京市委宣

传部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十届刻字艺

术作品评奖日前揭晓! 我市作者陈

涛+周伟榜上有名%

全国刻字艺术展活动是国家书

法刻字艺术领域最高规格的奖项 !

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 书坛 #国

展& 的每一次举办都会在中国书法

界引起轰动!不断引发创作热潮!持

续推动书法刻字事业的繁荣发展 %

该活动从今年
$

月开始征稿!

"

月底

截稿!期间共收到
$%###

多件应征作

品!组委会经过初评 +终评 +评奖的

三轮评选!最终确定
&&"

人刻字作品

入展% 据了解!此次活动河南省有
&$

件刻字作品入展!我市占两件%

刻字艺术兴于秦汉!盛于唐宋!

是我国书法艺术不可分割的重要艺

术手段和表现形式之一% 现代刻字

作品在继承传统刻字艺术的基础

上! 经过刻字艺术家和爱好者多年

的探索 +实践 !糅合现代艺术元素 !

使刻字艺术表现主题高度融合 !从

而产生了义形统一的优秀作品% 现

代刻字艺术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 !

将书法 +篆刻 +绘画技巧 +木刻制作

融为一体 !古朴典雅 +意象鲜明 !令

人赏心悦目% 陈涛+周伟两位作者的

刻字作品整体彰显了周口市现代刻

字艺术的创作成果! 充分展示和证

明了我市在现代刻字艺术领域中的

实力% !毛琦"

文艺动态

激越豪迈的英雄史诗
!!!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浴血黄泛区#读后

戴俊贤

黄泛区!是一个苦难的代名词%

$'&(

年!在抗日战争的紧要阶段!日寇进攻开

封+郑州% 蒋介石国民党军企图#以水代

兵&阻止日军南下!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

堤% 滔滔黄河水向东南方向一泻千里!西

边一路沿颍河流入淮河! 东边一路沿涡

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

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变成了一片

汪洋%豫皖苏
&

省
))

县市被淹!受灾面积

*+'

万平方公里! 受灾人口
$%%%

万以上!

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达
('

万多人!人

为造成了亘古未闻的大灾难% 河水从花

园口下泄后!黄河改道% 由于没有固定的

河床!新黄河滚来滚去!在豫+苏+皖三省

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 这就是黄泛

区% 黄泛区人民虽然遭受着敌寇和黄水

泛滥的双重灾难! 但是他们抗敌图存的

斗争却没有停止% 黄泛区的历史是血泪

史+苦难史!更是斗争史+胜利史+光荣史!

黄泛区人民是勤劳智慧+ 坚强勇敢的人

民!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用文学的形式

反映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 用黄泛区人

民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激励后人 +烛

照未来! 引起许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

关注% 我市扶沟县农民作家冯金堂在上

世纪
!%

年代曾创作了(黄水传)!著名作

家李准创作(大河奔流)并于
$',(

年改编

为电影搬上银幕!

*%$*

年拍摄的电影(一

九四二) 也是以河南人逃荒为背景编写

的% 我市文史学者梁祖文+邢长顺+王保

清+ 杨光奇联手创作的
&%

集电视连续剧

文学剧本(浴血黄泛区)是这一题材创作

的新收获% 该剧本经过多次修改+反复推

敲!通过明确的主题思想+生动的故事情

节+ 鲜明的人物形象再现了黄泛区人民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悲壮历史!成

为弘扬主旋律+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

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我以为!梁祖文同志的(浴血黄泛区)

