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阙歌

打马归来，官道上的坎坷被一路的风尘

填平。挑选一阕小令，以桥的身姿横置于汴

河，贯通两岸。开封，打开城门，一个朝代的繁

荣便喷薄而出。

我牵着马，踏着平仄，埋头路过烟花巷

陌。引渡清秋，汴水把天空擦洗得格外的蓝。

汴河柳，秀发垂肩，犹抱琵琶，风中咋声。

就近选一楼茶肆，用褴衫拂了拂桌凳，在

一幅画旁坐下。

把大块牛肉的吃相留给梁山好汉。角落

处，我独点了开封第一楼的山洞梅花包，就着

一卷宋词细嚼慢咽。

第一片柳叶落入，便将秋的消息耳语给

了汴水。立即，是一阵惊醒。沉淀，肃静，澄清。

温度开始炎凉。

路人可是柳七？要了酒，且与白衣卿相共

饮。

温酒暖不了心的！乱蝉嘶鸣，焉能一解秋

愁？

向来，苦不堪言！祸从口出。落榜，怎可将

怨气一鹤冲天？那是天呀！

果真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君去，

我来。皆瘦马，是长安道上的一种轮换？

用一场雨做结。

拱手，容再饮一杯。何须泪眼？杨柳岸，听

风，任残月轮回。井水饮处，尽歌柳词。

如此，何苦东京累？

如今，御史台的柏树还有否？乌鸦还多

否？

或许，仅一轮艳阳足够。搜罗一箩筐诗作

在阳光下暴晒，看看有多少阴魂从诗句中蹦

跶出来。

两棵刺柏，在酒意中入诗。桧，成了宋的

不祥之物。诗人凌云的壮志，在风中摇晃，倒

戈。浓墨的苏体在政见上刺破了对方的肝胆

和自己的肌肤。

文字，被监狱的牢房圈起。严刑，鞭挞在

诗词上，溅出血光。

从汴河打捞的一条鱼，熏蒸送来，几乎让

生命绝望。依旧用诗，与弟苏辙诀别。依旧是

诗，用情成句，感天动地，天子慈悲。

汴河的水，真正重要的不仅仅在清上，还

有它的度。宰相的胸襟，被洗出了容量。王安

石，以文人的直正，为正直的文人留条活路，

尽管他们曾站在新旧党争的对立面。举出圣

训，救下了一代文豪。

官道话别。去黄州的路，东坡居士，将豪

放转向了豁达。

赤壁，怀古。东坡，垦田。容词心横放。

有酒，能否来一盘东坡肉？

且，饮下人生一梦。

青铜器上有我的族性

正暑天，我奔赴你的领地，以逃离这漫天

的烈日，求得你的庇荫。

大地之根，从你的骨缝开始延伸过来。在

我的脚掌处，与我的神经对接。

树的阴凉，是殷释放出仁爱的信号。

墟，是怎样的一个字眼？写实？还是历史

荒凉的疼痛？

为什么，不叫一声商殷古都？

殷墟！不，我们正在你的一堆故土上，寻

觅我的祖先，检阅中华民族的身世。

倒叙。我逆着时光隧道，顺着一定的坡度

步步走向你的魂。

此时，我的身体正渐渐蜷屈，缩小。我正

退化成一只小蝌蚪，重新游进你的子宫。

真的，我们相认了，在博物馆的入口。

你叫了一声我的乳名。炎黄子孙！

顿时，我胚芽爆裂，血液沸腾。我摇摇晃

晃地站起，答了一声到。

要知道，作为龙的传人，这在今天是多么

令人自豪的资本！

逐渐，我的内心由敬仰递进成好奇。

