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德阳城 诚善致远
!!"厚德诚善商水人#序

王学岭

商水古称阳城!

!

川"历史悠久璀

璨"人文积淀深厚#地处中原腹地"沃野

百里无垠"风景旖旎秀丽#境内遗址星

罗棋布"古迹交相辉映$ 清秀平畴的商

水大地和厚重博深的文化底蕴孕育和

滋养了一代代品格高洁% 务实坦荡!重

德厚义的商水人&

西汉初期"外戚王莽专政 "欲除刘

秀而永绝后患& 刘秀四处逃难"无处藏

身"后流亡到商水一带& 当地百姓多次

对他进行帮助和周济"并多次冒着生命

危险帮他摆脱追兵的围困"使之化险为

夷"幸免于难& 现商水境内仍有着很多

关于这一主题的文化遗存& 清军入关

后" 明朝的皇亲国戚为躲避官兵的追

杀"纷纷离京南下& 其中的一支到了很

多地方都不能安身"来到商水'今固墙

镇朱殿下村(后深感百姓热情善良而居

住下来"安居乐业"代代相传生活至今$

历史上沙河航运曾十分发达"邓城与沙

河毗邻" 行旅商贾多在此留宿中转"有

一年一位外地客商收账归来行至邓城"

宿于叶绍颐的客店$ 第二天早晨仓促乘

船离去"把一个包裹遗忘在了店里$ 叶

绍颐发现后把包裹保存起来"第二年客

商又宿于此店"叶绍颐遂将包裹取出归

还主人" 里面的金银珠宝玉器无一遗

损$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如这片土地

上的麦粒%豆稞%高粱穗"数不胜数$ 在

现代意识的烛照下"在历史车轮滚滚向

前的辽阔原野上"在回溯中%在接续中%

在重拾中"一幕幕真情演绎的商水故事

闪耀着一个个遥远而又熟悉的商水面

容"流灌着一脉相承的商水精神"传递

着古阳城大地民风之淳% 人心之厚%德

行之博的文化记忆$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

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

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

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 , 商水

自古以来就不乏无私无畏的人 !默默

付出的人 !敬业奉献的人 !厚德包容

的人! 勤劳智慧的人++在岁月深处

定格下清晰的感动 "推动历史的车轮

滚滚向前 & 他们有的为官为侯 "有着

经天纬地之功# 有的普普通通 " 躬耕

于乡村&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也在于不

仅记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名人的

事迹 "还为赵东来 !位缺等基层农民

立传&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胸怀天下"

为救苍生于水火" 振臂一呼揭竿而起#

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绍心怀平乱之志"

不顾个人生死而诛奸除妄#辞赋家宋玉

文思敏捷"品节高尚#我国法学始祖曹

丘生不舍寒暑"潜心修律#宋代文科状

元姚晔勤读博学"贤孝聪慧#文化名人

颛孙师一生追随孔子"研习儒学"宣扬

仁德#清代进士李辅为政清廉!铁腕治

腐!两袖清风"辞官时连返乡的路费都

不够#支前英雄徐乃祯在十个脚趾完全

溃烂的情况下仍坚持运送伤员#农业专

家李甲?倾力帮助家乡兴修水利!发展

林果"造福于民#名中医邵相成医术高

超"真诚为百姓医病"从不求有所回报#

闪光军魂马绍领! 左立斗不惜流血"保

家卫国"屡立战功++他们用无比高尚

的情操谱写了一曲恢弘壮丽的大爱之

歌"为璀璨夺目的商水精神作出了更加

精彩的注脚&

他们是商水人的杰出代表"也是外

界认识商水的一个窗口& 外界可以通过

这个窗口切实了解商水是一个有着良

好传统的地方"真正了解商水人是一个

有着优秀品德的群体&

记忆虽渐行渐远"但时光没有完全

淹没前行的脚印& 今天"我们重叙一些

事!重提一些人& 立足于当下"回溯到

历史又返回到当下"复活昨天"链接今

天"贯通明天& 以对岁月深处的磨砺"

转化成对现实的激励和对未来的提

示&

明德者方能行远& 前人德如山!品

有范"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把这样的传统

美德进一步发扬光大& 希冀戚富岗这本

-厚德诚善商水人.的出版"能让商水人

形象在新时期更加辉耀闪亮"为厚重商

水%清秀商水"再增添一张熠熠生辉的

新名片///厚德商水&

适逢-厚德诚善商水人 .一书出版

发行之际"欣然为序&

三公里的风景
刘海涛

从家到单位 " 大概有三公里的路

程& 这段路程我走了二十多年"却从来

没有厌烦过& 因为"路是同样的路"但却

总有不一样的风景& 且不说四季的轮

回"日夜的交替"只每天来来往往的路

人演绎的风景就让我目不暇接了"且每

每给我来无尽的感动和欢欣&

在雪后的清晨"我见过送孩子上幼

儿园的父亲& 天冷路滑"父女俩选择了

步行"不是惯常的手牵手"而是一前一

后"一路笑闹& 女儿时不时地从地上团

起雪球砸向父亲" 父亲就灵巧地躲避"

