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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他想到了林总的很多好
处，招聘中对他的网开一面，对他的
重用，第一批给他解决了中级职称，
等等；他也想到了林总的不好，拉他
打牌、钓鱼，让他沉溺在玩乐中不能
读书写作，尤其是染上赌博恶习，让
他不光输了不少钱，还消磨了意志。
当然，他对林总，更多的还是感激。
再说了，他选择谷总，并不是背叛林
总。况且，林总自己都妥协了，他与
谷总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
盾。宋书恩凭自己的判断，只要林总
不太抵触，谷总一定能容下他，不但
会继续用他，还有提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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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不知不觉中就溜走了，省

城的夏天来得令人猝不及防，昨天还
是羊毛衫毛背心，今天就是单衬衣或
者半截袖T恤了，一些恨不得把自己
美丽的身体暴露给人们的少女少妇，
已经穿上了轻薄的裙子和低领上衣，
完全是一副夏天的打扮了。

周六，宋书恩吃过早饭就去了单
位。筹备内参的工作已经公开，集团
给出的时间表很紧迫，进入下半年必

须出来第一期，绝对时间不足
三个月。宋书恩忙得不亦乐
乎，遴选、招聘编采人员，填写

各种表格去省新闻出版局跑内资准印
证，起草理事会章程等文件，制作内参
参事证，包括去省委文件交换站协调
交换证，都需要宋书恩亲自过手。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宋书恩要被
重用了，组织人事部已经开始着手调
他的档案了。他暗暗高兴——步入
官场，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就
要实现了。虽然他以前在企业转了
干，但说到底还是个从商的人，离仕
途还很远。调到报业集团就不一样

了，说是企业，实质上就是官场，
又是媒体，甚至比党政机关还有
着更多的方便与实惠。尤为让他满
足的，是内参编辑部主任这个位置，
虽然没有机构编制，但很重要，从谷
总的话中，他知道这最少是个副处级
岗位，也可以是正处级。没有编制没
关系，领导有办法，在总编室多提一
个副主任来兼内参部主任。眼看着
正式调入、副处级梦想成真，宋书恩
表面上沉静如水，心里却是春风得
意，浪花飞溅。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很投入地
审阅各种文字材料。集团已经给他
配了一个助手小朱和一个打字员小
徐。助手是从日报群工部调过来的
一个文学学士，中文专业，很本分的
一个男孩；打字员是从印刷厂照排车
间调过来的一个少妇，年龄与他相
仿，长相近乎丑，不苟言笑，让男人绝
不会有想法的那种。这是谷总的有
意安排，他特别提醒他，千万不能搞
出办公室绯闻，这是大忌，兔子还不
吃窝边草呢。

加班只有他自己，他不想拉他们
一起加班。小朱正谈恋爱，小徐有孩
子，都盼着过星期天。平时抓得紧，
都忙得够呛，也需要喘喘气。

连连 载载
“改名？改啥名？”石梁娘

笑了，“再改名不还是个女人
吗？臭姐，你不叫魏三臭了？”

二小娘郑重地说：“妹子，魏三臭
死了！”

石梁娘脱口而出：“啥死了？”
二小娘大声说：“魏三臭死了！

那个被污辱、被伤害的魏三臭已经死
了！现在坐在你面前的是魏兰英，是
个全新的女人了！”

“魏兰英？”石梁娘瞪大眼睛，“你
真、真变成魏兰英了？”

魏兰英和丹红一齐坚定地点头。
石梁娘大受震动，她看着魏兰英

想了想，说：“‘魏兰英’就是比‘魏三
臭’强！魏三臭，这哪是名字啊！兰
英姐，你恁会起名，也给俺起个名儿
呗！”石梁娘伸手拉住了魏兰英。

“你叫魏翘姑娘起吧，她是个学
问人，认的字能装几大车！不信你问
丹红。”魏兰英看着丹红。

丹红立即打保票：“没问题，我保
证让魏翘姐给你起名！”

