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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慕名踏访商丘

古城!不虚此行!收获良多"

千年古城多少事!#听曲新翻杨柳

枝$% 春日的古城! 微风拂面! 阳光和

煦! 站在碧波荡漾的南湖岸边!放眼望

去!

"$$

年的古城与古城外的现代化建

筑交相辉映"

据介绍! 从空中俯瞰 ! 坐落在睢

阳区& 外圆内方的商丘古城! 状若一

枚巨大的古铜钱币! 镶嵌在郁郁葱葱

的豫东沃野 " 伴随着新时代的节奏 !

古城保护和建设的力度空前'''(古城

醒了$)

+$,-

年
"

月! 商丘古城棚户区

改造正式启动! 擂响古城保护建设和

复兴古城的战鼓% 几年来! 商丘抢抓

机遇! 主动作为! 古城保护建设工作

取得实质性突破! 商丘人民梦寐以求

的古城梦正在变成现实 % 保护'拆

迁'建设! 如今的陈家四合院已经落

成! 古城墙修复保护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

一所古代建筑是一部厚重的历史

著作!一座古城就是一幅跨越古今的历

史画卷% 古城代表的文化符号!五千年

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五千年的风雨!

铸就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商丘%

商丘古城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

财富% 商丘古城是睢阳区的&商丘的古

城!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古城% 商丘古城

,#!.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 归德府城墙
,##.

年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丘古城

南关码头遗址段和商丘古城本身
+$,,

年分别被列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立即列入项目$和(后续列入项

目$%

+$,"

年
,+

月!(商丘古都文化研讨

会暨中国古都学会
+$,"

年年会$ 形成

的共识中已经认定)(商丘是中国古代

重要的都城之一% 五帝之一帝喾和商先

公先王多在商丘一带活动,这里是商汤

都亳所在地!是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都

城&两汉时期梁国的都城和南宋王朝第

一个都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有着极

其重要的地位% $

然而!这座属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古城! 一直以来却没有吸引到国人&世

人足够的目光和脚步!很多年了似乎一

直停留在人们耳熟能详和专家学者的

著述中% 建成于明正德六年-公元
,",,

年.的这座古城!城&池&郭三位一体!外

圆内方!至今脉络清晰!格局完整!国内

罕见%

"$$

年!还只是这座古城池地面遗

存的年龄!它的历史其实更久远!久远

到超出我们想象的
/$$$

年前% 自帝喾

都亳开始! 这座城历经战火和水患!多

次毁坏掩埋!多次原址重建!据考古发

掘!商丘古城下同时叠压着周代的宋国

都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睢阳城&宋代

的应天府南京城等
.

座都城!被专家称

作 (目前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集八卦

城&水中城&城上城于一体的大型古城

遗址$%

古城承载着商丘几千年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传承! 是商丘城市的生命之

根&文脉之本&不朽之魂% 无论是原来的

商丘县还是现在的睢阳区!都把古城保

护当做压在肩上的历史责任!

+$

多年来

相继委托专门机构编制&修编了一系列

关于古城的保护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

划&组团分区规划等% 依照这些规划对

古城严格控制管理!并进行了力所能及

的抢救修复!使得燧皇陵 &阏伯台 & 微

子祠&壮悔堂&侯恂故居&八关斋&文雅

台&张巡祠&应天书院等历史建筑得到

修复&完善% 应天书院&穆氏四合院&归

德府文庙等一批文物景点经过修复后

也相继对外开放% 商丘市&区两级投巨

资对古城景区和南湖景区进行绿化&净

化&亮化&美化!商祖祠建设恢弘大气!

