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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兵

（一）

这是我的盆地，三面环山一面向水，像

一只倾斜的大海碗一样的南阳盆地。一条

宛襄的大道，从《诗经》而来，从《山海经》而

来，上可通秦岭高天，下可达长江大海，两边

就开放着我的盆地。盆地之上，阡陌纵横，

水流绕村。唐河、白河、淅水、丹江等，它们

织成一个庞大的水系，南归汉江。汉江也叫

汉水，是大汉之水吗，肯定是的。八百里，一

千里，越秦岭，过秦楚，从大汉而来，从大唐

而来，从长安而来，终于融在一起，浩浩汤

汤，大江东去。

楚风汉韵，汉风楚韵，我是谁的后裔，是

汉楚，还是楚汉，还是楚汉的混血儿。我是

炎黄的子孙，盆地的儿子。

（二）

临水而居。抱来盆地的芦苇芭茅，用山

林里坠落的落叶或松毛子铺床。紧贴大地，

厚实，暖和，安详。用唐白水或丹水，用红高

粱或黄玉米自酿一点小烧酒或二锅头，把陪

宿的鬼柳树合欢树毛栗树，一同灌醉。但不

砍伐它们，让它们以护水英雄的姿态，日夜

净化和守护着一江清水，北流，去滋润干涸

的北方大地，让一只小松鼠或一只小白兔也

能竖起耳朵，高兴地聆听来自盆地南阳的心

音，和南水北调的乐章一起共鸣。

（三）

与紧邻南阳城区的九架孤山，诸如独

山、丰山、蒲山、紫山、遮山、隐山、塔子山，结

为背靠背相互取暖的兄弟。与南阳城区互

为牵手的九条内河贯通如一个心脏的搏动，

在盆地的腹腔内循环流淌，越来越兴旺，越

来越灵动，成为汉水上游的现代水城。

而在盆地的一隅，在盆地的边沿上，一

年至少两次，我顺着唐河的脉流，提一壶小烧

酒，包一块丰满的“刀头”，一碟花生米或兰花

豆，一边落泪，一边为升入天堂的父亲祭告，

也想家乡的亲人，想着将来的某一天也让儿

子给自己安置一个普通的居位。与埋在土

里的石头，小声歌唱的昆虫，化蛹成蝶的蛹

们，成为故乡领地里长久的邻居和朋友。

也想象像一粒种子那样，慢慢钻出来，

再次沐浴阳光，雨露。

与天地、与亲人们同在。

（四）

而现在，我仍然要在人世间，在我的盆

地里，靠山，邻水，向善，向佛。耕种紧邻白

河山谷里的几亩薄地。朵朵白云就是我放

牧的羊群。一阵风吹，一阵雨落。谷底抚

琴，峰巅大醉。

惊动了睡在云朵里的青龙，惺忪地抖动

一下身躯，充沛的盆地雨水便哗哗而落。听

一赤脚孩童，头顶荷叶而唱：“鱼到南阳方得

水，龙飞天汉便为霖。”

