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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古银瀑布
■ 陈波来

离海很近，离群山很远
漠漠平野抵近入海口
这一次水瀑之声不在高处唤你
你得低下身，从脚下去找
引你趔趄的肉身下行到
陡然凹陷的沟谷
形同一番跌落，从起伏莫测的
命运，譬如平路上摔跟斗
喝凉水也塞牙。低谷
沉寂而绝望，但当你把自己
和谷底的一株草一棵树
放在一起，一道
平野中缓缓淌来的溪水
就有了垂天而降的
仰望，还有轰鸣与奔流

七律·风门岭寻访渡海战场
■ 陈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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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季
■ 胡巨勇

并非执意要重墨浓描这个六月
只是书山学海里的跋涉
注定了一种涅槃
耕耘的脚印一次次刷新起点
寒窗苦读的记忆拔节梦的厚度
笔尖流泻的汗水
掂量出火红季节的重量
期盼的目光一直不曾远离
岁月绽放的笑容
蛰伏在亲情的爱里
心跳的律动，拉大考场里的静
得失对错喧腾着这个季节的表情
眼泪不是彼岸的通行证
只要信念在，条条大道通罗马
用一场洗礼告别花季雨季
苦累也好，叹息也罢
明天就在脚下
目光的远方将是又一个新的起点

父亲，夏日美丽的韵脚
■ 暮云

在夏天，我们说起一个词
就有一座山俯下身来，托起另一个滚烫的

词
就有汹涌的汗，汇成一条河
送走一叶扁舟
就有一片辽阔的草原，供一匹小马驹驰骋
多么年轻的词。它蓬勃的枝叶茂盛
使站在枝头的鸟儿
忽略了它逐渐弯曲的脊背
以及它站在暴雨中，承受着雷电的霹雳
湿漉漉的样子
而现在，我们以集体的方式
说起这个词。仿佛说起爱
说起一个令我们难以启齿的羞愧
这拒绝修饰的词，以血脉的流淌
贯穿我们的一生
却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只是这样，以缄默的方式
站在夏天的句子里，站成一个美丽的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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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禽”是一
个象形字，这个字和“离”“兕”的字头
相似，是鸟兽的总称。《说文解字》：离，
山神，兽也。从禽头，从厹从屮。欧阳
乔说：离，猛兽也。从字形上看，“禽”
和“离”确实颇为相像。

段玉裁解释说，旧书上记载，两只
脚有羽毛的动物叫作“禽”，四只脚身
上长毛的叫作“兽”。“禽”的偏旁是

“厹”，而厹是兽类的脚印。所以仓颉
造“禽”的本意是“兽”这是很明确的。
用“禽”来表示鸟类，这是假借的用字
法，时间长了就成了鸟类的专属词汇
了。《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就是立足于

“禽”的本义而说的，所以很多古代的经
籍典章里面用的“禽”字，有的是说鸟
类，有的是说兽类，有的两者都有。所
以《白虎通》这本书曾解释说，“禽”是鸟
类的总称，是个象形字，“厹”指的就是
他的脚印，而其中的“凶”则模拟了它的
声音。“禽”和“离”“兕”的字头相似，就
好像“鱼”和“燕”虽然一个在水里一个
在天上，却都是灬字底一样，“能”（即

“熊”的古字）和“鹿”的脚一样。
“五禽”一说最早见于《五行大

义》：
毛虫之精曰麒麟。羽虫之精曰

凤。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
倮虫之精曰圣人。毛虫西方。羽虫南
方。甲虫北方。鳞虫东方。倮虫中
央。此则皆称虫也。五灵总为诸虫之
首。今止言其四。以人处中央者。谓
有性情之物。人最为主故也。灵者。
神灵之义。五禽于虫兽之中最灵。故
曰五灵。

这里所说的“五禽”对应五方五
行，指的是麒麟、凤、龟、鳞虫、倮虫，这
和后世所说“五禽戏”中的“五禽”还有
较大差别。

五禽戏是亳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说由华佗创制，历史上的记
载可以追溯至《后汉书·艺文志》中的
《华佗五禽诀》《华佗老子五禽六气诀》
等书，可惜这些书籍都已流失。可以
确定，最早关于五禽戏创制的文献，都
指向了华佗。康熙皇帝曾说，华佗创
制五禽戏的理论基础来自他的老乡庄
子的《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
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华佗五禽
戏，也是后世导引操的渊薮。

