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尧山读雾
李金山

雾茫茫 ! 风萧萧 ! 红叶朦胧

爱缥缈 ! 烟飘飘 ! 云袅袅 ! 美的

真谛何处找"

十月 ! 我和友人一起登游尧

山" 此刻正值红叶绽放! 在烟雾缭

绕中的红叶模糊不清 # 若隐若现 !

如羞怯少女脸上的红晕! 绽放在山

谷和薄雾之中" 此时仿佛是在雾里

看花! 那美丽的红叶被烟雾遮掩的

神神秘秘! 宛如仙子若现若浮! 让

我仿佛来到一个梦幻虚渺的仙境 !

用情感的翅羽无法去触碰红叶在

雾霭漂浮中的迷蒙"

云雾缭绕的天幕上! 有时会裂

开几条缝隙 ! 在那些缝隙的边缘 !

偶尔有几丝金线透出阳光的足迹 !

大约几秒钟! 透出的阳光又被雾霭

遮去 " 我翘首相望 ! 天空阴沉沉

的! 一切好像都沉寂在深思冥想之

中! 只听到大山深处珍禽鸣叫的声

音! 震撼着游人的心魂! 把人带入

到一个高深莫测的世界"

我们一同攀登 ! 沿着陡峭的

山路石阶徒步感受石径的蜿蜒曲

折与险峻 ! 心情无不被这重重浓

雾所迷惑 " 雾霭不断地变幻着 !

时淡时浓 ! 淡时如轻纱柳絮 ! 浓

时若烟雨朦胧 ! 使人仿佛置身在

云海的波涛之中 ! 让心的迷蒙随

着云雾的起伏 ! 满心期待到达向

往的彼岸"

不一会儿功夫! 雾气又淡了起

来! 我们在猴拜观音处看到! 那只

顽皮的猴子在观音面前显得十分乖

顺! 还带有了一种佛性! 让人领略

到远在大山之中却依然浓厚的佛

佗色彩" 我把目光停留在观音送子

处! 这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为了人

世间生生不息! 让每一个求子心切

的人都能得到心灵的安慰和满足"

云雾垂幕间 ! 我在不远处看

到了犀牛望月 ! 这尊犀牛高卧在

深山巨石之上 ! 向着$块如月亮

般的巨石翘首张望 ! 好似在期待

被那纯洁而美丽的月光照耀"

我在雾中感受到大自然栩栩如

生的精美画面! 我的灵魂又一次得

到美的陶冶和净化! 人世间这些弃

恶扬善的动人景象! 无不彰显出生

命在穿越时空和追求梦想时! 有那

么多精神寄托与呼唤" 也许它在向

人们诉说善良是生命最原始的本

能! 不应该受到滚滚红尘和乱世的

污染和践踏! 应该在生命的灵魂中

成为一颗金色的种子! 在生活的世

界里生根# 发芽# 开花! 成为人生

旅途中的风景"

在尧山读雾看景并非是在盲

人摸象 ! 如果只用双眼去观赏 !

那不过是$种浅薄而粗略的表面

巡视 ! 如果我们用心灵去观赏 !

也许我们的灵魂就会畅游在这妙

趣横生的美丽景致之中 ! 让我们

的心和大自然的情怀$起触碰与

融合 ! 那样 ! 我们的精神世界就

会得到更多的启迪和感悟"

雾中尧山有朦胧之美 ! 漂渺

的虚幻之美 ! 神秘的诗意之美 "

在美中凭栏眺望 ! 让心去阅读大

千世界里那些患得患失 ! 生命的

灵魂也跟随秋风流淌真情 ! 并转

化成山峦峡谷里细微的漂浮颗粒 !

把希望飘洒向漫山遍野 ! 把灵魂

的根扎进那些厚重而坚实的岩缝

深处 ! 和丛林 # 花草 # 山禽 # 流

泉共同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

从而使生命的情感融入泉水与红

叶晶莹的魂魄里"

在烟雾浩淼的流气之中让人

看到尧山的幽妙神秀之美 ! 风流

云漫 ! $座座山峦被云雾缭绕 !