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华商节!(三商之

源$(华商之都$ 的城市品牌越来越响%

商丘古城相继被评为国家
/0

级景区&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商丘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金三角$

的发展战略!把古城作为商丘城区发展

的重中之重!古城文化旅游片区不但承

载着文明传承的职能!承载着文化旅游

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商丘生态建设的载

体% 商丘市政府提出!力争通过
"

年时

间展示古城保护建设新成果的工作要

求% 在古城保护建设工作中!睢阳区勇

担重任! 始终以改善民生为根本! 以

科学保护& 复原复兴& 永续利用为目

的! 坚持在保护中更新! 在更新中利

用! 在利用中发展! 一手抓保护利用&

一手抓民生改善! 举全区之力! 汇全

区之智! 强力推进商丘古城保护建设

和棚户区改造工作! 开创了古城保护

建设史上的新征程%

据了解 ! (十三五 $ 期间 ! 商丘

市和睢阳区将凝聚合力突出做好古城

保护与利用% 充分挖掘古城的文化价

值& 历史价值&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凝聚全区合力! 突出做好古城保护性

建设与利用 ! 着力打造 (文化古城 &

特色古城& 产业古城& 生态古城$! 建

设全国知名历史文化名城, 着力发展

以古城为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 !

使其成为推动睢阳区产业转型的龙头

产业& 支柱产业% (十三五 $ 末 !

/.

平方公里的古城遗址文化产业园将初

具规模! 古城核心区业态初现! 古城

文化旅游产业所带动的综合经济收入

可达
!$

亿元以上%

(龙岂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蓄势

待发的古城压抑得太久了!从沉睡中醒

来的古城!一定会再展昔日风采!让这

座千年古城在涅?中获得重生!真正把

商丘古城打造成中原大地上一颗熠熠

生辉的文化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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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 苏东坡谓王摩诘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盖其

以画笔作诗! (在泉成珠! 著壁成绘$! 空灵淡远! 淳朴深

厚% 史传王摩诘以破墨法画 0辋川图1! 后世推崇备至! 惜

今已无真迹传世% 故今人论及诗佛! 多津津乐道于其诗意

境清幽! 禅意别出%

以王摩诘为观照!沃读文史典籍 !具淳朴心性 !借物诗

理!推敲斟酌!皆可使笔端诗意潺潺!画境迭出% 案头一本0诗

意淮阳1!搜集百余位文人雅士颂扬淮阳诗词!装帧典雅!别

开生面!辅以淮阳七台八景等美图!绘千年古城!唱古韵金

声!不禁令人击节称叹%

品读0诗意淮阳1!宛如欣赏一幅笔精墨妙的国画长卷!

以0诗经2陈风1为发端!沿历史文化长河!浩浩荡荡!精选讴

歌宛丘文雅诗篇!浓墨重彩描摹陈州诗意美景!酣畅淋漓书

写淮阳人文大美% 君不见!太昊伏羲氏在淮阳创设先天八卦

和龙图腾!中华文明于此滥觞,炎帝神农氏在此尝百草&艺五

谷!开创中国农业先河,孔子三次来陈!居陈四载!虽困于厄

台!弦歌不辍!春风化雨!形成0论语1核心思想,陈思王曹子

建作0伏羲赞10女娲赞10神农赞1!李白&苏轼&范仲淹等歌咏

淮阳诗词赋达
..$

篇% #人之祖!史之初!国之根!文之源$!舒

乙先生所言不虚也%

最美龙湖水!最亲淮阳人% #一城青史!七台岳峙!八景峥

嵘!陈州风物任繁华,十里荷花!五谷芬芳!六通四达!淮阳人

文甲天下$% 热爱家乡&赞美家乡&建设家乡是每一个淮阳人

最本真的情愫% 郭树行编辑0诗意淮阳1一书!历尽辛苦!其志

可嘉!其义可扬!其行可鉴%

匠心独具!蹊径别开% 诗是精炼典雅的艺术!平和庄雅&

意蕴深远% 姑苏寒山寺因张继0枫桥夜泊1而海内闻名!黄鹤

楼以崔颢0登黄鹤楼1而声名远播% 诗三百!陈风独占十首!首

首隽永!曲曲乐章% 0诗意淮阳1书中篇章!以葆赞淮阳为心

骨!以辞藻为羽翼!取材多方!不拘一格!清词隽语!其心殷

殷!其心拳拳% 一册在握!吟诵之!咏叹之!神往之!咂味咀嚼!余音绕梁!在微信盛行&

阅读碎片化的当下!以其精炼语言&丰富内涵更易于读者接受%

披沙拣金!含英咀华% 淮阳五次建都!四次封国!分封则国!统制则郡!始终是豫

东政治历史文化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或来陈为官!主政一方,或旅次淮阳!

