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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龙

夏日清居，读《桃花源记》，忽然读到这篇文章跳出三
个字来，一个双关字，一个错别字，一个关键字。

先说错别字吧。 读《桃花源记》，您有妙见，我有谬见，
谬见是其标题有错别字，陶公将源字写错了，不当是源
头的源，当是院子的院。 我们进得桃花源里头，看到什
么？“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
通，鸡犬相闻。 ”青瓦连青瓦，屋脊连屋脊，墙壁连墙壁，
房间连房间，美池是游泳池嘛，桑竹是小区绿地嘛，芳草
鲜美是中央花坛嘛，这叫什么地方？ 这是院落；谁家院
落？桃花者，陶家也，陶渊明的陶家。 知否，知否，《桃花源
记》，是陶渊明在替自家院子做传记。

屋舍俨然，阡陌交通。 中国之人居，是什么文化？ 概
言之，就是院落文化，回想一下，我们故乡，人居之地多
叫什么名字？ 多半叫院子，刘家院子，张家院子，李家院
子，乔家大院，周家大院，乾道大院，故宫也是皇家大院；
陶渊明所描述的地方，就叫陶家院子嘛。 城里现在不叫
院子，叫小区，小区还是院子。 我们以前是聚族而居，一
姓一地方，一姓一院子，我们现在城里头是，一个小区不
是一个族，而是一群人，当叫聚人而居。 从聚族而居到聚
人而居，仍然改变不了院落的属性。 小区是升华版的小
院落，城市是大扩容的大院落。

桃者，陶也，双关字；源者，院也，错别字；那么，《桃花源
记》里之关键字，是什么字呢？ 这个字，是这篇文章里的密

码，密码是不明示的，里头是找不出来的。 什么字？ 和字。
中国院落，最核心的一个字，是和。 和者，首先是和

合。 花鸟虫鱼，亭台楼阁，绿林草皮，男女老少，建筑元素
与人文要义，集合在我们人居院落。 古代建筑，多的是四
合院。 四方围合，藏风聚气，围合的是鼎盛人气，聚藏的
是氤氲灵气。 有人说，《桃花源记》写的是独来独往，独家
独院，深居简出，离群索居，表现的是宅男宅女的生活。
是这样吗？ 一栋连一栋，屋宇相牵连，一鸡和一犬，鸡犬
声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鸡鸣鸭叫，人来人往，如我们所
居之每个小区，物与物聚合，人与人聚合，人与物聚合，
构成院落文化的和合格局。

院落是和合格局，这格局的真谛是什么？ 是为在此生
活的人们活得幸福快乐，这就是院落文化的人文真谛：和
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桃花源里的陶家院子，老有
所乐，少有所乐，老少共乐；男有所乐，女有所乐，男女同
乐。 农家院子里，城市小区里，关起门来，是一个个独立空
间，打开门去，是一处处公共场所。 回想我们农村虽然贫
穷，娱乐设施不多，但也有凉亭，有祠堂，有瓜棚架，有晒谷
坪，这些设施用处大，闲时是供大家一起来玩的；为什么大
家都更愿意往城市里奔？ 城市拥有更好更多的同欢共乐
设施。现在宅男宅女太多，很多人把自己关起来，在家里自
娱自乐，独歌独舞，失去了生活的原汁原味，背离了院落文
化的和乐精神。 许多人往往感觉不到快活，原因是只顾独
乐，不愿和乐。 独乐乐何如众乐乐呢？

我们以前解读《桃花源记》， 说其主题是与朝政为

敌，与社会为疏，与人类为仇———我自个玩去，不跟你
玩，不跟其他人耍。 陶家院子里的居民，确因一场冲突而
举族迁移，所谓“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居住在桃花源里的人们“避
秦时乱”，非为与人相隔，为的是与人和谐。 不愿国家有
战乱，不愿人间有冲突，不愿人与人之间为蝇头小利乱
自纷争。 陶家院落， 建筑与建筑是和谐的，“屋舍俨然”；
动物与动物是和谐的，“鸡犬相闻”； 小区与天地是和谐
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人与自然是和谐的，“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属”；人与人是和谐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
乐。 ”《桃花源记》所展现的院落文化，是和谐文化；《桃花
源记》揭示的院落哲学，是和谐哲学。

