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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于中
国古代文化的高峰之一，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
患、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并且积重难
返。于是，一场冀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
了。

北宋熙宁四年（1071 年）的除夕夜，汴京城
的缤纷焰火在漆黑的星空砰地炸裂，如流星雨
一般飘然散落。又是新桃换旧符，北宋王朝那场
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在“变与如何变”的庙堂
纷争中，继续向前推进。江湖风波起，仕途有劫
难。朝廷其实也算江湖。多少人在朝中飞黄腾
达，又有多少人在朝中郁郁寡欢，就像那历史深
处的潮涨潮落、涟漪水波。

主持变法运动的王安石，壮志勃发、指点江
山，高歌猛进、骄矜挞伐，欲挽狂澜于既倒，使大
宋天威重布于滨海。时年 52 岁的司马光，由于
政治上失意，于是借编纂《资治通鉴》之名，辞官
归隐洛阳，抱道守穷以独善其身，韬光养晦待时
而动，在国子监尊贤坊北关购买二十亩荒地，辟
之为“独乐园”。司马光以极简姿态立于山川林
野之间，以苦度长夜的智慧和坚韧，在错综复杂
的历史关系中找寻历史选择的偶然与必然、主
观与客观，用十五年的孤灯清影，为喧嚣世界立
起一座巍峨的文史路标——《资治通鉴》。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携崤渑之险阻，控秦陇
之襟喉，通赵魏之枢纽，交通畅达、经济繁荣、文
化兴盛。北宋时期，一些冗散的官吏和致仕的老
臣于此兴园林、造别墅。据南宋李格非（李清照
之父）《洛阳名园记》记载，富弼以下共十九所，
未载者数倍于此。这些园林建筑，依山傍水，各
抱地势，极尽人间精巧，令人目不暇接。司马光
的独乐园，因其在“洛中诸园最简素”，可以概括
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为后人广为传颂，成
为中国园林史上的文人园林代表。

司马光初到洛阳，心情抑郁消沉。他回顾几
十年的官场生涯、人生遭际，一面是寒窗苦读一
朝出仕的建业之心，一面是心之所向的山林之
乐。“鄙性苦迂僻，有园名独乐。满城争种花，治
地惟种药。栽培亲荷锸，购买屡倾橐。纵横百余
区，所识恨不博。身病尚未攻，何论聊民瘼？”自
嘲的无奈与气愤溢于言表，既然无法“聊民瘼”、
与众乐，那就“尽其分而安之”，独乐当下吧。在
这片园林中，他暂时恢复“自然人”的身份，于
是，“社会人”的沉重负担便暂搁脑后，阴郁渐
消。当心平气静时，他再次手执笔墨，规划着自
己心中牵挂的社稷伟业。

所谓构园必题名，司马光给园子取名“独
乐”，体现了其政治抱负、价值取向、鲜明态度。

《独乐园记》开篇写道：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
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
乐，非贫贱者所及也。孔子曰“饭蔬（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
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
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命名是语言之令，能让
某些隐在的、被遮蔽的含义得以解蔽和澄明。司
马光是宋代著名的“非孟论”代表人物。自中唐
韩愈推崇孟子开始，孟子在唐宋间产生了一次

“孟子升格运动”，到了宋代尤为甚之，被扶上神
坛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有人批孟子，自然就有
人捧孟子。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司马光一
生的好友兼政敌王安石。变法需要理论支撑。王
安石主持新政，便以承续孟子以来的道统自居
而借势推行变革。就在朝廷尊孟基调一步步拔
高的政治语境下，司马光虽远离庙堂，但仍兼怀
天下，以“独乐”为名，表面是针对孟子的“众乐
乐”之意提出的反命题，实则是以儒修身、处穷
有定，抱着“道高于势”的价值原则，与以王安石
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展开潜在斗争和积极对