遍游美景,或生长于斯!挚爱故土!都用一管朱豪!饱蘸浓墨!书写下数不胜数的典雅

诗篇% 面对芜杂纷纭的诗文!编辑者慧眼独具!精鉴细赏!取优去劣!选编一册% 同时

多方考证!为诗词作者作简要注解!便于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阅读%

郭树行刚毅沉稳!讷言敏行!为编辑0诗意淮阳1!征求多方意见!坚持不厚古人&

不薄今人!选辑经典诗作 !既是致敬讴

歌淮阳历史人文的前贤!更是对淮阳文

化队伍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必将激励更

多的文艺界朋友为淮阳写下更多更美

的诗行%

诗言志!歌咏怀% 编辑0诗意淮阳1!

是宣传淮阳文化的有益尝试!可以把编

辑视野更开阔一些!融合更多的艺术门

类% 比如!将诗词和书画相结合!使之相

得益彰,比如!用诗词赞美感动中国人

物王宽&最美党员老奶奶彭秀英 &最美

退伍士兵郑春光等淮阳#好人群体$!以

及淮阳健康发展的社会经济建设!让读

者既欣赏淮阳的厚重人文& 秀美风景!

又感受淮阳人民勤劳&善良&淳朴&厚道

的品质和包容 &创新 &民本 &奉献的精

神!以及淮阳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

成就%

好书大家读 !让我们在品读 0诗意

淮阳1中!共同感受淮阳的人文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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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占

在豫东黄泛区腹地的扶沟县! 两小

无猜青梅竹马的二顺和梅花!住在同一

个村庄% 这个村子是行政村所在地!村

子比较大!有
+$$$

多口人!这片肥沃的

黄土地!哺育了二顺勤劳能干&淳朴憨厚

的性格! 也陶冶了梅花那中国女性具有

的诚实善良&温柔贤惠的美德%

他们俩出生于上个世纪
.$

年代末!

年龄一般大% 二顺的父母生育了四男两

女% 他在兄妹六人中排老二! 故取名二

顺% 由于弟兄姊妹们多!家庭负担重!初

中还没毕业就因家中缺劳力& 生活困难

而辍学了% 而梅花家中姊妹少!负担轻!

经济条件较好% 梅花经常带些好吃的食

品!主动给二顺!让他品尝!分享美味佳

肴%梅花和二顺分别居住在村子的两头!

相距有两里多路!从小学到初中!两人就

你喊我!我叫你!一块上学回家!形影不

离!无话不谈!天长日久彼此渐渐产生了

好感!暗暗地相恋着%

几天不见二顺上学! 可把梅花急坏

了% 猜想着二顺哥咋不喊她啦! 难道把

她忘了吗3 一天!她提前来到二顺家!一

问才得知二顺哥不上学了% 这时的梅花

失魂落魄!六神无主% 这可咋办呐/ 早晚

也没个伴了% 梅花心情沉闷&难过% 她思

虑再三!主意拿定!也不上学了!下午就

搬着凳子带上书回家了!任凭父母怎样

劝说!她都一口拒绝!再也不去上学了!