（五）

古老 水旁梅花寨城头上的大钟，喊醒

青亮的水草和鱼儿。也许，会有一座以白河

或 水命名的像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一

样的名楼，可以看白河夕照，听渔歌晚唱。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仿

照南阳人原创的名句，被王勃点化了。不要

《岳阳楼记》在南阳诞生的尴尬，而是在南阳

的景台上，让游人诗人们大声感慨：“此地多

英豪，邈然不可攀”。不要崔颢有些悲凉的

《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
楼。”而是南阳诗人们的赞歌与题词：钟灵毓

秀，锦流永续， 流锦带。

盆地如碗，但很包容。不念逝者生前的

身份和地位。她的怀抱，接纳所有的躯体，

不丢弃任何一个子民。

（六）

南阳和襄阳，龙岗和隆中，曾争诸葛亮，

争卧龙躬耕地，争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

其实，诸葛先生自己就留下了文字：“臣本布

衣，躬耕于南阳。”大唐诗人李白有诗曰：“谁

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这就足矣。

不说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南阳土著的名

人就有许多：诸如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

张仲景，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世界级“大腕”，

我们打造好，保护好，就足够了。站在拱卫盆

地的伏牛山顶，一览众山小，当惊世界殊！

（七）

武当，秦岭，伏牛，桐柏

四座著名山脉绕成了我的南阳盆地

在南阳，有许多女人叫作玉

比如我的母亲

以及众多美丽的姐妹。多么好的名

字——

玉，在民间和周围群山世代流传

清寒，高洁

异乡人打马、乘车路过南阳盆地

总能听到、看到玉镯玉佩摇荡所形成的

风声、天光

白河，一条源于伏牛之巅的白氏大河

自北而南贯穿盆地

然后把武当推开一个缺口

汇入汉江、大海

像武当拳在盆地边缘推开一个缺

口——

江海气息就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自南

而北袭向我的家乡

床前，月光，倾听流水以及火车

孩子们第一次失眠并且开始继承感动

冲动的能力

用南阳土话在盆地遍布梦呓、鸡鸣……

这是盆地诗人汗漫描写南阳的句子。

我的盆地，我的南阳，我用什么样的文本来

书写你，又用什么样的文字来描摹你，其实，

什么都不需要，盆地如珠，南阳如璧，珠联璧

合，我们，是散落在盆地之上珍珠般独玉般

光洁鲜亮的南阳子。累累累5

盆地散帖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大自然像幅

神奇的画，每一个角落都会给你一个意想

不到的惊喜。

比如千古名楼岳阳楼。

令我惊喜的不仅是岳阳楼的湖光山色

和洞庭夕照，还有楼宇间那口小小的石潭。

石潭是人工所建，潭中有颇具匠心的

假山，一股喷泉沿着石头顺流而下，蛇一般

蜿蜒流向远方。吸引我注意的，亦非这潭

中的水，而是潭中里自由自在的游鱼，每一

条都是那样古灵精怪，好像是在与你一起

嬉戏一般。你将鱼食撒在这边，他们便一

窝蜂地拥过来，你再用手轻撩水面，它们又

惊慌失措地逃跑。这让我想起了柳宗元的

《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

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然不动； 尔

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情景不

是跟这里很相似吗？

石潭中的鱼儿多为观赏锦鲤，五颜六色

七彩斑斓，它们在水中活泼热闹，既灵动又

憨态可掬，你会忍不住想俯下身去抚摸它，

没想到手刚触到鱼身，鱼儿们便摇了摇尾巴

向远处游去。它们对我时远时近，似乎在考

验我的耐心，这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它们

亲密接触。我慢慢将手放入水中，缓缓移

动，终于捉住了一条，不！我不会忍心伤害

她！我将她轻轻握在手里，不使她受伤，又

不让她逃走，以便观察。这是一条白色的鲤

鱼，身上有几块红斑，艳丽的红白两色十分

讨人喜欢，她的鱼嘴一张一张，身上的鱼鳞

闪着金光，仿佛是一个穿着白色纱裙的小姑

娘，红红的脸蛋，让人忍不住想亲一下。

然而，爱她便要给她自由。因为怕她

受伤，我便低下头做出环抱的样子，好似将

她拥入怀中，却把她放回了水里，撩动了几

下水，依依不舍地目送它游向远方。

石潭连接着一条水道，两岸是青石板

路，我边走边向水里抛洒鱼食。看着一群

大大小小的鱼儿紧跟着我，向前向后向东

向西，随我而动，好像这一池鱼儿都是我自

己一样，内心十分欢喜。

庄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我却觉

得，鱼儿的欢乐，我感同身受。走在青石板

上，你们看我，是否也是一尾快乐的游鱼

呢？累累累5

与潭中鱼的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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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说