就连山林的树梢上也悬挂着薄雾 !

让我的心随着雾气的徘徊 ! 懂得

了生命的飘渺与珍贵"

在尧山读雾也许就会读到人

世间的千姿百态 ! 还可以读出美

的真谛 # 爱的情怀 # 善的灵光以

及生命对社会的使命 # 责任与担

当 ! 并且让我的灵魂永远安放在

仁善与慧光普照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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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陈拾遗之实说伏羲
范闽杰

对上古史和田野考古已经关注多年!

也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 搜集了一些资

料! 但开始关注伏羲还是在自己调到淮

阳工作之后"

淮阳因伏羲而声名鹊起!成就六千年

名城% 伏羲也因淮阳泽乡提供的丰美物

产而停下劳顿的脚步! 完成一代伟人的

勋业" 似乎是淮阳成就了伏羲!伏羲自当

独属于淮阳" 然细读史乘之后!才明白并

不只有淮阳人把伏羲奉若神明! 全国很

多地方都存有与他相关的历史遗迹 !甚

至苗族# 瑶族等边远地区也广泛流传着

他的传说!可谓是&圣贤早已随风去!江湖

依旧多传说" 现在我根据自己近期读史

心得!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伏羲!不妥之

处可以商榷"

史乘中有两个不同形象的伏羲!一个

是神话中的始祖神! 另一个是被神话的

部落首领" 下面我就分节来论述一下这

两个大不相同! 却又能让你感觉到千丝

万缕联系的伏羲"

神话中的始祖神"伏羲

二十世纪初及之前!人们研究上古史

和上古人物的方法主要是从史料和典籍

中去寻找证据" 即以'训诂(的办法研究

之"

单从考据看!伏羲的名字直到战国后

期才在诸子的著作! 如 )管子*#)荀子*#

)庄子* 中出现" 由此看伏羲在史籍中开

始出现的时间要比尧#舜#禹晚!比炎帝#

黄帝也都晚! 但伏羲所代表的时代却要

比他们都早很多" 于是!以历史学家顾颉

刚为代表的古史辩派便得出一个结论 !

认为伏羲只是先秦诸子虚构的人物 !后

来由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影响!才

成为上古帝王的三皇之首" 什么是'层累

地造成的古史观(+ 古史辩派认为& 诸子

文集中'愈晚出者!所言愈古而越伪!然而

又都凌前者而上之而欲使人尊崇" (通俗

点表述就是& 在史籍中出现愈晚的上古

人物! 其所代表的历史年代反被渲染得

愈是久远!这就越是说明作者在造假" 他

们由此得出结论& 中国古代历史的早期

都不是信史! 乃是经学家和政治家的伪

造" 诸子们把这些上古时的人物编造出

来以迎合人们的崇古心理! 并以此阐述

自己的观点!诱导人们尊崇"

我个人以为! 试图把中国上古史一

概斥为虚无的神话!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按古史辩派的观点走下去! 必然导致上

古史的虚无主义" 古史辨派日渐走向没

落也是必然宿命"

随着'神话(概念从西方引进!矛盾等

人开始用西方神话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

中国的历史传说" 矛盾在其著作)中国神

话
+,-

*中提出'神话变为历史(的观点"

矛盾对伏羲和其存在是肯定的" 之后!更

有一些学者开始从人类学#语言学#民族

学的角度跨学科地研究中国神话! 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 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当属

芮逸夫和他的 )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

女娲传说*"

与芮逸夫同时! 学者常任侠用考古

学的方法研究伏羲!写成)重庆沙坪坝出

土之石棺画像研究*" 他参考了芮逸夫苗

瑶洪水故事!研究认为&重庆沙坪坝画像

砖中'人首蛇身(的对偶交媾图 !表现的

正是'伏羲和女娲("

芮逸夫# 常任侠的上述研究成果!直

接成就了闻一多先生的专著 )伏羲考*"

闻一多研究上述两大成果之后认为&'人

首蛇身(画像大量出现的时候!恰巧和伏

羲女娲在史乘上的活跃期吻合 ! 因此 !