从此在家务农% 这年! 他们才刚上初中

二年级!年龄也都只有
,%

岁%

共同的决定!对前途一致的选择!使

两个人的心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白天劳

动!晚上就暗地里约会!树阴下&小河边&

田埂上都留下了他俩的身影和脚印% 梅

花给二顺买了个小手绢! 二顺也给梅花

买了个带支架的长方形镜子! 二人背着

双方父母互换了信物! 表示以后二人将

相厮相守&患难与共%后来梅花也曾给二

顺买过时尚的衣服!亲手做过鞋子%二人

的感情逐渐升温!发展到了如胶似漆&难

舍难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

原以为这样就能互定终身了% 谁知

当他们告知双方老人时! 却遭到强烈的

反对% 梅花的父母说两家离得太近!坚

决不同意% 二顺的父母更是以家庭条件

不好等种种理由而横加干涉%

两人心中燃起的炽热火苗霎时熄灭

了%他们悲观&失望&无奈!又有诸多的不

甘心!但又不知所措% 阵痛过后!他们仍

没有放弃%一天傍晚!他俩相约在村头的

麦场上!相互依偎%梅花说)#咱俩是啥命

啊/为啥老天不长眼!安排我们不成为夫

妻哩/ $二顺也叹息说)#父母咋这么不理

解我们呢3难道我们就真的不能结合!婚

姻不能如愿吗3 $两人沉浸在痛苦之中%

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

眼看二人到了婚嫁的年龄! 无奈的他们

只好相继结婚成家%梅花嫁到了
+$

多里

外的村庄% 婚后的二顺和梅花仍时常惦

记着对方!双方有孩子时!也互相祝贺%

双方商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误

会!他们选择了偶尔电话问候一下!唯恐

给对方家庭带来麻烦和伤害%

感情是微妙而神秘的! 爱情的魅力

更是无穷的%

+$,+

年
.

月下旬!二顺抓

住麦收后的黄金季节! 准备收购一批小

麦赚钱% 当回娘家走亲的梅花得知他收

麦需要扎车!流动资金有困难时!当即从

家中存款里取出
/$$$

元! 给二顺救急%

可二顺说啥也不要! 担心有人流言蜚语

或闹家庭矛盾% 这下梅花可生气了% 她

丢下一句)#你太见外了! 把我当成啥人

了!就算借我的!以后有了再还我好吧!

你要是不留下!从此就别见面了%$说完!

扔下钱扬长而去了%

暗暗的相恋相思总是美好的!可现实

毕竟是残酷的%梅花一度不能从相思的痛

苦中解脱和自拔!她懊恨&遗憾&苦闷!也

曾不止一次地给二顺说)#二顺哥!你说咱

过去咋就那么傻呢3当初咱要是冲破道德

的底线!我怀了孕!生米做成了熟饭!我不

就成你的人了吗3 父母再干涉不也没用

吗3 $二顺劝慰她说)#这都是命里注定!这

也不能后悔!真是咱成了一家!万一生气

了咋办3 不也是伤害吗3 还不如这样咱们

永远不会生气!永远幸福哩/ $

有一天!梅花回娘家探亲!绕弯来到

了二顺的收麦场!看到他身穿背心短裤!

累得汗流满面!衣服湿透!就二话没说!

跑到小卖部买了火腿肠&绿茶&鸡蛋糕等

食品!非让二顺解饿止渴!二顺知道不吃

会伤着梅花的心!也不再客气!边吃边喝

边说! 此时内心里更是充满了对梅花善

解人意& 知冷知热& 体贴关爱的倾慕之

情!感动得热泪盈眶%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农民外出

打工的热潮% 二顺的妻子&梅花的丈夫也

都常年远走他乡去淘金致富%二顺因身体

欠佳! 梅花因家庭离不开却没有外出!并

且也经常有机会见面!不时也电话嘘寒问

暖!互相祝福!彼此爱意绵延!感情的火焰

经久不息%

/$

多年来!他们亲如兄妹% 如

今!他们分别当上了公公婆婆!思想都扎

根了!不再有任何的想法了% 两人始终互

相尊重!尊重人格&尊重家庭&尊重道德&

尊重风俗传统! 从没有超越道德底线!一

直保持着纯洁质朴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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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成熟季节% 母亲天不亮就起

床!匆匆做好饭!带上水壶!拿着镰刀!