诗歌

白河副刊

我们现今的学术界依旧认为顺治是死

于急病，得的什么病？很可能是天花。我

们几十年前阅读清史稿，稿子里怎样说，我

便信以为真，这就是我们现今的学术。其

实后退几十年，民间相传顺治最后的结果，

是弃世出朝到五台山当了和尚。

“死了”“天花”“当了和尚”……到

底哪个是真实的历史？说他死于病，是依

据清史稿的记载，言之凿凿，不但有本纪

和很多的列传可证，而且有董小宛的生卒

年录考证，有记载病的史案，甚至医案、

遗诏种种。

说他出家，也有诸多的历史笔录为

据，有现存一些清人笔记为据，有当时许多

重要臣子的记录为证。重要的还有顺治的

墓尚在，那么一座大墓矗立在那里，能说是

假的吗？当然也可以分解，说顺治出家后

病死又被人将遗体运回墓中填尸为证，回

避顺治出家这件政治丑闻。也有人主张不

妨掘坟考证，究查其真正死因的。也有许

多五台山和尚演示顺治出家的事。他的诗

还有他的遗迹、皇宫里的御用物品等等，还

有在河北河南一些寺院中发现康熙的遗

笔、御用器皿等，亦可佐证他是出家了的。

算一算顺治驾崩康熙继位的日子并不是十

分遥远，连崇祯去世时的情景，今日都被了

如指掌，何况顺治的事？

但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今日亦变得

扑朔迷离，无从着手实虚。学术和民间的

传闻搅到了一块，成了一团理不清的历史

迷雾。

我是怎样看的？读过我作品的人都知

道：我是主张“出家说”的。一个皇帝，位置

九五，礼尊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一

套大富大贵，他舍得吗？就我们眼前所见，

无论国统期还是现在，你让一个副县长放

弃职务当和尚去，恐怕很少人愿做出这样

的牺牲吧。

这个看法似乎世俗了一些，过分把我

们现今做官所享受到的实在的尊荣和发生

过的历史进行比较所致。现今我们平民都

普及使用汽车了，顺治时皇上和王公连个

小电灯泡也不曾见过。清初的北京城内，

还有老虎出没伤人！清代高官们也就是个

低薪，生活过得清苦不堪！我们今天的年

轻人处恋爱，合则聚，不合则离，心里不

寒眼也不眨，和清代时期人们的恋爱观相

比如云泥之别，更不能与清时刚从草原丛

林中走进中原的少数民族青年相提并论，

我们今人不能的，不能用来证明历史上

的清人也不能！满族人初入关，史实究竟

怎样，今天提出来，难煞了今人。因为清

代的前期和清代的后期，清人在心理上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太后下嫁，

也就是孝庄太后与多尔衮之间的感情问题

当时怎样解决的。顺康时，满人认为嫂子

嫁给小叔子是理，是常事。这不算什么大

事，这是满族人初入关的看法。到乾隆年

后，满族人接受汉人文化，就不肯接受这

个史实。乾隆在修订史书时，已经认为

太后下嫁多尔衮是件不可思议的丢人

事。只要一触到史料，立刻便大肆隐晦

藏匿删除不留痕迹。更何况顺治当了皇

帝还要出家，丢人丢到家了！岂有不予

删削之理乎？

现在学者们断言顺治死于天花。天花

这种病现在已经绝迹。可是上了点年纪的

人都有记忆，这病是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

病，不断高烧，浑身疼痛得心脑失常，折磨

人至死方休……顺治是这样的吗？看一看

顺治留下的遗诏吧，他在诏书中给自己列

举了十七条罪状，条条有理有据思维清晰，

来龙去脉明白。一个将死之人被病魔折磨

得七荤八素，欲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人，头

脑清晰地一条一条列举自己生前罪状，可

能作得到吗？我在读这篇诏书中，就已有

结论：“顺治若是真病死断不能有此诏

书”。反过来讲，如果诏书是真实有的事，

顺治死于天花便是和天下人扯淡！

我去过两次五台山了，再此间我阅读

了一些《清裨类钞》之类的清人笔记。康熙

一生六次南巡，有五次是绕过五台山的

了。我们打开地图看看江南在哪里，北京

又在何处，从北京到江南有到山西五台山

这等“经过”吗？这五次上五台山，有四次

康熙都是独自上山（只带宠臣高琦一人相