有时为逗女儿开心"故意笨拙地躲闪不

过"好"中弹了"身躯就趔趄两下"换来

女儿更清脆的笑声& 冬的寒意很快就被

父女俩头顶上蒸腾出的团团白雾一点

点驱散了& 我想"多年后"当女儿长大

了"做了母亲"每遇下雪的清晨"她脑海

里会再浮现这样的画面吧0 隔着几十年

的岁月"我甚至看得到她嘴角的微笑和

眼角的泪光0

在暮春的暖阳里"我时常看见一对

贫穷的老夫妻& 丈夫有六十多岁了吧"

花白凌乱的发因肮脏而锈成一团"像戴

了一顶破毡帽"衣裤破旧"且浸润着一

团团形迹可疑的污渍"袖口和裤腿随意

挽着"参差高低不平"就连扣子也时常

扣错位置"左右衣襟就委屈别扭地挨在

一起& 丈夫常拉着一辆板车"车上坐着

他老而傻的妻" 同样肮脏破旧的衣裤"

头左瞅右瞅"咧着嘴傻笑"一丝丝透明

的涎水便从嘴角一路垂到胸口& 丈夫会

不时停下车"有时是喂她吃东西"有时

是喂她喝水"有时是在路边水果摊档旁

捡拾烂了的水果" 仔细抠掉腐烂的部

分"留下好的让妻子吃& 妻子就边吃边

嗷嗷地叫"有时撇嘴"酸了"有时摇头"

不好吃"有时眯眯笑"一定是味道不错&

吃过喝过"男人就取来一条抹布般的毛

巾"仔细地给女人擦那涎水"女人的头

左扭右扭"像故意和男子逗趣"男人就

嘿嘿地笑"一脸的宠溺& 他们"是最卑微

的野草"因为沐浴了春日暖阳"也开出

了花儿&

而今天的主角是母子三人& 年轻的

母亲骑着电动三轮在我的前面走"车上

是两个孩子& 女孩子穿着花裙"大概两

岁左右" 小手紧紧地抓着栏杆站着"男

孩子有五六岁的样子"可能怕妹妹在晃

动的车上站不稳" 就半蹲在妹妹身边"

一只手紧紧揽着妹妹的腰& 作为一个母

亲"看到可爱的小孩子"本就很欢喜"我

就在后面慢慢跟着"然后"我就看到那

女孩侧过脸"在哥哥的脸上"亲一下"一

下"又一下& 那吻"那么轻柔"就像微风

吹过湖面" 像柔软光滑得羽毛掠过皮

肤" 像春天的微雨落在青草尖++瞬

间"我的心就被这萌萌的软软的吻融化

了0 这兄妹相亲相爱的场景"年轻的母

亲没有看到"如果她看到的话"生活中

抚养孩子的艰辛都会消散吧0

那个推着轮椅的男子"轮椅上坐的

是他的母亲吧"他指点着路边的花草给

母亲看" 时不时俯在母亲耳边低语几

句"黑发与白发映衬#那个送饭的女孩"

把饭盒放在打烧饼的父母面前"就麻溜

地接过母亲手里的面团" 不停地揉动

着"那上下翻飞的手掌因沾了面"像极

了一对硕大的蝴蝶#那在幼儿园门口边

闲聊边耐心等待孙男嫡女的奶奶们"脸

上是无限慈祥的笑意++

每天每天"这许许多多的风景就在

这三公里的路上不断呈现着"等我用双

眼去发现它"用欣喜的心去接纳它& 我

把它们看作是生活给我的馈赠"让我更

加热爱生命"感恩生活0

周口市诗词学会 !"#$年夏季太康采风作品选登
丁酉五月重访
太康高贤集有作

!

瘦丁

仲夏浓荫里!

采风邀再游"

澹云浮塔上!

珍鸟过溪头"

镇古巷街密!

楼新庭院稠"

沧桑天地改!

遗我绪悠悠"

眼儿媚!太康听道情

!

都烨

五月小城道情研!丝竹闹红毡" 旧

词新调!音甜人俏!惊世良编"

扬清击浊传声远!唱念一招鲜" 扎

根泥土!黑河荡荡!好戏连连"

咏道情

!