从现有文献看，五禽戏很显然是
道家重要的养生手段。亳州人有句很
俏皮的话说“牌场里能治五劳七伤”。
哪“五劳”哪“七伤”呢？白云子说“久
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
筋，久坐伤肉，是谓五劳所伤也。”“七
伤”则是由人的喜、怒、忧、思、悲、恐、
惊等情绪带来的身体上的伤害。这个
时候，可以做一做五禽戏。白云子说，
这是因为“五禽之导，摇动其关，然人
之形体，上下相承，气之源流，升降有
序。”广陵人吴普跟随华佗学习医术，
有一天，华佗跟吴普说，人的身体要经
常活动活动，只要不太过于剧烈就
行。人经常运动，气血才能通常，不会
生病，这和“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所说
的道理一样。所以上古的仙人，都会
经常做一做导引操，像熊和鸟一样伸
伸腰肢，活动活动关节，以求长生不
老。我也有这么一套导引操，名为“五
禽之戏”包括虎戏、鹿戏、熊戏、猿戏和
鸟戏。经常锻炼，可以驱除疾病，身轻
体健。如果你的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选取其中的一个做一做，微微出汗之
后往身上扑一点粉，就会感觉身轻如
燕，食欲也会好很多。吴普照着老师
说的做，到九十多岁还耳聪目明，牙齿
完好。从此以后，五禽戏便名声大振，
走上了它传承千年的道路。

栖真子说：“华佗观察五种禽兽的
动作所制成的导引操，原理是人体如
果太久没有运动，气血凝滞，疾病就出

来了。活动一下，身体得到伸展，血脉
融汇通畅，身体就好起来了，所以后人
争相学习，以求长生”。

有一年邓云山修仙得道，两只手
突然就不听使唤了。陶弘景让人转告
他说，针灸风徊、曲津两处穴位。刚过
了六七天，他就可以练五禽戏了。白
玉蟾更是神话了五禽戏，他说“制八锦
兮寻偃月，戏五禽兮舞神弓。”明朝胡
文焕提出了练习五禽戏的强度，即“夫
五禽戏法，任力为之，以汗出为度。”

五禽戏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发
扬，唐代朱少阳在《黄帝外书》当中得
到了岐伯导引的精髓，他结合华佗五
禽戏的理论，制作出了三篇《导引图》，
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从隋朝开始，中国文学史上留下
了许多的与五禽戏相关的诗文，如“闻
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柳
宗元）“既通九岁之宜，兼善五禽之
戏。”“海上呼三岛，斋中戏五禽。”（李
商隐）“三岛”有的版本写作“三鸟”，是
不对的，这里指的是“蓬莱三岛”，暗含
着求仙的思想，因此在家里练习五禽
戏，以求长生。

宋朝崇尚道教和养生，五禽戏成
为了一种生活风尚，王安石到朋友家
里去，他的朋友家里就挂着五禽戏的
导引图，“北堂画五禽，游戏养形躯”。

“梅妻鹤子”的林逋，更是五禽戏的狂
热爱好者，“遗编坐罢披三豕，小轴行
当倦伍禽。”。“三豕”是典故“三豕渡
河”，这个典故来自《吕氏春秋·察传》，
子夏到晋国去，经过卫国，有个读史书
的人说：“晋军三豕过黄河。”子夏说：

“不对，是己亥日过黄河。古文‘己’字
与‘三’字字形相近，‘豕’字和‘亥’字
相似。”到了晋国探问此事，果然是说，

晋国军队在己亥那天渡过黄河。这里
是说，林逋看书把眼睛看花了，“三”和

“己”，“豕”和“亥”已经分不清了，就走
出房门，打一打五禽戏。

有一年，天降大雪，梅圣俞和虚白
上人来拜访林逋，三人结伴出游，不知
不觉走出去很远，四下无人，林逋开心
地像个孩子一样，练起了五禽戏，回来
后他挥手写下“湖上玩佳雪，相将惟道
林，早烟村意远，春涨岸痕深。地僻过
三径，人闲试五禽。归桡有余兴，宁复
此山阴。”陆游郁闷的时候，也会独自
练习五禽戏，所以他写下了“啄吞自笑
如孤鹤，导引何妨效五禽。”

梅圣俞曾以竹鸡、婆饼焦、提胡
芦、杜鹃等四种鸟为名，创作了一组

“四禽言”，后苏东坡在诗文中写道“梅
圣俞尝作《四禽言》，余谪黄州，寓居定
惠院，绕舍皆茂林修竹，荒池蒲苇，春
夏之交，鸣鸟百族，土人多以其声之似
者名之，遂用圣俞体作《五禽言》”，自
此后，杨维桢、朱熹、周紫芝、偶桓、郭
翼、戴昺等人创作了一批《五禽言》，以
鸟的叫声为依托，兼以民歌内容和咏
物意象的传统，对统治者进行鞭挞，给
人民生活以同情。