和合，是一个物理概念，楼堂林立，院落俨然，曲水
流觞，花木扶疏，亭台走廊，人来人往，这些构成了我们
小区与院落的空间和合， 像极了故乡院落的原来模样。
和乐，是一个心灵概念，走下楼来，下得了地；暂离微信
群，融入小区群，可以调素琴，跳街舞；可以阅金经，谈人
生；树林阴翳，可以下象棋；草坪宽阔，可以练太极；三三
两两，徜徉院落，两两三三，漫步小区，这些构成了小区
与院落的心灵和乐。 和谐，是一个哲学概念，环境漂亮，
楼盘与山水是和谐的；景观秀丽，曲径与花坛是和谐的；
素养优秀，物业与居民是和谐的；和气最贵，人心与社会
是和谐的。 这些构成了小区与院落的和谐境界。 和合在
一起，和乐在一起，和谐在一起，院落纵居闹世，也是我
们可以原味生活、可以诗意栖居的桃花源。

黄孝纪

童年里， 对村人常挂在嘴边说的一则笑谈记忆犹
新。 其意是告诫读书之人，纵然有了出息，也别忘本。

说是有一个进城念书的年轻人，某日回村，跟随父
亲去劳作，其时路边土里的作物正茂，红红的秆子，开
着白色的繁花， 便打着城里学来的腔调明知故问：“这
红秆秆打白花，是什么东西？ ”老父一听，火了！ 这个死
崽，才进城几天啊，就忘本啦？ 随手捡了根棍子，劈头盖
脸就是一顿好打。 年轻人痛得边逃，边用方言嚷嚷：“救
命啊！花麦土里打死人！ ”父亲追着怒骂：“你个畜生！还
晓得这是花麦啊！ ”

每次大人们眉飞色舞讲起这个笑话， 伴着夸张的
表情和动作，听者和说者无不哈哈大笑。 我那时还小，
却也已读书， 这笑话最终自然会引申到我们这些乡村
读书孩子的身上，被加以告诫。 那个时候，还是大集体
生产，花麦的种植，在故乡十分普遍。 对于这种农作物，
我自然也很是熟悉。

花麦的学名叫荞麦， 也是那时乡间的重要粮食作
物。 因其耐贫瘠，产量低，村里多是种植在挖垦后的油
茶山上。 又因它的生长期短，从点种到收割，才一百天
左右。 故村人一年常种两季，春种一季，秋种一季。

清明节之后，点种春花麦。 花麦种拌进草灰火淤，
一抓一抓丢进撩成土行的山岭上，以松土覆盖。 以后无
需施肥和管理，任其自然生长，开花结子。 花麦的植株
很耀眼，光滑红亮的圆秆子，状如香棍，高一二尺许，上
部多分枝，叶片若三角心形，有小孩子的巴掌大。 待到
开花之时，山上的绿树空地间，就像浮着厚厚的白雪，

异常靓丽。
在我故乡往南的深山数里外， 有一个小村叫花麦

冲，田少土少，多种花麦。 据说那里出产的花麦，是我们
周边品质最好的。 也不知何故，在村人日常的口头词语
中，有一个“花麦嘴巴”的专有词，略带贬义，指代那些尤
其能说会道之人。

花麦结子成熟后，连秆割了，用箩筐筛子挑回村，
铺在禾场上晒干。 打花麦有专门的花麦棍，多是笔直的
油茶树小枝条，长二尺许，手指粗。 打花麦时，每人双手
各执一棍，蹲于地上，对着面前拢成堆的花麦梢头均匀
敲打， 那些三角状的黑色硬壳小籽粒， 便纷纷脱落下
来。 花麦秆是农田的好肥料， 花麦籽则用风车除去杂
质。