“好，我请你们吃烙油饼！”
魏翘的认识更深刻，她把大家组

织起来，专门讲了起名字的意义：“咱
姐妹过去都是氏，王魏氏，张王氏，嫁
给谁是谁的氏，活一辈子连个正经名

儿都没有。更有那可恼的俗话，叫
‘面条不算饭，妇女不算人’。外人来
家里了，问一声：‘家里有人没？’女人
们明明在家，却回答说：‘没人！’现
在，八路军、共产党来了，咱们妇女要
翻身做主人了，你说，哪有个主人没
名儿的！魏兰英以前那能叫名儿，三
臭！那是我们妇女的耻辱。现在这
名，魏兰英，花木兰的兰，穆桂英的
英，多志气呀！各位婶子大娘、姐姐

妹妹说是想起名，这哪是光起个名
啊？这是我们妇女解放的象征！”

“说得好啊闺女！”石梁娘禁不住
拍手。

三天后，在狼牙口村妇救会的第
一次会议上，石梁娘有了她的新名
字。

魏翘说：“韩婶是咱村第一批妇
救会员，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刘明
理。意思是说我们妇女明白了革命
的大道理。咋样？”魏翘看着石梁娘。

“我娘家姓刘，刘明理，不是韩刘
氏了。好！就叫刘明理！”石梁娘说
着站起来，“既然我明理了，那你就允
许我给老师你鞠个躬吧！”

石梁娘对着魏翘鞠了一躬。
妇女们笑着鼓起掌来。
魏翘笑着说：“只要姐妹们信得

过我，我非常乐意为姐妹们服务。名
字不是个小事，它是我们妇女翻身解
放的一个标志。”

女人们兴奋着，纷纷要求取一个
新名字。魏翘一一答应，但她并没有
立即取，而是按照会议的要求，开始
教姐妹们唱歌。

“下面，我来教大家学
唱 一 首 抗 日 歌 曲《叹 五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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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用赋。随着近年来传统文化
热的不断升温，文艺苑囿里辞赋的作
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引起作者的青睐
和读者的关注。盖为润色鸿业，势所
必然也。

王国钦就是中州辞赋作家群体
的标志性人物。

纵观王国钦的作品，取材丰富，时
代感强，这也是王国钦赋作的第一个
特点。有赋现代都市的，如《郑州赋》《新
乡赋》；有赋高等学府的，如《河南大学
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赋》；有赋改革
开放时代新事物的，如《郑州高新区赋》
《河南出版产业园赋》等。这些取材林林
总总的赋作，充分展示了赋家驾驭题
材的高超能力，真可谓“无意不可入，
无事不可言也”（刘熙载《艺概》）。

赋是一种古老的、有着较高创作难
度的文体，如何让它和时代吻合、为时代
服务，是现代赋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王国钦的赋作，大都注入了饱满的时代
感情。这在具体作品里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历史文化的铺排中，或开
篇点明，或顺延而下，着笔新时代，展
现当代性。如《郑州赋》第一段：“郑州
者，当代河南省府也。北枕黄河千秋
入梦，南依嵩岳万里凭高，东邻古汴
菊香醉客，西望牡丹国色呈娇，自古

繁华于中州也。位居铁道交通之枢
纽，扼控高速往来之咽喉，可建空航
网运之中心，独占中部崛起之龙头，
今日更商贾云集也。”二是正面铺写
新时代新事物。比如《郑州高新区赋》
《河南出版产业园赋》，所写内容均是
往昔所无、改革开放新时代独有的题
材。前者用“热土拓荒”“生态蓝图”

“中原追梦”“创造辉煌”“使命如山”
五部分结构成篇，艺术地表现了郑州
高新区 20年来的发展过程及其巨大
成就。《兰考赋》是王国钦在十九大召
开前夕应邀而作又一篇名赋，精心营
构一年有余，在全方位展示兰考这个
豫东名县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
面的内容之中，抒发了对焦裕禄和焦
裕禄精神的崇高敬佩之意与无限热
爱之情：“茫茫大中原，生民繁衍早。”

“荡荡大中原，星月何皎皎。”“莽莽大
中原，黄河更绵邈。”“鼎鼎大中原，巍
巍仰兰考。”读之真有一唱三叹、荡气
回肠之感。而“公仆人人入画境”“党
员个个踏歌行”的说辞，正是对焦裕
禄精神表率群伦作用和非凡感召力
量的生动形象的艺术概括。