一块玻璃，把前世与今生隔开，却如此地

近。我已目测不出这几千年的距离。

祭礼的盛况从一个个纹饰上开始有声有

色地还原。

狰狞的饕餮兽，张开口隐身于云纹之后，

在鼎上，与鼎共同承载着精神图腾。

这不仅是权力的象征！

最初，一定还有担当，与重任。

乳丁纹在食器与酒器上，排列出以食为

天的信仰。

生命寄托，种族寄托，精神寄托。

青铜上，龙在岁月的绿上飞舞，如绽放的

莲，把我的精神托住。

我想，或许我只是其中一个工匠的子孙。

先祖已把我的族性纹在了这些器物之上。

人头祭的野蛮，后母戊鼎的孝道，妇好鸮

尊的爱情忠贞一并注入我的血液。

站在人群中，我以意念伏地，在祖先脚

下，行叩。

一只龟，从殷墟里探出脑袋，然后把盔甲

卸下。

是因为那个时代乌龟多吗？且，还这么大

个！

是因为乌龟腹甲自然的几何图形吗？且，

还这么坚硬！

占卜。

借火的温度，以甲骨裂纹的走势，与神灵

的对话，为帝王或种族求一卦吉符。然后，用

楔刀记下。

黄帝的史官仓颉，是巫师么？

灵龟驮书。一个个符号在龟甲兽骨上，火

星四溅，照耀出走远朝代的脉络。

汉字，带血的智慧，如脐带般孕育着华夏

历史。并且，几千年未曾间断过。

发明，与继承，一样值得骄傲！

在一块甲骨前，我赶紧接过先人的刀笔，

在手心里写下：

东方文明，不容质疑！

火星穿过商的胸膛

进化。第一次尝到了熟食，舌尖上的味蕾

立即惊醒。醇香与软烂收买了野性的咬骨。

胃口大开。欲望，撩开脑的经纬。于是，对

野火有了需求。

有了保护。

同时，随之也来了失望与恐惧。

毛茸茸的我们，直立了。部落，团聚成族。

燧人氏，笨手笨脚，握住坚硬之物，在朽

木上把物理学，钻出。

一股浓烟冲出野蛮的藩篱，火星四溅。终

于，在“文”字头上点，燃着。人工取火，驱散了

风与雨对火种威胁。存储，劳动经验，一个区

域的文明颤颤巍巍，开始了征途。

继承。刀耕火种。

朱襄氏，坦露和这块土地上一样肤色的

脊背，任火苗燎烤下字符。炎，一个始祖在柘

城把华夏一词烧结，在大地上印下。

火光冲天，为一颗星命了名。信仰成神

话。玄鸟的翅膀掠过祥云，简狄受孕，临世商

祖。

火星穿过商的胸膛。阏伯筑台，观察星

辰，那是契在回望自己的故土？以火纪时，测

定一年的自然变化和年成的好坏，历法初熟。

火正，将对火的原始崇拜，种植在阏伯

台。智政为民，勤政为公，走心的人总会被人

民所记起，所敬仰，所供奉。契被摆上"火神"的
灵位。

阏伯台，阏伯庙。神像前，我仍以火祭拜。

以激情焚烧了我的诗书。

一堆黄土，将商的尸骨掩埋。种出一个地

名的光环。

商丘，业已燎原。

潮头拾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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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外一首）