婷美

渔鼓花腔道教扬!

街头巷尾赞声长"

丝竹管乐炫新韵!

天下一团出太康"

太康高贤寿圣寺塔

!

云儿

千载留名育古贤!

乐耕好学至今传"

宣仁尊礼能持久!

正气巍然可对天"

"北大石调!初生月儿#

赞太康脱贫攻坚

!

刘绮烟

一头奶牛养个家 ! 几个肥猪供个

娃!大棚蔬菜钱袋仨" 电商加!乡县搭"

脱贫果结了一茬茬"

太康少康陵纪怀

!

雪川

少康墓矮太陵高!

遥想中兴赞未消"

慢道族人失慧眼!

但怜夏雨洗荒郊"

悠长文脉千秋业!

淳厚乡风百代操"

新旧涡河泽惠远!

古城筑梦看今朝"

题许家印旧居

!

盈儿

院畔花香绿草长!

好风不断聚台岗"

旧居老屋无人住!

但有双榆送夕阳"

少康陵

!

朱萸

半截碑文伴日晖!

周边古柏被楼围#

中兴华夏功劳大!

不及坟前杂草肥"

玉楼春!吊太康少康

!

御风

太康傲立乡村角 ! 王气森森何灼

灼" 少康坟没草丛中!三两青碑无处着"

陵前伫立心生躇 ! 莫恨今人分不

确" 青书之上赫然人!又有几成经再榷"

太康寿圣寺塔

!

子衿

圣塔雄居溪岸南!

七级阁式立巍然"

身倾人道佛心系!

护佑高贤五百年"

太康采风

!

胡文明

涡河浩荡润平川!

寿塔肞?入昊天"

二谢诗情千古韵!

腾飞阳夏换新颜"

太康采风

!

李鸿年

风水才人自古传!

太康灵秀数千年"

清和紫气无时恰!

更有前贤启后贤"

高贤寿圣寺塔

!

王海良

时逢夏日到高贤!

寿塔倾斜景壮观"

风雨沧桑多少载!

盎然耸立在人间"

寿圣寺塔

!

聂培林

寺塔沧桑数百年!

位居国保盛名传"

初临圣地深情望!

默立沉思忆大贤"

采风聚台岗

!

李建华

步入聚台岗!

欣欣满目春"

娇莺飞画阁!

庭院溢芳馨"

砼路条条筑!

黉楼幢幢新"

逢人说许总!

大爱惠乡邻"

"双调!大德歌#高贤塔

!

阎本亮

下盘盘!上尖尖" 七层伟岸
"

!六面

沧桑现" 这庄严大手笔!问何人敢把涡

河蘸" 潇洒写青天$

许家印印象

!

刘钦志

立志天涯行健步!

踏平风雨人生路%

报国兴业秉丹心!

故里增添春处处"

观太康牧原十六场有感

!

何心昌

鸣锣鼓号话铿锵!

致富脱贫奔小康"

自古军中无戏语!

而今阵上动真枪"

良方精准民得利!

科技带来粮满仓"

万众一心铺富路!

功成名就建家乡"

拜谒太康高贤乡寿圣寺

!

晨之风

高贤乡野古刹慈!

独立浮屠有壮姿"

繁复杂芳佛禅意!

悠扬钟罄卷经词"

众生膜拜香烟盛!

灵智安息大善施"

闲处凝神听梵乐!

群集玄妙寸心知"

谒太康寿圣寺塔

!

郑超

寺塔崇高有盛名!

飞斜五百载如旌"

为由寿圣中心坐!

便是身倾未必倾"

竹影!散文诗组章"

王猛仁

那片久违的土地!总能招惹着了

色的诗句!总能掀起心的潮汐"

看天空抖动的云彩! 我就知道!

季风已将春天雪白的翅膀!悄悄地扇

进饱实的秋!在属于我的田野里轻拂

着绿草黄花"

曾经被冻结的思绪!陶醉在情人

的秋波里"

让一些不可名状的怡悦!让一些

圆形的韵律和一些不安宁的色泽!渐

次包围我们!浓缩我们"

我们怎能抵挡你灿烂的花香和

花蜜&

当躁动的音符被洇染之后! 总是

十分活跃地将我们简单着!又复杂着%

任何一次闪光的微笑!都会漾及

沉重的心事%

七月的雨滴像生命的甘泉冲洗

和抚摸着爱情的咏叹调%

从你狭长的叶缝间落下的天籁!