王国钦赋作的第二个特点，是铺
陈排比，内容博雅。“赋者，铺也。铺采
摛文，体物写志也。”铺陈排比，正是赋

体文学的一大表现特色。大规模的铺
写，需要腹笥丰裕，贮宝足多，才能够
左抽右旋，堪敷取用。王国钦是少见的
多栖人才，他在现代新诗、旧体诗词、度
词新词、辞赋碑铭的创作方面，在诗词
评论和理论研究方面，在组织诗词文
化活动方面，在图书策划编辑出版方
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读书面广，
学殖深厚，视野开阔。所以写起赋来，不
仅有善于选材的敏锐眼光，更重要的
是博闻强志，有丰富之学识与见识之
高度，能够支撑起赋体的宏阔构架。

我们知道，辞赋一体是有着创作
上的特殊性的。仅靠先天的才气，不
仰仗后天的积学，是无法写好赋体，
尤其是无法写好气局开张之大赋的。
国钦先生几篇规模较大的赋作，比如
《郑州赋》《新乡赋》《告成赋》《河南大
学赋》等，都是全方位铺陈敷演一城
一地一校之历史、现实、沿革、成就、
政治、经济、文化、人物、故事、地理、
物产等。如果作者思路不开，闻见不
广，积学不富，运思不深，是根本无法
胜任并完成相关作品之创作的。

王国钦赋作的第三个特点，是不
拘程式，注重创新。王国维尝言：一种

“文体通行既久，习套渐多。虽豪杰之
士，亦难于其中自树立耳”。众所周知，

辞赋一体肇端于战国，大兴于汉魏。两
千余年间，作手众多，名家如林。“晚生”
的当代作者，要想在这一“通行既久，习
套渐多”的古老的高难度文体创作上有
所突破和建树，真是谈何容易！要之，还
在于作者的胆识如何。比如中唐诗人生
当盛唐之后，在诗歌创作盛极难继的困
境中，他们“诗胆大如天”，拓展题材领
域，转换思路写法，创新美感风格，终于
取得了几乎媲美盛唐的崭新艺术成就。
比照中唐诗人的胆识，我们也可以说王
国钦“赋胆大如天”。他的赋作，完全摆
脱了文学史上辞赋写作的定体定式，无
论是骚赋、大赋、小赋、骈赋、文赋、律
赋，都不能规范他的自由创造。实际上，
王国钦是把文学史上辞赋家族的所有
体式全部吸收消化，又借鉴了其他文类
的优长之处，打破一切既有的规范，重
新组成他的自家面目。

赋体若一味铺排堆砌，则缺乏文
笔的灵动，缺乏深远的意蕴和艺术感染
力。王国钦的难能可贵之处，即在于能
用比兴手法。作品中比兴寄托和感情投
入，更在于用在客观性较强之文体时，
灌注了作者饱满强烈的主观情感和生
命体验。这在他的《拜诗圣文》《河南大
学赋》《兰考赋》等佳作中，都有着突出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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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关于时光的可爱绘本。
稚拙朴实的画作，让我们瞬间穿越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再现70后80后一
代人的童年。他们物质条件也许远较
今日的孩子匮乏，但好在当时所有的小
孩子情况都差不多，也许都有过不想去
幼儿园、趁妈妈不注意偷跑回家藏到
床底的经历；也都体验过手心里攥着
一点点零钱，在牛奶和红果棒冰之间
的犹豫不决；更担心电视机壳发热被
下班的妈妈发现偷看动画片；在春游
前一天高兴得睡不着觉……