姻（浙江)刘丽芳

天地浩渺。那些沽名钓誉的
椅子，车子，钞票
它们什么都不是
各怀鬼胎行走的名片
什么也不是

而那低处飞扬的
有可能是———
将来的我们

遥远

多年后，我身在世外
有人指给我看———
那，遥远的星辰

如同星空后的你
被人拉着，指向我
看，那遥远的星辰

供奉（外一首）

姻 (河北)闫素玲

远方不算远，有湖水连着
那些酷似萤火的漾体
比月光更像月光

敬仰远大于热爱，目睹过流水的人
被清澈塞满骨头
这些骨头都是我们的亲人

即使身陷困境，湖岸上的灯光
无论何时，无论照到哪里
众生都能踏水而来

乘凉的老人

远远地看到他们———

一棵大树高出森林
把黄昏摁进尘埃，在生活的底部
磨日子

我和他们打着招呼，同时看到
大风从远处席卷过来，扬起尘土
这疾速接近的事物，终将掩埋他们

而我身后，一座森林
正做躬身状。等待封尘

夜行（外一首）

姻 (湖南)周知

天空用力将黑色外衣裹紧
慢慢缩进湖泊深处
我的影子在路灯下蛇行
与这个季节的寒冷无关

一条野狗从灌木丛窜出
远远吠几声再跳开
我知道有些魑魅魍魉
也喜欢躲在人性的阴处窥探
不时窜出来吠几声

想起了童年穿破烂的二傻
那个教我吹口哨的二傻
告诉我害怕时可以大声地喊
他从不畏惧野狗和黑暗

鱼说

那些面目模糊的神端坐云端
手持钓竿以名利为饵

消息不胫而走，我的同类
纷纷算计好赴一场盛宴的机会

我想我难看死了
变成一条形状怪异的鱼
在天空中独自游荡
不融于水，不呼吸于尘世

一张纸（外一首）

姻 (山东)刘忠伟

像一支笔那样爱一张纸
爱一张纸
像爱着一场大雪
铺开的白，像一个人空洞的想象
提笔忘字
我有大海的孤独和渔船的悲伤
却写不满一张纸
起风了
我总能感到生活的动荡

鹅卵石

背弃高山和悬崖，你做了流水的俘虏
人间暂无爱情，你徒有悲伤
时间比流水更长久，你在水底练就铁石心肠
越来越多的人薄情寡义
你逐渐失去棱角，以及坚守理想的信念
胸怀喧嚣的浪涛，你的虚伪与圆滑
孤独与傲慢，你的黑与光
繁华与衰落，你的前世与今生
都被流水推送到了岸滩

周末，很多年未进歌厅的我陪省城来的

朋友去嗨了一下，时光倒退几年我也是“麦

霸”一个，如今人到中年，难免世故，和友人一

一打过招呼过后，便安静地坐在歌厅一角，人

家唱到高潮情难自禁时，我适时地微笑并报

以礼节性的掌声，然后，继续端坐。但当其中

一位朋友点了一首《枉凝眉》后，我竟没有把

持住自己，主动跑过去要求和人家一起唱，唱

罢已是泪中人。

上世纪 80 年代末，87 版电视连续剧《红

楼梦》风靡大江南北，直到现在，很多人听到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的

歌声响起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优美

的旋律，凄美的声音，加上唯美的画面，让这

部经典深深地刻在几代人的脑海中。

不知是这部电视连续剧带火了这首插

曲，还是这首插曲成就了一部经典的电视连

续剧？

《枉凝眉》是由清代小说家曹雪芹作词，

王立平作曲，这首曲子描写了红楼梦的男女

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理想”因各种缘

故最终破灭的故事，黛玉与宝玉互为知己，但

却无法缔结鸳盟，最终，黛玉泪尽而逝。曲子

先扬后抑，表现了有情人不能成眷属者的内

心痛楚，不绝如缕地传达出伤感哀怨的情绪，

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彼时，我在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放学回