'人首蛇身(像极可能就是伏羲#女娲!他

们可能就是)山海经*中所载的'延维(或

'委蛇("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认为伏羲在

史籍中记载较晚的问题就不攻自破了"

芮逸夫的研究方法是突破性的 !但

本人并不认可其得出的结论" 因为洪水

故事并不只是苗族地区有! 世界上很多

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故事和传说" 近

年!由河南大学师生组成的'中原神话考

察队(!在淮阳一带就搜集到不少洪水后

兄妹为婚繁衍人类的故事" 这也正和伏

羲女娲曾在淮阳附近活动的说法相契

合"

同时! 在淮阳的民俗中还有许多证

据佐证着那个古老的传说" 淮阳人称伏

羲为'人祖爷(!称女娲为'人祖奶奶(!这

正是尊二人为始祖神的直称"

当孩子问妈妈自己从哪来时!说明他

已经有了本能之外求索生命起源的冲

动" 同样!当一个民族开始探究自己的起

源时! 说明他们已经走出了蒙昧与混沌!

已经开始生活在精神世界里! 并开始在

其中探究思索" 伏羲和女娲正是华夏民

族在寻根求源时创立的始祖神" 如果从

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不只是华夏民族的

始祖!也是他们开化成熟的标志"

被神话的部落首领"伏羲

抛开中华始祖神的传说!伏羲作为一

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史前历史的久远!文献记载的简

略和后世散失! 给上古史研究带来混乱

是个现实%后人或为阐述经学观点!或为

便利信仰供奉! 将很多成就事迹集中在

一个代表性人物身上去颂扬! 也可以理

解" 伏羲就是一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部

落首领#民族英雄!或如台湾学者刘慧萍

所言& 伏羲 '是一个氏族部落首领的共

称" (

在中国的古代圣贤中!名字直接是用

来表彰其功绩的人并不多! 伏羲便是其

中之一" 按照东汉)白虎通德论*的说法&

'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

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 天下

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这就是伏羲

名字的由来!也是对伏羲功绩的浓缩" 从

这个意义上说!伏羲最可信!也是最大的

功绩不是繁衍了人类! 而是提升了社会

生产力!开化了人类文明"

对伏羲声名日渐隆起的时代和过程!

顾颉刚曾有过非常细致的考究"

顾颉刚#杨向奎合著的)三皇考*引经

据典洋洋洒洒地娓娓道来" 其观点对错

暂不做评价!其治学精神#学术价值均令

人起敬" 据其考证&皇!在最早的文献和

金文中!只是一个修饰性的字 !含 '尊 (#

'善(#'美(之意!来形容'上天(#'上帝(#

'祖先(" 到战国中后期!原本用来称上天

的'帝(字用来称呼人王!如 '帝尧 (#'帝

舜(等!典籍开始用形容词'皇(来称呼上

帝"通俗地说就是&'帝(被人为地降了格!

其指天的无上地位便被 '皇( 字取代了"

)吕氏春秋*开始出现'三皇五帝(一词!但

并没有提及意指哪三皇"

到东汉时!)风俗通义*引用)尚书大

传* 的说法开始用人间传说的三皇代替

天上的三神" 但顺序是 '遂人为遂皇!伏

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 (和战国以来的

古史系统一样!三皇中遂人为第一人!伏

羲列在其后" 但这种轻视伏羲的排序受

到部分儒家士子的质疑和反对"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遂人应该生于

伏羲之前! 很多先秦典籍也是这么记载

的" 但一个发明人工取火的人!无论如何

也承载不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重托! 担当

不起六千年的岁月沧桑!一句话!他从哪

方面说都难以代表一个崛起的民族" 我

想这也正是伏羲能后来居上反超遂人 !