那是一个暖调年代，属于改革之
初整整一代人的金色童年，更是中国
从百废待兴的特殊年代走向高速发

展的商品社会的经济上升期。社会
秩序渐趋安定，商品供应日渐丰富，
但大多数人仍然节俭、朴实，保留了
困难时期的生活习惯；而孩子们却在
物质相对匮乏中发展出心灵的极大
自由，终日玩耍的同时深知读书的重
要性，也尚未受到电脑和手机游戏的
诱惑，计划生育尚未全面实施，少数
幸运的孩子还有兄弟姐妹，比如《时
光匣，拾光侠》里“我”就有一个大几
岁的姐姐——这在二胎政策全面放
开的今日，更有了意想不到的参照系
意义，让我们可以图文并茂地了解，
上世纪最后一代非独生子女是如何
快乐成长的。

新书架

♣ 文珍

夏日的鸟儿醒得早，天尚有瓦灰
的蓝亮，鸟鸣便破窗而来，由不得你
再睡懒觉。晨起，锻炼去。顺着大道
往前走，不知不觉地，便看到了那些
枫杨。

枫杨的摇曳多姿，只在夏季得以
体现。它拥着夏的繁盛，带着对生命
的热望，郁郁葱葱，干干净净，没有其
他的杂色。

我一直以为，枫杨的韵致，就在
于这时节的花。叶柄上，长满宛若叶
片的花。枫杨以风为媒传粉，成功授
粉后，雌花序不会脱落，发育成一串
串绿色果序，长可盈尺，挂在树上，像
流苏一样，如一串串铜钱，从树枝上
往下，密密麻麻，直直地垂下来。

在中部平原上，枫杨并不是土
著。我们所熟悉的，是黑槐、白杨、老
榆、水柳、苦楝，是香椿、桃、杏、苹果、
葡萄、无花果树。黄杨、合欢、五叶
槭、水杉、银杏、女贞，这些新鲜的面
孔，只是近年才逐渐出现。

在苏童的小说里，香椿树街和枫
杨树乡，是两个明显的地理标签。香
椿树街，以他青少年时期成长的苏州
街道为蓝本，那里有他的影子和故
事；枫杨树，则是他虚拟的父母故乡，

他把有关故乡的记忆碎片，凝成一系
列“枫杨树山歌”，有鸟语花香，有恩
爱情仇，旨在完成“精神还乡”。

读苏童的小说时，尚不知枫杨为
何物，只是觉得，有一种水汽弥漫、烟
雨江南的典型气息。正如读《祭奠红
马》，“河川里的细流流了这么多年，
谷地里摇曳着新鲜的野荞麦和香茅
草，早年间呜咽的风变换了声音，回
荡在水波之上，唤起你的回忆 ”，有淡
淡的哀愁，也有挥不去的离恨。

枫杨，虽有枫、杨之字，却与枫
树、杨树既不同科也不同属，而属于
胡桃科枫杨属，人称“有翅的胡桃”。
幼树时，它的树皮平滑，浅灰色，或许
是饱经风霜之故，老时则呈现深的纵
裂。老年的枫杨树皮褶皱，颜色发
暗，有一种沧桑感。它背阴的树干，

常常长满青苔，枝干盘虬，一副龙钟
之态。它的小枝，灰色至暗褐色，有
灰黄色皮孔。

它有杨柳的飘逸柔美，风吹拂过
后，树枝轻舞飞扬，飘荡欲飞，风姿绰
约，别有一番风情，真不辜负“风扬”的
谐音。因此，别名中，与柳结合的比比
皆是，如大叶柳、枫柳、榉柳等雅名。
枫杨跟柳树一样，喜欢生长在水边，水
沟柳、水槐柳也是人们的俗称。在河
流边，总能看到这些枫杨，生机勃勃，
傲然挺立。水在这些树下，潺潺流
淌，枫杨为水增添了灵动，水赐予枫
杨灵秀之气，二者相得益彰。

枫杨的花，为柔荑花序，花如长
枝，上面长满一串果实，粗看如柳芽，
细细看来，恰如一只只燕子，展翅欲
飞，因以得名燕子树。

它的果实，成熟于夏天。枫杨的
果实，乍看上去，和槭树的果实差不
多。一颗颗果实，接连成串，密密麻
麻，向下垂吊。每颗果实坚硬，中间
椭圆状，上面有两个革质的翅。这种
果实，被称为翅果或翼果。成熟的果
实，借助风力的传播，可以飞得更高、
飘得更远。