拉着架子车!准备去麦田里割麦%

父亲仍在睡觉! 母亲犹豫好一阵

儿!才轻声叫父亲)孩子爹!起床吧/ 再

不抓紧点!熟透的麦穗都炸在地里啦/

父亲懒洋洋翻个身! 嘴里嘟囔)才

半夜就起床!你神经了吧/

母亲不气也不恼!乐呵呵笑)快四

点了!趁凉快儿+++

父亲被母亲的笑彻底搅醒了! 烦躁

地一咕噜坐起)你嚷个啥!身体重要!还是

麦子重要!身体垮了!再多的麦子有啥用/

母亲不作声!仍在笑!可眼里有闪

亮的东西%母亲用袖口抹一下疲劳的眼

睛!笑着对我说)饭在锅里!在家好好写

字% 那段时间!我准备中考!也起得早%

我去吧/我也会割麦%我缠着母亲%

母亲这次没有反对! 只是再次问

我)字写完了吗3 书读了没3

我说写了!也读了%

母亲望一眼满天的星星!#嘿嘿$笑

着说!走吧/ 反正说有鬼是假的%

母亲胆儿小!特怕鬼/ 这次母亲让

我跟着!不是让我跟着割麦!而是给她

壮胆儿%

其实!有时真生父亲的气!父亲只

知道当他的教书先生% 我们兄妹七个!

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地里的活只

有母亲一个人干% 我们劝母亲!我们都

大了!该享清福了%

母亲拢一下鬓角凌乱的几根白发!

笑道)不种地吃啥!买着吃多贵!再说!

指望你爹那点儿工资!还不把咱们都饿

得伸长脖子%

也是!母亲每次收了麦子!留够吃

的!剩下的都卖掉% 母亲把卖麦子的钱

数了又数!分了又分!告诉父亲)这是分

老大的!老大在城里不容易!要养老婆

孩子,这是分老二的!老二也老大不小

了!该找对象了!得叫他宽裕点儿%这个

是分小七的!小七上学!得让他在学校

吃好44

父亲打岔说)你这老婆子!看你身

上那褂子!都有些年数了!给自个儿添

件衣服吧/

母亲乐呵呵笑) 孩子生活好了!不

愁没有我穿的%

我与母亲终于来到麦田里!望着金

灿灿的麦穗!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她放

下镰刀!小心地拽一株麦穗!放在手心

里来回揉搓着!然后在手里倒腾着吹了

又吹! 把一颗麦粒放在嘴里!(嘎嘣$一

声清脆!母亲很陶醉地样子)好!今年风

顺!雨也顺%

我与母亲刚把麦子拉到地头麦场!

谁料想天空中那团乌云!随着一股黑色

的旋风席卷过来!瞬间豆大的雨滴紧锣

密鼓地滴落在麦子上% 母亲吓坏了!带

着哭的表情! 找不到盖麦子的塑料布!

恨不得自己趴在麦子上挡雨%

那年!母亲腰里长了缠腰蛇!很疼!