元代的时候，人们也练习五禽戏，
“春深不见人，聊为五禽戏”（虞集）。
蒙古人入主中原，成吉思汗手下第一
辅臣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很快就接
触到了五禽戏，他说“元化唯珍五禽
戏，通明殊玩两牛图。”这大概是五禽
戏的第一次跨民族传播。

“慰藉烹双鲤，支持戏五禽。”（朱
多炡）所谓“上行下效”，明朝的皇家求
长生，明朝的大臣也求长生。薛蕙回
到亳州老家之后“终年只学五禽戏，早
岁浑忘三箧书。”而袁宗道说“世业五
禽戏，家藏八叠书”，五禽戏和书，都是
他家传的最宝贵的财富。

清朝的五禽戏，入住了皇家，康熙
曾说“戏五禽而荣昌，祛三虫而轻举。”
皇帝一言，大臣们自然云集响应，于是
乎“养生家每讲导引，如抱昆仑，鸣天
鼓，撼天柱，暖心肾，摩足心，漱津叩齿
诸法，更有般运演五禽等术”。

从历史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
出，自东汉华佗创制五禽戏以来，古人
对五禽戏的热情从未退却，薪火相传，
所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当中借他人
之口说，“世所传并非真诀，惟华佗五
禽图差为不妄。”

其一，忘鸡。
徐兄来访，做菜若干，鸡一，鱼一，

素菜几个。因为怕耽误时间，鸡是前
一天做好的，保鲜膜包裹着摆在冰箱
里，上桌之前，蒸屉蒸过。女儿爱吃
鸡，因此我于此道浸淫多年，味道料应
不差。

于是饮酒乐甚。所乐者，在于此
时此地此人，在于见情见性见真。我
二人皆不解饮，酡然欲醉。徐兄夹鸡
脖，几次未果，问道：此千张果竟硬如
此！我才明白，此君以夹千张之力施
于鸡脖，当然难以奏效。

电话来，徐兄起身告辞。酒已尽，
而盘中鸡，俨然千张果，磊然未动。方
知朋友之聚，恬然可忘鸡也。

其二，焖葱。
菜之道，犹如作文之道，难在以寻

常题材出新。
李渔写葱，谓之小人之属。已是

出乎“小葱拌豆腐”之外。汪曾祺写
葱，说两口子吵架，女人一气之下，跳
井了。婆婆急得直跳脚。男人道：勿
急。施施然回屋，掇一张凳子，手里拿
着一根大葱，坐下慢悠悠地咀嚼起
来。未几，井下女人大喝：兀那厮，给

俺留一根！
写爱葱之甚，无过于此了。
王世襄爱做菜，时常骑着载重大

自行车，后面绑着做菜的家伙什，每次
聚会，大伙都逼着他露一手。一次老
餮聚餐，各逞其能，比之满汉全席不遑
多让。轮到王世襄，他做了一道“焖
葱”，结果一下子就抢光了。

此焖葱的做法我没见过。妹婿全
家来访，我也做了一道。他们没见过
这样做的，妹妹夹一筷子，咀嚼若有所
思，妹婿亦如此，外甥女也夹了一筷
子，眉头攒动，曰：善！

我想，王世襄也不一定见过焖葱的
菜谱。世上第一例，总是有人先做的。

其三，绝配。
黄日华配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

传》，人皆称绝配。
金圣叹说，五香豆腐干与花生米同

嚼，有火腿味道，这也应该是绝配；梁实
秋的一个亲戚，为着儿子半夜带回的一
个鸭梨，吃了半个，蓦然想起它有更妙
的吃法，冒着风雪去寻它的绝配。

菜有绝配。配得好，郎情妾意，互
相烘托；配错了或是配得平庸，主菜与
配料都白瞎了。瓠子和葱是绝配，莴
苣丝与韭菜段是绝配。炒苋菜如果不
拍蒜头，简直是罪不可恕。炒小鸡仔
不放蒜头同理。烤羊肉串不放孜然粉
同理。