枫杨木质松脆，即便在物资较为
匮乏的时代，普通百姓打造家具，也
只用它当板材。它含水分多，不易燃
烧，村民烧火做饭也懒得用它。这样
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枫杨的树皮和
枝条含鞣质，可提取烤胶，可以做纤
维原料，果实可以酿酒，树皮和叶都
是良好的中药……此外，枫杨可以加
工成木刷柄、笔刷柄、鞋刷柄、女士化
妆笔、宠物梳等，都是些小工艺品。

枫杨的吸氟能力超强，一般植物
望尘莫及，而对二氧化硫及氯气抗性
弱。受害后，它的叶片，迅速由绿色
变为红褐色，直至紫褐色，容易脱
落。受到二氧化硫危害严重者，甚至
在几个小时内，叶片会全部落光。这
一点，可作为生态环境的风向标。

这生态意义上的枫杨，是不是一
直在惦念着故土呢？

人与自然

母爱深沉 书人书话

♣ 杨景龙

中州辞赋斫轮手

《时光匣，拾光侠》：用画笔穿越时光的拾光侠

枫杨的故乡

犹记那年春。
彼时草色正青，雨水茂盛。我

回到家乡，办理结婚手续。暮色渐
起，父亲一手打造的老屋经风雨烟
色，抹上往事旧尘。我在老屋前跟
母亲嬉笑告别。母亲倚在门口，看
我和先生坐上三轮车，它兀自吱呀
作响，准备把我和先生送到公路
口。村庄里，炊烟四起，鸡鸭正叫，
羊在咩咩，猪哼哼着从外面散步回
来，拱到母亲身边，就像小时候从
外面疯玩归来的我。

母亲扬起手：你们走吧！我回
过头，看到她正在抹眼泪，看到我
的视线，脸上又要笑出来，分不清
表情是哭是笑。那时父亲已经过
世，我不知道即将独守老屋的母
亲，将会度过一个个怎样凄清的夜
晚？而母亲笑中带泪的脸庞和身
影，成了记忆中最美的画面。

还是那年夏。
我家住在一个小村庄，村庄后

面有条河，白杨树种两旁，每到夏季
飒飒响。河水清澈见底，河底水草
飘摇，银鱼溜动。雨水到了汛期，便
换上后娘脸庞。每次外出放羊，母
亲都叮嘱，这几天不要到河边玩。

那个下午，太阳烤大地，我和
小伙伴们赶着羊，在河边追赶。一
个胆大的小伙伴，一猛子扎河底。
我心痒难耐，也跳下去，意识到脚
下深渊已来不及。等我恢复知觉，
映入眼帘的是母亲焦急的脸庞。
见我醒来，劈头就是一巴掌：让你
不要玩水非要玩，非不听话，我今
天 非 打 死 你 不 可 。 婶 婶 急 忙 阻
拦。夜晚梦中醒来，瞧见母亲一脸
泪水坐在床头：还痛不痛，妈妈白
天太着急，你是妈妈的孩子，可千
万不能出啥事啊！后来我长大在
城市闯荡，妈妈的话一直记心头：
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因为我是妈妈
的孩子。这是最美的紧箍咒。

到了那年秋。
我怀胎十月，马上就要生产。

妈妈从老家赶来陪伴。先生帮她
订了车票，由叔叔护送到站台。不
识字的母亲，从没出过门的母亲，
一路安全到深圳。接站口，我看到
母亲的瘦小身影，脸上那抹笑容依
旧熟悉。母亲羞涩地告诉我：哎
哟，在站台出了一件丢人事。我心
一惊，急忙问缘由。才知道母亲进
错厕所，还好，安全就好。

孩子很快出生。我坐在床上，
抱着裹好的孩子，有些束手无策。
抬头看母亲，母亲也正看着我。她
微笑：真快，想不到你做妈妈了。阳
光拨过窗帘，挤进室内，淡淡的灰尘
光影，飘浮在我和母亲之间。我看
到母亲脸上有泪水划过，我伸出手，
想帮母亲擦泪，又落下来，似乎已经
不习惯和母亲的亲近。母亲的手轻
轻落在我怀中孩子的身上，一瞬间，
血脉相通，那种亲密的感觉又回来
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手。