成为三皇五帝之首的根本原因" 东汉)礼

纬,含义嘉*及)春秋纬*中的 )运斗枢 *#

)元命苞*开始将伏羲列在三皇之首!且从

此地位永固"

关于伏羲历史地位的演化!闻一多先

生在)伏羲考*中有一句经典概括&'大概

从西汉末到东汉末是伏羲# 女娲在史乘

上最煊赫的时期" 到三国时徐整的)三五

厉记*!盘古传说开始出现!伏羲的地位便

开始低落了" (

东汉末伏羲理所当然地成了三皇五

帝之首! 也同时被塑造为华夏民族的精

神领袖"

伏羲庙散布全国各地!甚至山东鱼台

也有一处同样的伏羲陵! 只是无论名声

还是规模都和淮阳的太昊陵不可同日而

语罢了" 近期网上又爆出襄樊要建巨型

伏羲摩崖石刻像!高七十多米" 襄樊所以

要打伏羲的牌! 依据仅是有一本古书上

说&伏羲葬南郡"

淮阳为太昊伏羲的陵寝之地是被一

统志明确记载过的" 什么是一统志!)中

国历史大辞典*的权威解释是&'记载全国

舆地的总志"元代始有此名称"(用现在时

髦点的话说! 这才是被历代主流官方史

籍认可的史实"

诗二首

孔令繤

!!!!!!!!!!!!!!!!

渔夫

一河寒水一夜风!

船头撒网到天明"

频频投下喜心愿!

十次拖出八次空"

饥寒困倦蹲街头!

半桶碎鳞几文铜#

人言垂钓讨情趣!

渔家卖鱼是营生"

清道妇

晨雾漫漫眼朦胧!

耳边传来沙沙声"

近前方见黄衫妇!

重梳细描整市容"

风冷露重安详步!

犹如居家扫门庭"

劝君街头莫添乱!

珍惜一路汗水情"

冬天来了#外三首$

徐桂荣

被电线杆分割的天

是铁青的

被树枝分割的天

也是铁青的

风将白云镀在天上

又来到路边!林间

将落叶再翻动一遍撕扯一遍

一个老妪佝偻着腰身

蹒跚而过

她是最大的一枚落叶

也是最后的一枚落叶

和所有的落叶一样

走完脚下的路!就会消失

只留簌簌簌簌的回音

在衰草间

说着说着"汽车就来了

时光是看不见的

但汽车看得见

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汽车将我们拾起!带走

又丢下$$$

铁面!无情!循环!往复

像丢弃一粒种子

一片落叶% 一个废弃物

站在阳光下

站在阳光下

你就是明亮的" 就是温暖的

就能看见自己身体里的黑

变成影子!拜倒在脚下

站在阳光下

你就是一株大树" 一棵小草

一小截流畅的道路" 河流

一个栩栩如生的冬日的午后

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

与你汇合" 并相安无事

像一面面镜子!相互照耀

又彼此反射

这是另一种寂静

翻越一道墙!去到郊野

被汹涌而至的光线缠绕

围困!融化

成为透明的个体

脉络清晰!越来越轻

穿过一座村庄

看见年迈的老婆婆

坐在门前打盹

她满头的白发

被微微的风点燃

冒着白烟

牧羊犬偶尔来一声抒情

引来三两声更抒情的鸡鸣&牛哞

但雀鸟们不怯不惧!啾啾叫着

继续觅食

最后!在一个林子里停下

并将自己放倒

嵌进厚厚的落叶

听见骨骼簌簌破碎的声音

散逝的声音

与叶落合二为一

掘索太行之魂 展示北雄风范
金鑫鑫

'太行之美!美在雄奇!巍峨挺拔透

阳刚风骨%

太行之美!美在英烈!不畏强敌抗击

日寇!太行儿女捍卫华夏尊严%

太行之美! 美在传奇! 古有 -愚公

志.!今有红旗渠!太行人自古敢教日月

换新天" (

"$#.

年
#"

月
#/

日! 记者在市群众

艺术馆见到了追梦太行山# 被业界称为

'太行画派(的代表人物李佳明先生" 作

为周口报业书画院的签约画家! 他向记

者讲述了他在太行山
!