绝配来自于探索，开始没人知道
谁跟谁配，试出来的。一次母亲做汆
肉，无处寻葱，便信手拍了一瓣蒜头，
切碎放入汤里，竟是大出所料的鲜美。

由不配到绝配，探索鼓励尝试。
但尝试并非盲目，如果你想创造一款
超辣版的元宵，那么估计是注定失
败。相配的双方，先是气质上有相通
之处、互补之道，不是什么都拿来试
的。这样说来，配菜也是个哲学问题，
还可以是婚姻问题了。

在《论语·先进》里，我们看到
孔子和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华四人“言志”的情形。一个国家
的治理，需要各种人才，子路、冉
有、公西华想当官，以施展才能、实
现安邦治国的抱负。这样的选择，
未尝不可，而曾皙的说法正合孔子
的心意。说明孔子不那么想居庙
堂之高，而更乐意处江湖之远，携
妻带子、呼朋唤友，到绿水青山那
广阔的怀抱里迎风沐雨，尽情感受
生命中宽松、惬意的时时刻刻。特
别是在自然界最美好的季节，应该
更加珍惜那样的每一分每一秒。
此外，我们也看到孔子和弟子们发
表见解的方式很接地气，他们所言
之志，虽出自学生之口，但很成熟、
很切实：“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这般惬意经验的前提条件是
什么？是三月底四月初的北方（山
东）天气温暖，惠风和畅；是春服供
奉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松一口气了；
是熟悉的大人小孩又度过一个寒
冬，又能相聚在一起了。这些，都是
令人心情舒畅，甚至觉得幸运的原
因，于是，一声招呼之下，大家都向
开阔处奔去，散心、歌唱、飞扬，就自
然而然、合情合理了。

孔子认同的曾皙的理念，能把人
引向一条自由自在的尘世之路。然
而，尘世之路怎么可能总是顺风顺水
的？那更多的是劫数重重、受苦受难
——子路、冉有他们所说那条路也不
能幸免。

从公元650年到755年，也就是
从唐高宗李治执政开始到安史之乱
爆发前的近一百年，是史学家认为
的盛唐。贺知章、李白、王维、杜甫
等诸多诗人，都曾生活在那个政治
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边疆稳
固的时代。然而，安史之乱、宦官专
权、藩镇割据、黄巢起义等因素合力
助推，把唐朝从空前强盛推向衰落，
时局纷乱，民不聊生。唐肃宗至德
二年（757）春，杜甫身处沦陷区长
安，为国都破败、骨肉分离所苦，写
下了传诵千古的名作《春望》：“国破
山河在，城春草木深……”763年 2

月 17 日，唐军总算平定了安史之
乱。那一年，杜甫被召补京兆功曹
参军，却未赴任；次年春，杜甫寄居
阆州，作《忆昔二首》表达了对现实
的忧虑和感叹：“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时代的和平
与动乱，个人的欢喜与忧愁，都留在
杜甫的诗篇里。李煜、苏轼、李清
照、陆游、辛弃疾和龚自珍等后辈文
人，也或多或少记录了时代与个人
的命运。从前人留下的典籍里，我
们反反复复看到这层意思：人生在
世，每一天都是安乐与危难并存，安
乐时，要倍加警惕危难的来临，而危
难总是让人措手不及，让人感到无
力和渺小。

去年春节，我第一次在外地过
年，离家五千里，搭飞机走三小时五
十分钟，掠过广袤大陆上的万水千
山，才能回到碧海中的那座小岛
上。那些天，往日的高速路不堵车
了，人头攒动的商业街静下来了，歌
舞潮涌的广场也空了。不见飘雪的
城市上空，云层抑郁。暖气没坏，还
像前几日那样开着，我却感到说不
清道不明的双肩发冷，在书桌前坐
了一会儿，便想缩回被窝里。背井
离乡，一个人过年的孤寂，实在是难
以消受。因此，今年春节前，我提前
买机票回家跟父母弟妹们相聚，决
定在年后去江南拍摄桃花流水，去
西南看好久不见的朋友。然而，现
在已是初夏，海棠樱花随风落尽，新
冠疫情还在全球蔓延，我放下了去
年许下的愿望，严严实实地戴上口
罩，回到我工作的城市。那一天，我
不吃飞机上提供的餐饮，抑制着有
生以来从未体验的惊慌，跟绝大多
数乘客一样，把近四个小时的空中
旅程一秒接一秒地憋到了尽头。洗
完澡，脸颊上的布面压痕未退，松紧
绳勒进耳根的痛痒仍在。