紧接着， 山上的花麦地重新挖垦一番， 点种秋花
麦。

在故乡，花麦多用手磨推成粉，蒸花麦饺粑。 花麦
壳坚硬而粗糙，推成粉后，需用粉筛筛除碎壳。 白色的
花麦粉以冷水和浆揉团，略带盐味，再切成三指宽、中
指长、手指厚的长方块，放在高粱秆做的笼屉里蒸熟，
就成了黑乎乎的花麦饺粑。 花麦饺粑很好吃，软硬度介
于高粱饺粑与 子饺粑之间。

花麦具有利水的药效， 在乡间， 以老花麦籽熬水
喝，是治疗水肿病的良方。

同许多杂粮一样，分田到户之后，随着水稻亩产量
的提高，花麦的种植逐渐在故乡消亡了。 即便那个负有
盛名的花麦冲， 大概也是徒有其名了吧。 不过于我而
言，“花麦土里打死人”的笑谈一直铭记在心，并时时提
醒自己，别忘了是一个乡下人的儿子。

节日感怀
李定坤

建军节
八月秋高万象生，
一枪打响破天惊。
中华历史开新面，
有了人民子弟兵。

国庆节
十月丹芭九域开，
一场革命扫尘埃。
伟人振臂呼风雨，
立国开元站起来！

五一节
五月玫瑰分外香，
一生奋力抢时光。
平凡岗位能成业，
国运兴隆你我忙。

李锰

2015年5月我被派往瑞士工作， 任期
三年。 期间因工作原因前往欧洲、亚洲和拉
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出差， 深入街头巷尾走
访市场，体会到文化的差异和碰撞，对这些
国家实际的生活和经济水平、 对国际局势
的演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让我认识到中
国成绩的来之不易， 也殷切期盼中华复兴
能早日实现。 故有此文。

自乙未年辛巳月到瑞士洛桑，已是3年。 今离，
心生情愫，有感而发。 始于欣然，继而痛烦，然后适
应，续之淡然，而至今天。 境循环，人稍变，而心生
巨变，故记之成文，以示纪念，为将来忆。

莱芒湖， 居欧罗巴之中南， 乘阿尔卑斯之
垂尾，积罗纳冰川之融水，绕山直下地中海。 状
若新月，色似青天，深如潜渊。 岸之阴，在法兰
西，群崖雄立，而有水出焉，名依云，贵如银。 其
西有古城，名依瓦尔，葱顶教堂，景色旖旎。

岸之阳，在瑞士，缓坡斜爬，在其图顶，有洛
桑古城。 左有莫尔日，女神长息地；右有拉沃镇，
美酒葡萄园。 湖角为贵，西角日内瓦，东角蒙特
勒，皆名城。 洛桑即我居住地，古罗马城，号奥运
之都，因是奥委会总部所在。

瑞士之好有三，一曰美，美则心悦，心悦能
抑烦；二曰简，简则多时，多时可广览；三曰静，
静能深思，深思而渐悟。 其恶有三，一曰价贵，视
之心痛；二曰语多，一城之国，四种语言；恶之最
者，同孤独作伴，与寂寞为伍，如熬似煎。 然血泪
同平和比翼，苦难共强大连理，能调修者，可平
和心态，锻炼心性，提升心境，以助悟道。 悟道之
途有三，一曰天悟，天才之道；二曰坐悟，循师遵
教，醍醐灌顶而达；三曰行悟，广游博览，深思互
联，融见识、常识、学识于一体，贯经历、经验、经
术于一身，切肤煎心，不背正道，而得入浩然豁
然淡然悠然之境。

一阴一阳谓之道， 一高一低之谓美。 阴阳
变，道形现，时空移，美景迭显，四季循环。 虽曰
循环，相像而已，年年不同，岁岁相似。 来时山巅
雪已消，青底锦上百色生，彩水见底，浪花摇曳
唤同伴；去时峰顶尤素帽，绿意未浓待夏归，皱
湖吐呐氤氲升，低云系山腰，茫茫如镜似幻。