将一首诗的意境燃得灼人%

铺在洁白桌面上的层层月光!一定

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在暗处瑟瑟发抖%

有了夜的怜悯 ! 失去知觉的大

地!在秋风中飘落的竹叶会不会再度

重来&

记录在竹叶上的情愫! 依旧摇曳

不停!鲜明着一个思考者柔韧的形象%

而我 !已踏上昔日的荒原 !一直

向西!只为迎接你陷进长途跋涉里的

风影%

暗语

一抹划破晨晓的霞彩!落在心的

栅栏!似一瓣茉莉的幽香 !一层一层

的!漫过平境的心境!漫过漆黑的夜!

让一块残石!留有当年的凭证%

风!撕扯着日历 !拾掇起所有的

喟叹!浸湿梦幻里的温存%

有时 ! 它能拼凑成一首温热的

诗!驱赶残留在荒野里的夜的深潭%

一道目光的飘泊! 一朵心灵的颤

栗!是季节里的黄沙!是思念里的飞絮%

从九月如茵的草坪上朗读你的诗

章!从心之乱石花丛间采一些绿苔%

在今天这个庄严的时刻!忘却全

部文字的含蓄! 等待属于你的深谷!

作最后一次告白%

你不就是那一个匆匆而逝的歌

者么&

我始终揣着一摞泛黄的信札!在

空旷的街头徘徊%

当未完的故事和呆滞的目光永

无归期! 我便记起你被贬时的芳踪!

以及那看似弱小的!甚至是剽悍的生

命!在时隐时现的狡黠里!变幻莫测%

不是所有的寂寞都可以被阳光

化解的%

包括苦涩的'微弱的'不甘憔悴'

不甘窒息的欲念"

我没有挣扎"

我愿用我的残梦!窥视你心底的

甬道!在脉络分明的叶片上 !寻找遥

远北方星星的暗语"

颤声

深夜醒来!却找不到丰腴的说辞"

直到微笑的花蕾从心隅盛开于

脸颊!走出雨季的天空 !还在阴阴地

晴着!泛着微微的甜意"

昔日的恋情没被风化"

然而 !轻裂的土地 !却意外地感

受着雨滴的诱惑!迸发出最后挣扎的

闪光"

人生只此一次" 我天天蚕食着我

自己的影子"

那幽幽的低语!以及回流于耳际

的轻诉! 终于在一个不经意的夜晚!

生生地'怯怯地预演着 !惊呆似的望

着我!呈一帘如兰似的羞涩"

无风无云的天空有一行雁阵!自

东向西 !时南时北 !苍凉如画 !试图

叩响一个久远的 ' 从梦中惊现的心

扉"

时光的背后!往往沉默并埋葬过

许多忧伤"

婷婷的鹅黄玉立于你的灵魂之

顶!于冷冷心空中驻扎!生长" 看似一

种馨白的蕊情 ! 吐露于浅浅的微风

中!无声无色"

一个似乎并不介意的眼光!一个

仅仅出于礼貌的微笑!从人生的海洋

上依次飘过"

此刻!天空是只能意会的平淡"

我站在平原!不断地采撷诗中流

动的韵! 啜饮着心灵音符的颤声!在

凡人抵达不到的地方!重新梳理曾经

失落的梦想和希冀"

窗外的阳光踉跄而下!牵动水天

沉沉的魂"

咿咿呀呀!纷纷复沓那支永不褪

色的歌谣"

读秋

葭莩苍苍" 微音茫茫"

夜的原野!悄悄抚摸你芳香的发

丝!一阵轻薄的暖风 !熏醉那朵无根

的云"

一条悠长的心巷!总有如水的温

情!静候着你的跫音"

黑色加重了夜的深沉!灵魂却透

明地醒着"

你的背影!覆盖了漫天盖地的光

芒!残留在记忆里的微粒 !只是你我

揉碎了边际的不眠的夜"

一旦灵感来临!我便将种植在心

田里的细柔的呼唤捡起!企盼秋去春

归时再次繁华"

时光揉走了彩霞!也吹萎了诺言"

唯一一场生根的等待!且无视那

夜的风雪!敲响每一个新生骚动着的

黎明"

季节在无声地流逝中无处可

寻"

我们不如在夏季悬泻的瀑布里

放歌!把那些被阳光照耀 !被鲜花粉

饰的诗句!抒写得更加丰满"

是啊 !浓黄的秋天告诉我 !流失

的岁月将不会重返"

一颗不眠的星斗!是我一生难得

一见的光明"

重生或自灭!都会在一念之间肃

然闪现"

记忆的长河 ! 又怎会填平你这

空虚的燃烧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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