陪）。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五次上山，据说

顺治已经圆寂，康熙心境悲恸凄凉，冒雨下

山还作了诗。念糊其词中又恻悱不已，凄

冷寒凉不能自己，这从侧面似乎也证实了

一段历史实情。

看一看清史稿吧，八月十五，这个令人

难以忘怀的日子，顺治刚刚去世了心爱的

妃子董鄂氏。这个中秋，皇帝是在无比的

凄凉中度过的，到年底顺治便撒手了——

病死了，或者是出家了。

如果是乾隆为掩饰顺治这段精神生

活，修订了历史资料。那顺治墓中或者就

可能是他从五台山圆寂后移葬于此的疑

冢。对于一个国家和庞大的中央政府而

言，这是件太小的事情了。我们今天要回

味到顺治归宿的真情，需要更多更翔实的

历史资料，需要更缜密的学术研究和分

析。历史太容易伪装，也太容易虚构的。

就如拿破仑，现在有人说发现他的头发丝

中有砒霜，因此他是吃了外送来的有毒的

食物被害的，光绪皇帝也是这样。殊不知

当年政界本就是如是作为，拿破仑为防有

人谋害有意在自己平日进食中逐步加量施

用砒霜，在发丝中累计有这玩意儿再平常

不过的事了，光绪也当如是观。我们还

发现李莲英墓中身首不全，是谁割掉了

他的头颅为什么这样做？谁能说得清

呢？累累累5

顺治归宿
杂议

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

代，也是一个信息、时间、生活被快速切割

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

碎片化不一定是坏事，它给了我们更

多的选择。不论是信息，还是生活方式都

在快速更迭中给竞争者、选择者留下了空

间。这就犹如小河可以涓涓细流，大海只

能浪花飞溅。正是这波涛汹涌浪花飞溅

中，成就了这个日益广阔的时代。

但碎片化时代，我们自己不能被碎片

化。效率、竞争、选择中，我们不能因为时

间或生活的碎片化，被切割成随波逐流的

碎片而成为潮流的弃儿。我们反而更有理

由，做一个相对完整的人。

科学统筹时间，切莫虚度光阴。“红了

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古人对

时间珍惜的观念，并未因生活方式的多元

化被丢弃。越是碎片化的生活，越需要我

们统筹利用碎片化时间，古今中外，有成就

的人，都是会利用时间的人，只要能把别人

“喝咖啡的时间，用到自己的事业上”必定

会有建树。

莫要走得太快，脚步等等灵魂。为了追

求成功而马不停蹄的奔波，从一个城市到另

一个城市，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从一

个饭局到另一个饭局……节奏和效率虽然

是事业的马达，却也要留给灵魂思考的时

间。无论何时，工作都不应是生命的全部，

还要有爱好和兴趣，还要有仰望星空的沉思

与遐想。要适应在碎片化的节奏里，给灵魂

放假，让思想吸氧。不可盲目追风，被时间

切割。否则，只会成为干瘪奔跑的躯壳。

抽出时间阅读，为思想充电。碎片化

有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学会古人“枕上、马

上、厕上”的利用碎片时间去阅读。从中汲

取有价值的东西，为灵魂充电，为思想加

油，让自己的人格日益完整。

学会选择，取舍有道。敢于对一些随

波逐流的东西和五花八门的诱惑说“不”，

才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雕像的落成，是

由于一块巨石被刀斧取舍，一块块碎石的

落下，成就了一个伟大的雕像，人生亦如

是。越是碎片化的时代，越要考验我们的

选择能力。碎片化的时代，加法不重要，做

好减法才是选择的关键。

由此看来，碎片化时代，只要我们取舍

有道，把握有度，反而更有助于我们成为一

个完整的人。累累累5

碎片化时代，
做一个完整的人

三言二拍

于航

水调歌头
喜迎党的十九大

□魏厚笃

盛世逢盛会，花好月儿圆。亿

万人民同庆，九宇尽斑斓。一夜春

回大地，百业复兴华夏，改故换新

颜，马壮兵强大，国泰庶民安。

念初心，与时进谱新篇。高擎

特色旗帜，圆梦勇攀登。永续改革

战略，戮力康庄大道，赖以重英贤。

会挽银河水，四海碧波翻。累累累5

秋夜之河

□苗子