疼得坐不敢坐!躺不敢躺,但是麦田里

的草却长疯了!有吃掉麦苗的势头%

母亲央求父亲)今儿呀!你和我一块

儿下地吧!用架子车把我拉到地里!我站

在那里锄草!要不草都把麦苗吃掉了%

父亲眼一瞪! 草吃麦苗就叫它吃

吧!身体重要!还是麦苗重要!我还有恁

些个学生呢/

母亲笑)熊样儿!除了这句话!你还

能换个理由说不3

爹硬是把母亲送到当医生的堂姐

家!治疗她的缠腰蛇% 一直治疗到麦子

收割完%

母亲不相信地问父亲)麦子咋收的3

父亲说)麦子荒了!不要了!命要紧%

母亲以为父亲开玩笑!几亩地的麦

子怎能真荒呢3 现在不是有收割机吗3

再问父亲!父亲装着没听见!一直

说)回家就知道了%

母亲满怀希望地跑到这屋看看!跑

到那屋看看!嘴里还一直唠叨)呵呵!我

得看看咱今年的麦囤有多大/

父亲有些烦)别找了!在西屋袋子

里%

母亲小跑到西屋! 当时傻眼了!这

哪是麦子呀!简直是草籽和麦糠的混合

呀!这能吃吗3

母亲气得直哭!睡不着觉!嘴角长

满水泡!眼角通红%不和父亲吵!一连几

天也不和父亲说话!吃饭也不叫父亲%

父亲主动搭腔)别生气了!我该退

休了!麦子咱也不种了!孩子都有出息

了!咱也该进城享清福了%

母亲愿意来周口的那一年!年龄确

实大了!糖尿病&心脏病缠身!干不动农

活了%

但母亲还时刻念想着她的麦田%时

时唠叨)唉!想回家/ 父亲说)家里有啥

念想3 母亲说)真想去田地里给麦苗锄

草!给麦苗浇水% 母亲说时!满脸地欣

慰!好像又回到年轻时的光景%

几年后!母亲真的要回老家了%

我们把母亲送回老家!安放在她所

向往的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地里!让

母亲安详地长眠于此%这次!母亲笑了!

望着她的麦田!笑得是那么灿烂%

又是一年清明时!我们要回母亲居

住的麦田看望她%相信母亲仍然以灿烂

的笑在天堂回应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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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静月听禅

雏燕衔泥报春音! 桃红杏黄梨花吟"

沙河孕暖告渔讯! 晓风和月杨柳新#

沙河剪影

夕阳林梢栖! 粼粼碧波丽"

日暮一叶舟! 仿失烟波里#

%&'(

-散文诗组章.

王猛仁

午夜柔情
阳光如初#在失约的午夜!你的笑靥

托起了季节的风景#

黄昏隐去的时刻! 等待比桔黄灯光

还要温煦的微笑#

莫管它轰轰烈烈#莫管它寂静无声#

月光在堤岸上早已泛起花香的暗

潮# 长满青草的幽径! 是一种迟来的意

境!被星星追逐着!蜷缩于缄默的瓦楞#

夜的凝重深入肌肤#影子是空灵的#

想象是生涩的#

内心的声音已化为流动的音符!一点

点风动的声音!都溅起临窗柔软的呼唤#

居住在时间深处!守候着冬日苍白的

容颜!一种透明的温暖!被小心翼翼存放#

时值冬日!拾缀起童年的快乐!让冻

结的甜蜜深入骨髓#

那些不确定的机遇与游思!在空中继续穿行#

所有美丽的错误!都淡然无痕#

月亮依然柔情#带着温馨的气息!在

这斑斓的夜!膨胀你蛰伏的生命#

挂在夜空的余香
太阳# 月亮# 风和雨#

在探测着它的形迹#

今夜!那一弯家乡的月!浸在缤纷的节日里#

眼前一片白茫茫的芦花! 了无声息

地隐入了茫茫星夜之中# 飘然而下的雨

丝!被拭净了月弧的冷辉照亮#

院中的那棵香樟树!依旧沐浴着昔日

的阳光!在晨露中晾开纠缠不清的思想#

爆竹和烟花! 将梦中父母的笑冻结

在喧腾的表面#

遥遥无期的乡愁!被冬天的风踩着!

直到我心痛的时候!留下一道浪的齿痕#

寂静躺在上帝手中奢望再度苏醒!

乡村!蛙鸣!荒坡!坑塘!被永不停息的钟

声旋生旋灭#

自由如醪的夜!终于属于我#

夜风呵着凉气轻舐我的脸颊! 又从

耳垂流去#

不再掩饰心中潮湿的惶惑#

没有了他人射来的贪恋的目光!孤

寂就像尘封虫蛀的残卷! 过早蒙蔽了褐

色的容颜#

岁月的清风!洗淡了记忆的屏幕!晚

风轻轻地吹着!试图叩动我生锈的门环#

时光留给我们的! 都是些不合时宜

的絮想!黑夜无声# 苍穹惆怅#

深闻美人留下的余香! 天空是一片

茫茫的黛青#

那黛青里忽明忽暗的流萤! 是不是

诗人正燃烧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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