家，和往常一样，放下书包后，我径自走向牛

棚，牵出那头为我家的水稻田耕耘了四五年

的黄牛出来吃草，这是我的任务之一。牛是我

家和叔叔家共有的财产，在三十年前，谁家要

是单独拥有一头耕牛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

富。在田埂上几个来回后，这头我家和叔叔家

共同的“宝贝”总算是吃了个八九成饱了。一

边放牛，一边看着农家瓦缝里飘出的袅袅炊

烟，才猛然发觉，自己的肚子早已咕咕叫了。

正在这时，妈妈到老屋的西头叫我回家吃饭，

我忙不迭地把耕牛牵回牛棚，三步并作两步

地回家洗手吃饭。正吃着呢，里屋的那台十四

寸的黑白电视机里飘来一阵宛转悠扬的乐曲

声，隐隐听到“一个是……一个是……”，我忙

问妈妈，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妈妈边吃饭

边回答我道：“是《红楼梦》，好看着呢，我都看

哭了！”完了妈妈不忘补上一句“不过你要看

的话得先写完作业。”我赶忙把头点得像鸡啄

米一样，真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深情的歌

曲，以至于桌上的饭菜都凉了我都没注意。是

的，第一次，我就没理由地爱上了这首歌，而

且，从那之后，我每天放学后央求妈妈“开

恩”，让我跟她一起看，这应该就是那个年代

的追剧了吧。与我而言，与其说是看电视，倒

不如说初心是为了多听几遍这首歌曲。因为

那时不比现在，想听什么歌，网络上一搜戴上

耳机就可以听了，那时没这么多时尚玩意儿。

那个年代，迪斯科歌舞厅像雨后春笋般

在各地兴起，县城的大街小巷要么是“冬天里

的一把火”“爱你在心口难开”，劲爆的节奏，

让人听来激情澎湃，血脉贲张；要么就是“我

热恋的故乡”“故乡的云”，歌词朗朗上口，让

多少游子听后眼中泛着泪光，受到那个年代

很多人尤其是少男少女的追捧，当时尚且年

少的的我自然也不例外。

伴随着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播放，剧

中的歌曲《枉凝眉》改变了这一切，至少，改变

了我对音乐喜好的取向。古筝、琵琶、箫等中

国传统民族乐器悉数登场，乐声响起，不疾不

徐的铺垫，如泣如诉的歌声，一反当时歌坛的

浮华之风，既非戏曲又非民歌，一曲末了，竟

有让人柔肠寸断，穿越红楼之感。

当然，这首歌的走红还与一个人不无关

系，她就是歌曲的原唱陈力老师。来自东北吉

林的陈力，是 87 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中

歌曲的主唱者。她的倾情演唱，犹如来自天籁

的悲音。仿佛她就是为唱这首歌而生的，多年

后，陈力在音乐会上“原音重现”，现场演唱了

《枉凝眉》《葬花吟》等，光阴流转之下，那份刻

骨铭心从来没变。

每次歌声响起，脑海中总是浮现剧中人，

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陈晓旭饰演的“林妹妹”和

她的宝玉哥哥。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

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闲静时如娇花照月，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想当年，陈晓旭以其本色

般的演绎，为片子增色不少。她的似水柔情，

她的多愁善感，令人顿生怜惜，她对角色的把

控力在我所有看过的电视剧的女主人公中，

至今无人出其右。

红楼梦是由一众优秀演员共同演绎的经

典，而在这部经典中，由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便

是经典中的经典。陈晓旭版的的林黛玉，一个眼

神，一个动作都令人怜惜，她演活了林黛玉，也

在这部电视连续剧中遇到了最美的自己。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

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

夏！”世纪之交，陈晓旭偶然间在朋友的车上

听到净空法师讲解的录音带，2007 年“黛玉”