来去之间，北斗三圈。 其间，跨三洲，临二
洋，览数国。举头星汉依旧，回首世间沧桑。千年
之变今未休，道未变而术巨变。 术，变强弱者也。
今信息技术袭烧千行万业， 百姓得福， 须臾不
离。然术兴而强弱变，纷争始。春秋渐入战国，章
法已是敝履，争利却无新规。 其势之变曰：一则
强强相盟以分弱，二则强强相斗以弱敌，三则强
强相战以定位。 故术兴而乱世至，乱世至则民主
衰，集权兴 ，变法起 ，以应乱世之速变 ，强己弱
敌。 强弱策为：一当变法以兴术富民强军，二应
依时依势辨敌我友间，化间为友，助友抗敌；三
曰乱敌国。 其要在任能。 国族之争今胜于昔，未
来将极甚于今。国族弱者消亡亦非故事。幸逢中
华强盛时，不为鱼肉任人欺。 惜之，护之，增之。

见乱而思定，久定必生乱，生于忧患，惟危惟
微。大阳含小阴，大定容小乱。如云降汽腾万物生，
上下通则不痛。 德智欲为度，赏罚教为量，身后利
为衡，以保上下通。 其要在公平教育，私教不可盛。
因贫富而教，论贵贱而育，此亡国之道。 自悟者必
出，或文或武，檄伐富贵，重整天下。

明大势，断今朝，于己则合时合势立志，格
物，正心，游学，齐家，立业。 广游博览，知其然其
所以然，见巨不惧于大，见微不奇于小。 知国族
之所属，知成业之所系，知心灵之所依，见亲好，
足家财，传血脉，扬家风，以和家。 家和利逐志，
志合利国族家而成业。 徐图渐进，备而预，窥机
则速行，无豫。

再临山湖之阴， 掬冰水兮洗吾心。 水火相
济，既济乎？ 未济乎？ 允厥执中，今中换古中。

蓝墨水的上游 (外一首)

刘哲

汨罗江
曾经漂泊过两个诗人
一个是屈原
一个是杜甫

一位
陨落在
汨罗江的上游
一位自沉于汨罗江的下游
写诗的砚台翻了
墨汁将江水染得湛蓝
难怪
后人将汨罗江
视作蓝墨水的上游

每年的龙舟竞渡
是否
还是在打捞
诗人洒落水中的
那一颗颗
叫做诗的遗物

夜泊汨罗江

某日回乡遇汨罗同窗， 遂泛舟汨罗
江， 是夜不归， 宿于船上。

———题记
汨罗江上逢旧友
一船星辉
一叶扁舟

踏着渔父的渔鼓
文章锦绣
文脉悠悠

岂能无酒 且向江里赊月色
离骚一斤
九歌一斗

峨冠博带 梦里寻他千百度
那人却在
问天解忧

何以解忧
唯有楚歌
加二锅头

可笑吾辈 附庸风雅
自诩骚客
诗情悠悠

那叶扁舟
在蓝墨水的上游
是九章里的
闲章一枚
是橘颂里的
楚辞一首

醉眼回望 屈子怀沙处
山依旧
月如钩

吕高安

每年收早稻前
夕， 湘西南农村要过
一个节，叫“尝新”。 乡
亲们杀猪宰羊， 祭神
祀祖，吃新米饭，把酒
临欢， 不亚端午和中
秋。

插完秧， 农人就
陆续给禾苗薅草，施肥，拔稗，喷药灭虫，巴望抽大穗。
抽了穗，有事无事，还是往稻田钻，扒扒穗，赶赶蛾，扯
扯枯叶，也推进着尝新日的到来。 大家咽着馋液讨论，
谁家猪最壮， 杀了能分多少肉。 人民公社时， 生产队
100多号人，一年就巴望着逢年过节杀两三头猪，有的
几月没沾荤了，尝新自然就是打牙祭的当口。