深秋已至

大地一片收获的感觉

肆虐的秋风吹乱我的长发

低头看时 一片苍白

由秋而冬

江汛暴涨的时刻一去不返

无法阻挡的 是潮水渐落

此刻 四野沉寂

仰望遥远的星河

船上的我在这深秋之夜

会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激流

舵向何方 岸在何处

我该如何选择…… 累累累5

虚度时光

□李帆

我想 我一直在虚度时光

很多年了 我一刻也没抓着它

我饱食终日 淡然世间一切

白天黑夜 我慵懒的飘荡

连同夕阳也一起虚度

白天 我烹煮不咸不淡的

文字 在电脑旁虚度

夜晚 我跟着剧中人物

起伏 在抗战剧中虚度

我从一个季节虚度到

另一个季节 从年头虚度到年尾

我无法趾高气扬 我想要的远方

常常 在我追赶时光的速度中丢失

年轮一圈圈增大

年华一点点缩小

衰老向我逼近 但我

缺乏对衰老的认识

目前 唯一可慰藉自己的

就是 还算明亮的双眸

还算真诚的爱情

还算健全的善心 累累累5

本版图片 王聪 摄

文化宫街，长不过千米，宽不过十米，

这是一条处在市中心的背街小巷。

身为一个南阳人，文化宫街犹如南鼓

锣巷之于北京，户部巷之于武汉一般，具有

不可代替的意义。

这条街东起人民路，穿过梅溪路，跨过

梅溪河，越过文化路，抵达新华城市广场。

从地图上看，它位于南阳市的正中心，左拥

右抱，环饲群雄，短短的一公里路程，将南

阳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占齐了。在南阳

市，你再也找不到第二条路能够全方位和

它相比的。

一日，闲来无事，我徒步走过这条街

道，边走边看，边听边想。

摩肩接踵的街道上，各色人等悉数是

主角，擦肩而过的或步履匆匆，或东张西

望，或满目惆怅，或喜笑颜开。摊在地下

卖的是青菜，菜农的皱纹里藏着岁月和尘

土，相互交流着山东来的大蒜和本地的茄

子；挂在架子上的是牛羊肉，一旁必定置

一架剔净的骨骼，游在池里的是水产，鱼

虾鳖蟹一应俱全，收在屋里的是油盐酱醋

五味十料，王守义十三香、陶华碧老干

妈，还有八角胡椒干辣椒散发着浓郁的药

香；放在陈列架上的是筷子勺子砂锅花样

百出种类繁多，还有烤炉木炭满足你野外

烧烤的需求。民以食为天，饮食带来的相

关产业如此庞大而这只是其中沧海一粟。

路东北角一段有数棵有些年代的大

树，枝繁叶茂。树下支起小桌小凳，聚齐一

众闲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玩的多是斗地

主或跑得快，块儿八角的赌注热闹异常，对

经过的人开过的车充耳不闻，更有趣的是

围拢在周围的看客，着急之情溢于言表。

牵着孩子的主妇，最爱在鱼摊旁驻足，

孩子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扶着鱼缸，看鱼主

一棒将鱼敲晕，眼里满是惊叹、羡慕，待到

鳞去腮净放入袋中，仍欲伸着小手战战兢

兢地触摸。

骑大马力电车直达目的地买主，菜是

早就定好了的，价格也必定是提前商量，

称好了，装成袋，只待拎上就走，都是求

得长远的老主顾，不会缺斤短两，也不会

坑蒙拐骗。

有牵手扶腰的小情侣，恨不得身贴身

手扣手，眉目之间满是浓情蜜意，背影都在

含笑，挑一把小白菜，捡一颗长葱，用指尖

夹了钱递过去，还不忘手捂着嘴伏在耳边

说一句悄悄话，彼此巧笑含春。

也有骂战，也有拳脚，毕竟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口舌之战难免。

文化宫街走一趟，鞋子上伏满了泥水，

衣服上沾染了鱼腥，不觉疲惫却尽是沧桑，

心中的诸多郁闷和不快竟烟消云散。这里

是满满的市井，满满的庸俗，满满的下里巴

人，满满的鸡毛蒜皮，吃喝拉撒鸡鸭鱼羊萝

卜白菜锅碗瓢盆，容不得你十指纤纤，容不

得你弱柳扶风，容不得你胶柱鼓瑟。

如果你被生活戏弄而绝望悲观，

无论你处于什么情绪，文化宫

街走一趟，看看人间百态，听

听吆喝叫卖，藏不住的别

样情仇，都会随风而去。

去他的矫揉造作，

去他的阳春白

雪，都是浮

云，只有活

着，才是真

理。累累累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