落发出家，同年 5 月 13 日，风华绝代的陈晓

旭因患乳腺癌在深圳去世，年仅 41 岁，美人

饮憾人间，从此世间再无“林黛玉”。

许是入戏太深，许是红颜薄命，如今，伊

人早已逝去，留给人们一声叹息。人世纷繁，

此情何待，珍惜身边人，活好每一天！

初冬暖阳，明媚阳光，正是出游好时日，

细思筹划时，凤凰山庄夫妇盛情邀请至，欣然

接受。

生活改变人，发展改变生活，国家欣欣向

荣带来人民生活翻天覆地改善，先前只在都

市可见的旅游、休闲、田园风光、绿色家园、山

水情等观念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在小县城习

以为常。山庄夫妇就是这类“春笋般”“两栖生

活”新人类，工作生活，城乡皆宜。

周六下午，目标山庄，一路向东，笑语欢

声，途中友人思绪翩跹，生奇思，发异想，说山

庄桃源，世外神仙，如此佳处，岂能有负？何不

河塘垂钓，晚餐小酒，欢饮几杯，把一趟庄主

瘾过足矣！皆赞，但问时间可乎？友人信誓旦

旦，豪言掷地，于是立马联系，会合向导朋友，

三言两语，直奔钓鱼地。

鱼塘离朋友居住的古镇几公里距离，隐

藏在草木葱茏的逶迤山丘中，水深面宽，周边

林丰田沃，青瓦白墙，相映相衬，乡村景像，秋

毫毕现。阳光留在山丘和农田的光影泾渭分

明，山丘金黄扮点红，农田荫影铺满地，满眼

岁月静好的平静，田野飘溢着季节成熟丰收

后的清闲气息。行走其间，恍惚闲云野鹤徜徉

于烟霞水石间，天马行空，洒脱无拘。

完成选位、拉杆、挂饵程序，友人指置唇

边一声“嘘”，示意莫出声走动吓着鱼，众人立

马循规蹈矩，止言禁行，说也神奇，不知鱼是

被饿坏而贪吃？还是难忍诱惑而饵食不分？或

者确是友人的“魔法高深，技高一筹”，二十分

钟不到，饵标动，杆起鱼上岸，却体小量轻，顿

觉失望，惋惜之下，无奈放生鱼塘。睹此情形，

颇感有趣，心有所动。《淮南子·本经训》云：

“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

入有时”。细细思量，这貌似一钓一放的简单

动作，不就是先人君子得舍智慧、予取有法的

古朴情怀？觉悟之下，钓鱼的意蕴竞生发出一

番哲理来。真是人生道理，天地间无处不在；

人生导师，世间万物皆可师。又过十来分钟，

饵标再沉，收杆，哗啦一声水响，浪花翻起，鱼

身浮现，收线靠岸，哇噻！一条二斤来重的草

鱼收获上岸，片刻，朋友接力，然后，宛若比

赛，此起彼伏，四条鱼尽入囊中，鱼满意足，好

事接踵，山庄夫妇电话至，于是，收杆、称重、

结账、打道回府。

到了山庄，主人暖语亲言，热情沐面，招

呼问候尚在进行时，友人山呼，团队协作，重

在参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言语双关，有显

功钓鱼之嫌，藏故意隐射之意，于是乎清理和

剖鱼重任落在吾人肩上，这工作需将鱼剖开，

内脏清理，鱼鳞剔净，除鳍，掏鳃，因此少不了

刀具，安全意识首当其冲，刀功技术缺一不

可，故而表面看似粗鲁，实则玄妙其内，贵在

务实，细心、耐心、细致缺一不可，结果既要鱼

体洁净，亦要鱼体完整无损，鱼成佳肴时的

形、色效果如何靠此奠定，承上启下。因此不

敢小觑，备感责任重大，遂一丝不苟，尽心尽

责，最终任务圆满，其后将鱼移交给山庄夫妇

去厨房慢慢烹饪。

闲下来慢慢细赏山庄，但见山庄坐落在

山冲中，两边是由内向外面公路伸展而出的

绵延山脉，布局上形成个横 V 型，形似展翅欲

飞的巨鸟，山庄恰处鸟背的位置，鸟喻凤凰，

故名凤凰山庄，整个山庄的地形地貌契合中

国地舆学说的选择环境、营造环境、调节环境

的精妙，确是一个风水宝地，由此可见山庄主

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敛之功。

初冬轻冷的柔柔夜风在山庄的四周悠

荡，些许的寒意湮没在我们的热情里，黝黑夜

色中的山状态深沉，幽静无言，悬挂在外的灯

如一眼不眨的眼睛，静静张望，一张餐桌摆放

露天平地，桌上花瓶亭亭玉立，插着花苞绽放

的茶花，色红润艳，饱满欲滴，三二片花瓣飘

落桌面，在原汁原味的餐桌原木剖面点缀出

几抹浪漫喜气的红色，几个酒杯、一坛老酒惬

意悠闲地呼应其右。整个场景，山庄主人的小

资情调、文艺品味淋漓尽现，温润心灵的意境

之美盈盈荡漾，似暗香浮动，沁神入脾。

当约定赶晚饭的一对友人从县城到达

后，夜色中的晚餐帷幕拉开，空气中弥漫着鱼

香、酒香的素淡清醇，一只精致大瓷鱼碗摆放

众菜之中，雅致简洁，奶白一色的鱼汤悦目，

热气氤氲，几缕香菜、少量葱花、数片红椒碗

中游动，鱼身完整，色泽自然，色、香、形俱佳，

用汤匙舀一口鱼汤新鲜可口，拿筷子夹一片

鱼肉细爽柔嫩，天地为厅，花儿添色，举杯相

碰，清脆声响处情谊泛滥，倾心交谈，殷殷友

情流淌缠绵。酒酣微醺，心绪激昂，叹光阴流

水，昼夜不分；惜年华逝去，无处再借；赞改革

开放，春回中国；夸华夏复兴，破浪乘风；愿朗

朗乾坤，立我中华。心怀万语千言，挥洒天地

日夜，襟怀坦荡，上下公元前后，大小家国情

怀，市井人生百味，一席相聚，智慧感悟相撞，

光辉四溅，酣畅淋漓。

是夜，酣然入梦山庄，梦里，祥瑞中华，百

鸟朝凤，万国来仪的盛况震撼心魂。

第二天，早起，站立山庄，肃穆庄严，眺望

朝霞满天的东方，凝视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冉

冉升起……

吃鱼记
■（湖南）曾文仲

在河之南，我种下一颗诗心（组章）

■（河南）淮源小月

红楼一曲难出梦
姻 （湖南）李东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