尝新日由队上定，方圆百十里，相差不过几天。 这
天清早，屠夫和两三壮男，来到一社员家杀猪。 伺养久
了，主人与畜生有了感情，有次队上杀我家猪，娘却悄
悄抹泪。

最壮实的猪也不过百一二十斤猪肉， 老幼一直在
围观，馋眼珠差不多嵌进猪毛里。 等屠户剁分好，社员
也上午收工，提着肉各自回家。

水稻已大面积泛黄。 这天，大家走进几丘早熟田，
摘一些稻穗，连份子肉带回。那哪是摘？分明是羡视，是
观摩，是抚摸。 轻轻的，慢慢的，像膜拜神，又像爱抚己
出的幼婴。

三月播种，四月插秧。乍暖还寒，寒气踩在脚下，鸡
皮疙瘩上身，但农人冒热的话题，永远是看谁的秧苗拔
得齐整，插得深浅得当、均匀爽直。

农人最开心的，一是站在田埂，看着浓密密、绿油
油的禾苗，露珠盈盈，微风吹拂，摇曳窈窕。 萌动的诗
意，丰收在望的惬意，就跳跃在红丘陵山野，浮现在农
人揩汗的脸上，氤氲在暖春的搭讪里。

青苗一两月后就是尝新，农人又一个最开心时。骄
阳暖风下，滚滚稻浪趋向金黄，穗穗饱粒笑容绽开，群
群青蛙“呱呱”凑足热闹。踩在丰收的门槛上，农人半年

多心血汗水没有白费，每家将摘回的几支稻穗剥成米，
二三两重，笑盈盈地掺进老米蒸煮。

开饭啰，一家人聚在饭香、肉香和祭香里。 对着神
龛牌位，长辈行祭请尝，晚辈跟着跪拜。拜老天爷、土地
爷、谷神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再拜祖先，祈求
健康好运。 接着将肉饭倒给狗吃。 狗吃完，才按辈分和
年龄大小，依次尝新米饭。 不顾鱼肉，先呼噜噜扒几口
白饭，以示对新米的尊重。

尝新节，狗为何如此贵气？ 相传上古，渝西北方圆
几百公里涨洪水，农舍倒塌，谷物尽淹。人们悲痛绝望，
忽见一群狗远远游来，头尾沾满稻粒。 原来涨洪前夕，
狗在谷堆打滚，历尽艰辛，才送来粮种。湘、贵、渝、黔稻
作盛行区，便催生了祭神尊狗的尝新节，渝西北、湘西、
湘西南尤甚。

《礼记·月令》载：“（孟秋）是月也，农乃登穀。 天子
尝新，先荐寝庙。”古人以新收五谷祭庙，朝廷都高度重
视。尝新依地而定，鲜有典记，却手口相传。邵阳定在大
暑与处暑之间的逢卯日或黄道吉日，新谷登场前举行。

不光汉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也很讲究。绥宁苗
族选在七月十四送“老客”的晚餐尝新，让老祖宗吃得
更饱。 湘西苗族尝新，将酒饭连同禾胎，新苞谷、豆子、
茄子、辣椒、苦瓜一起，摆放在神龛或土地祠庙，敲锣打
鼓，舞龙舞狮唱大戏。

湘西南在外做手艺、打短工、读学堂、跑生意的，端
午、中秋不论，尝新是一定要回的。 他们吃了年关饭出
去，这时理应回家看看，尝新又叫“半年节”。 大家吃喝
团聚，攒足劲，盯着几天后“双抢”。

南方温带地区，年种双季，收早稻，犁田耙田插晚
稻，接踵而至，谓之双抢。一年最重要的阳春，就是这一
二十天，农人早出晚归两头黑，无论如何要“抢”住。

可见尝新最大的含义，是对于农耕文明，尤其是谷
物的崇拜。 农人信天信地信皇帝。 天高皇帝远，田地最
实在。

这个农人捧在手心的节日，近些年却在慢慢消失。
时代在发展，过不过尝新节已不重要。 但是，尝新

节所折射出的尊爱自然、敬畏苍生、崇尚劳动、自力更
生、自强不息的农耕文明特质，却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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