夏季到了，最初的惊慌感觉已经
消除，出门戴口罩、回来洗手换衣服，
不知不觉成了习惯。而不太甘心的
是，我收起了远足、会友的小心思，如
同把年轻时未寄出的情书装进厚厚
的纸盒里——怎么能心甘情愿呢？
来年一路寻去的地方，绝非今年模
样；他日见着的人儿，注定多了一层
烟尘……

唉，回首前尘，绞尽脑汁都想
不到此生会经历如此怪异凶险的
一个春天！而春天，仍是寒冬过后
的春天，是孔子和他的三千弟子的
春天，诗仙和诗史的春天，也是欧
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的春
天；春天并不会因为人间瘟疫肆虐
而推迟到来的时间。因此，我要不
时提醒自己：春天就是来敲击门窗
让人们出去沐浴吹面不寒杨柳风
的，也是来叫人想想为什么会遭遇
那一场风雪，并站起来眺望，看看
踏上哪条路，才能走向柳暗花明又
一村。

《夏荫》（国画）邓子芳 作

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宿州，是一
个槐花飘香的地方。

在浓郁的绿叶之间，那一簇簇、
一串串，点点洁白的花束散发着清
香，素雅的花朵在柔风中轻轻摇曳
……是的，那是家乡的洋槐花开了。

或开在春事阑珊处，或开在夏意
初现时。儿时，一到槐花盛开时节，
便与小伙伴一起三五成群簇拥在槐
花树下，大口大口地吸着香气。槐树
高大且慷慨，大串大串的花垂了一
树，年长一些的大哥哥们靠前争先恐
后地采摘，稍显稚嫩的我只能流着口
水干瞪眼。这时，旁边总会有一位

“主持公道”的老爷爷，走上前把槐树
枝拉低，小小的我便兴奋无比，紧张
而认真地剪着含苞待放的槐花，不一
会儿篮子便装满了，伴着鼻间萦绕的
清甜香味，踏着满足的脚步飞奔回
家。

未到家，远远地便看见母亲伫立
在门口。母亲曾经说过，她小的时
候，因为物质匮乏，赶上闹饥荒，大人
们经常会找来野菜、树皮充饥，槐花
是当时最美味的食物，其他的不是苦
就是涩。所以，每当四月来临，母亲
总会让我去捋一些槐花回来，浸泡、
清洗、晾干，给我们蒸槐花吃。在物
资极为丰富的今天，我依然觉得，蒸

槐花是我心头最美最香的味道。
离开家乡20余年来，屈指可数

的几次回家乡（宿州市萧县），不是借
着出差顺道，就是赶在逢年过节的时
候，都错过了槐树开花的时节。每次
回到家乡，热情的亲朋好友少不了送
上家乡各类特产美味，但唯独没有蒸
槐花。再吃上一次家乡的蒸槐花，成
为我挥之不去的心愿。它长在谁家
门前，香飘谁家院外，或映得谁满眼
惊艳……

妻子知道我对家乡的槐花情结，
在我工作的南方城市一遍遍不停地
寻找能吃上槐花的地方。某天，妻子
充满惊喜地告诉我，她好不容易找到
了一家能够做蒸槐花的饭店。于是，
我们兴冲冲地驱车过去，却被告知过
季了只能明年再来。就算托亲友从
老家寄来，也已不是当年的味道。是
啊，没有儿时一起争抢的伙伴，不是
母亲亲手做出的蒸槐花，怎么可能是
原本的味道。母亲老了，离家远了，
厨房里再也不会飘出槐花香了。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唯有家乡
槐花的味道仿佛依然漫在口中，无尽
芬芳，弥足珍贵……它常常把我带回
到记忆深处，勾起阵阵涟漪，婆娑了
眼睛——那是散发在槐花香甜里的
母爱啊。

可能由于它们不够美艳，人们时
常会忽略了槐花的存在。过于流美
的外形容易落俗，槐花恰好相反，它
低调、简约，淡雅、洁净，脱尘、出俗。
记忆里的乡亲如槐树般扎根乡土，随
遇而安，带着梦想和期待，不争不抢，
向阳而上，在清浅的时光中，开出属
于自己的一片风景。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
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
天涯。”一夜东风，槐花开成海，几朵
飘落，绿溪染香来。那一口槐花香，
是童年时的珍馐；那一树槐花白，承
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与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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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门岭上忆雄师，
激荡心潮鏖战时。
叠叠帆颠呼壮士，
排排脚印写传奇。
围歼顽寇千重铁，
回望硝烟万丈旗。
夕照青山齐碧海，
长歌一曲向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