难忘那年冬。
我遇到水逆。工作不顺心，家

庭不开心。走在大街，景色一如往
常，却仿佛失去重心。想到母亲。
拨响电话，是她惊喜的声音，那是我
听到过的世界上最美的声音：你可
算打电话了，你还好吧！泪水涌出
脸庞，我开心时没给她打过电话，顺
风顺水时没有打过，唯独难过的时
候，才想起来，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这便是母亲。不曾参与你的每
一个快乐时光，却在你黑暗的日子
里，给你温暖的依靠。不管四季变
迁，她都依然在那里，想着你，等着
你，念着你。想起家里还有母亲，我
的心平静下来，又觉得可以全身盔
甲，走在这生机勃勃的世界上。

知 味

炎炎盛夏，野藕正脆嫩。当年，我们一群
毛头小子，脱掉大裤头，扑通一声跳下河去，找
到一支刚啄破水皮的荷花梗，轻轻拈住，脚尖
顺着花梗凉阴阴地滑了下去。此时，藕还稚
嫩，底部藤茎纠结缠绕，须顺藤摸瓜才行。

脚尖拨开清凉的淤泥，一路斗折蛇行，触到
藕了，脚尖再顺着藕身将周围的淤泥掏空，脚趾
向上轻轻一挑，随着眼前水面“咕嘟咕嘟”冒出
的一片黑水花，整支藕便白亮亮地浮出水面了。

踩藕须谨慎，花梗是找到藕的线索，不能
拽断了。脚上用力既不能重也不能轻，重了会
把藕踩断，断藕灌进淤泥，即便剖开洗净，也会
渍进泥味的。没有踩断的藕常常带有嫩黄的
尖芽，身子像白色的鸟一样优美，怪不得大人
们常说，藕会做窝呢。

踩藕是不会把整塘藕破坏掉的，藕是活
的，当年的藕倘若不踩不挖，就会自动烂掉。
藕根是相连的，新藕与烂藕一接触，马上就会
感染，并随着腐烂。藕根只有当年被踩断挖
断，才会鞭策它们分蘖，荷叶会越长越密，藕也
会越长品相越好。

野藕是顶着花骨朵长出来的，有九个孔儿，
又称白花藕。它们外皮光滑银白，体形细长，脆
嫩多汁。洗净一节，坐在柳荫下，“咔嚓”咬上一
口，脆爽清甜，清冽无渣。

野藕也有七个孔的，俗称红花藕，皮儿褐
黄，外形圆润丰腴，含淀粉较多，熟食软糯，生吃
苦涩。识别白花藕和红花藕方法简单，你只要
看清荷叶间花朵的颜色便可知晓了。但无论是
九孔藕还是七孔藕，到了冬季，它们体内的糖分
都会逐渐转化成淀粉，水分也减少过半，口感变
得沙粉软糯，适于炖煮，而不适宜生吃了。

生吃白花藕，我喜欢撵着爽脆从底往上
吃，虽然藕的尖端还没有开出洁白的荷花，但
我依然能吃出满口的惊艳，觉得那舌尖上汁液
就是清净的荷花化成的。

踩藕时，我们或顺手摘得一蓬莲子，或随
手来一叶绿荷。莲子藏在圆锥形的莲蓬里，剥
出一颗莲子仁儿，撂进嘴里一嚼，清凉虚嫩，后
尾上扬着一缕缕甜味儿。绿荷呢，翻扣过来，
戴在头上，权当遮阳的小伞。

踩上来的藕，生的吃不了，就回家交给妈
妈炒吃。我喜欢吃妈妈做的清炒藕片。藕切
成薄片，油锅里颠炒几下，加入精盐，淋上点老
醋，即可装盘上桌。这样做，既保住了藕清白
的本色，又留有藕本身的爽脆清淡。

踩藕是少年趣事，现在想起来依然跃跃欲
试。

♣ 李星涛

踩 藕

♣ 任崇喜

母亲的春夏秋冬
♣ 倪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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