不仅内容多分量重! 而且在黄泛区题材

文艺创作特别是影视创作中实现了多方

面的突破! 在真正史诗品格的铸造上取

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其一! 剧本以宏大的历史视野第一

次正面完整真实地形象再现了从
$'&&

年

到
$'!%

年以黄泛区为核心的历史风云%

该剧本以历史发展走向为纵线! 以代表

性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纽带! 以重要

历史事件为关键点!从三岗聚会+贾鲁河

截粮+蒋军爆破花园口大堤+新四军杜岗

会师+魏凤楼主政扶沟+主政鹿邑 +江村

战斗+柳林起义+刘邓大军过黄泛区 +独

立旅三克界首+ 吴台镇组建十八军等等

事件从容写来! 纵横捭阖! 完整而又真

实! 堪称一部形象的黄泛区革命历史读

本%

其二!深入把握历史!在正确处理历

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上达到了新的

高度!创造了新的经验% 梁祖文既是文史

学者和著名编剧! 又有着几十年钻研近

现代史的深厚功底!对周口+河南革命历

史深为熟悉!并出版过多部史传作品% 按

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梁

祖文的虚构主要在两个方面下工夫 -根

据揭示主题和刻画人物的需要! 对浩如

烟海的史料进行取舍+剪裁+概括和艺术

提炼! 以完成叙事的行云流水和冲突的

波澜迭起$ 遵从历史逻辑和人物性格逻

辑去虚构精彩的细节描写! 以实现从历

史到艺术的深度转换% 正因如此!历史与

艺术+史实与虚构真正做到水乳交融!互

为支撑! 为剧本的历史美学品格独步文

坛!提供了新的启示%

其三! 以魏凤楼的活动和命运的中

心视点来结构全剧! 真正实现了以魏凤

楼为第一主人公的黄泛区风云的艺术呈

现% 魏凤楼是原西北军军长+著名抗日将

领+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在我党的统一

战线感召下!在北伐战争+察北抗战和抗

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期间! 像古代神话

人物夸父追日一样!义无反顾+坚持不懈

地追求光明与进步! 探索中国人民独立

富强的道路! 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一个

抗日将领和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他

的一生经历曲折而又富于传奇色彩% 作

者充分运用电视剧本这一艺术形式 !成

功塑造了魏凤楼将军的艺术形象%

其四! 以浓郁的地域文化作为全剧

的主色调! 突出反映了黄泛区的地方特

色% 一部文艺作品应有自己的特色!有特

色才有生命力% (浴血黄泛区) 的作者都

是周口本地人!长期生活在周口!他们对

周口及周边地区的风土民情十分熟悉 !

对群众的喜怒哀乐了如指掌% 因而在剧

中增加了丰富的地方元素! 增强了剧作

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以周口为核心的黄

泛区是戏剧之乡!剧种较多!这些戏剧在

(浴血黄泛区) 中都有精彩反映% 在剧本

中加入这些唱段! 无疑会引起读者或观

众的关注和兴趣%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李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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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水河畔一盏灯#

半窗明月伴笔耕$

村静星残人不寐#

乡音唱给乡亲听$

二

毕生笔耕何所求#

穿影田畴放歌喉$

人去灯熄声犹在#

相叙同登农家楼$

三

与君相见少年时#

常聆乡音听好诗$

春蚕到老丝不尽#

何日再续新竹枝$

梦圆中国
童新生

盛世华诞欣向荣#

华夏文明傲苍穹$

斧头镰刀卷红旗#

黄河长江惊巨龙$

六十五载风雨励#

两个百年波澜腾$

神州复兴展宏图#

炎黄共圆中国梦$

时代骄子
任大良

带着诗人的激情

我站在旗杆的台阶

把祖国升上天空

六十五年

在祖国的成长中

岁月把我们这一代骄子

从校园送入社会大家庭

从此 便辛勤耕耘

从此 便尽瘁鞠躬

如今

诗人的高歌已经消声

却用汗水

把四化建设的战车推动

如今

诗人的头发已经花白

却用沧桑谱写了祖国的繁荣

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风清气正

诗人就是一代骄子

诗人就是一代人的共同国庆

让我们这一代骄子

举起杯 把笔握在手中

大声地说

我们无愧于自己的使命%%

忘机会古

刘
佰
癑

绘

甲午重阳夜诗朋小酌
薛顺民

桂香浸韵雁声中#

抖落秋阳沐晚风$

挚友花前歌盛世#

宾朋星下话年丰$

更深尤论中国梦#

夜半还评百代功$

举酒频频诚待客#

诗情浩浩唱升平$

棉花地
路雨

一个个绵软的汉字或词条

有序地罗列在大平原上

在阳光的充足照射下

变得粗壮 敦实 富有力度

这就是老家的棉花地

离天空最近

离阳光最近

离母亲最近

在离母亲最近的地方

最容易让人感受到幸福和温暖

最容易让人滋生爱的欲望

空气一样柔软和温润

老家的棉花地

一块连着一块

望不到边际

一株株 并不遥远

相互张望

一行行 参差交错

心手相牵

淡紫浅黄的花朵

在八月

繁星样缀满枝条

从季节的深处

一路走来

直奔生命

在寒冷即将到来之前

缤纷的花事

再次雪花般覆盖了大平原

逗留在纯净的阳光里

给人们洞开一扇温馨的记忆

是母亲饲养的羊

放牧在大平原之上

成群成群

如游走的云朵

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靠近青草和水的地方

啃噬 呼吸

那质地

让触摸的手指

感受来自母亲最无私的关爱

布帛一样

温暖柔软和细腻

其实多像
一根火柴

卞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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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硕 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