年写生作画的传

奇故事! 还有他对太行山的深厚感情和

独特感悟"

李佳明! 河南省淮阳县人!

"$$/

年

春至今隐居在林州市石板岩太行山大峡

谷!从事太行山水画的写生创作"他独行

万里写太行! 从河南省境内的黄河北岸

至北京西山的万里长城! 拉网式踩点写

生!挖掘太行文化"

几年来! 他多次到洪谷山膜拜洪谷

子$$$荆浩!研悟他的全景式技法"他创

作的百余幅作品以写实技法反映太行山

的雄伟壮观和气吞山河的宏伟场面!用

笔酣畅!师法自然"观其画!如入其境!形

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给人以自然美的

享受"

为了能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 !

他每年有至少半年左右的时间都在太

行山的连绵山峦里 ! 以太行山为根据

地 ! 踏遍红旗渠等大型红色旅游文化

圣地"

"$$0

年国庆节!他发起成立了太

行山书画院!圆了自己多年的梦想" 他

独行万里 ! 只为在画技上能够达到更

高的境界 " 从临摹别人到形成自己的

创作风格 ! 其中不仅有山与山之间的

汗水挥洒 ! 更是理想逐渐实现的一个

过程" 在沿途采风的过程中!他还将几

年来途经的古迹全部用文字记录下

来!累积了近万字的手抄笔记"

在创作过程中 ! 他突破了传统风

格!将'皴 (的技法在实践中改良 !创新

了'狂皴(的画法!为艺术表现形式更添

神韵"

他行走在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沿着

崎岖的山路跨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

行程千余公里" 他带着干粮!风餐露宿!

大地当床!渴饮山泉!过着徐霞客式的生

活"他说&'从某种角度讲!我的作品是用

脚画出来的" (

欣赏李佳明的太行山系列画作!既

有全景式的展现!又有近距离的描绘!既

有奔腾豪放的大写意! 又有妙趣横生的

工兼写!既有江南山水的雅韵!又有北方

山水的厚重"

春夏秋冬 !年复一年 !李佳明对太

行山独有情钟&'唯画太行墨显清!荆浩

技法作示范" (他紧紧围绕'山#水#人(

这三个字 ! 把太行山这篇文章做大做

精 " 他把目光重点瞄准在太行山的巍

峨和文化特点上 !把当地的英雄故事 #

民间传说与现有景点结合起来 ! 使自

然景物与人文精神融会贯通 ! 使作品

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了高度的统

一" 在我们所见到的李佳明山水画中!

有反映太行山精神的 )林州红旗渠 *#

)石板岩的扁担 *! 有反映太行山风光

的 )峡谷烟云 *#)太行牧歌 *!有反映太

行山抗战胜地新貌的)抗战遗址*#)

#"0

师指挥部 *#)太行云涛 *等一百多幅作

品" 凝聚太行精魂!他把太行山的风物

地貌和太行山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

尽致 !恰到好处 " 在林县太行山一带 !

画家们风趣地称李佳明是当代荆浩"

中国著名书法家 # 中国书协艺术

顾问李铎先生为他题书 &'掘索太行之

魂 !展示北雄风范 (" 中国书协主席张

海先生为其书写 & '李佳明太行山水

画 ("河南省美协主席马国强先生为之

题诗 &'春秋八载居太行 ! 民族龙脊绘

宏图 ( "

他告诉记者 ! 明年将开办自己的

个展 !作为红色旅游的一部分 "

!

年寻

梦 !太行见证 %

!

年坚守 !倾情艺术 %

!

年探求 !自成一派 "广大对红色旅游有

特殊情愫的朋友倒是可以期待李佳明

作品届时的展出 "

胸中丘壑!笔底烟云" 时代呼唤太

行山精神!太行山书画院也呼唤更多的

艺术家加入到以李佳明为首的太行画

派中来"

红旗渠

太行大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