抗。
闲居洛阳的司马光，对这种有官无责又未

能全身隐退的身份甚感尴尬。他的满腔愤慨和
不平是透出纸面的，英雄迟暮不遇之感油然而
生。迂叟始家洛，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
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
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
深各三尺。疏水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
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中，若象鼻；自是分而为二
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堂
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若玉玦，围三
丈，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沼北
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烈日。开户东出，南北
轩牖，以延凉飔，前后多植美竹，为清暑之所，命
之曰种竹斋。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
药，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若棋局，径一
丈，屈其杪，交桐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
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
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芍药、牡丹、杂花，各居
其二，每种止植两本，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
栏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洛城距山不远，而林
薄茂密，常若不得见，乃于园中筑台，构屋其上，
以望万安、车睘辕 ，至于太室，命之曰见山台。

这种抱道守独、适性自足的精神追求也表
现在其《独乐园七题》中。该园呈南北走势，地势
南高北低，依次有“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

“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七处场
所或景致。

弄水轩
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
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
洗砚可抄诗，泛觞宜促膝。
莫取濯冠缨，区尘污清质。

读书堂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
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钓鱼庵
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
万乘虽故友，访求失所在。
三公岂非贵，不足易其介。
奈何夸毗子，斗禄穷百态。

种竹斋
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
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
雪霜徒自白，柯叶不改绿。
殊胜石季伦，珊瑚满金谷。

采药圃
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
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
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
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

浇花亭
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
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
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
至今传画图，风流称九老。

见山台
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
手辞梁主命，牺牛惮金鞅。
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
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

《独乐园七题》是组诗，咏“独乐园”七景，但
与一般题咏诗咏物不同。它的思想艺术缘起于
晚唐皮日休的《七爱诗》，接连用了“吾爱……”
起句，开篇点明对某历史人物的追慕和各景点
的题属意图，与其说是咏物，不如说是抒怀。从
诗歌所表达的情志看，“独乐”作为一个不可分
割的主题贯穿这组诗，没有“独”，“乐”将失去特
点和价值；没有“乐”，“独”也找不到归宿。其中，

《读书堂》《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四首分别
吟咏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和陶渊明，反映了

“抱道守独”的主题；《弄水轩》《种竹斋》和《浇花
亭》三首依次吟咏杜牧之、王子猷和白乐天，是

“闲居自乐”的主题。家国与个人，均有运数；功
名与事业，更赖际会。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安达
处穷均不改其变的兼善天下的理想抱负。温公
之意不在独乐也，然在乎众乐也！正如司马光在
进《资治通鉴》表云：“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
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
精力，尽于此书。”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
的榜样吗？

最好的园林当属这样：深处在其中，却不知
晓道法自然随处可见、心与心早已在那里品茗
畅谈：“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
框，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本是一方园
林，却毁于金元战乱烽火。幸亏有大明“吴门四
家”的著名画家仇英，早在神往之中，品读《独乐
园记》，由凝思进入幻境，以博观约取、海纳百川
的胸襟气度，用青山绿水的妙笔、柳暗花明的曲
笔、旁逸斜出的神笔，于丈五长卷上，以“分段式
空间”的构图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以七段连续的
画面构成一幅人物画长卷，将一座园林转译成
艺术的双向建构，留给今人一个通往人文圣地
的诱惑向往。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居然
不可市朝往，骨相天生林野人”，这是司马光的
初心，也是仇英的匠心。《独乐园图》中的那位文
人或许就是仇英本人，他借司马光的《独乐园
记》，将自己置于理想中的七处景致中，弄水、读
书、钓鱼、种竹、采药、浇花和见山，悠然自得、信
马由缰。当他完成这幅宏伟巨作时，盖上一方
印，也许是因为书法不够好，也许是因为不够自
信，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他落下一个极小的“仇
英实父制”（仇英，字实父），放在角落里，将自己

“藏”好，就像十几岁离开故乡的少年，一生的光
阴都留在了丹青里，自得其乐，从未改变。

今日名园虽无存，但有名画在，独乐园依然
是斯人独乐、青山秀媚、绿水潺潺、雅致天然。以
匠心，致初心，抚慰那颗来自大宋的“独乐”之
心，沿着洛水之滨、万安山下铺排开来。乐与不
乐，独乐与众乐，你可否认真思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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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刚开始实行那年，
队里把所有农具、牲畜标上底价在
社员会上公开竞标。土地则按远
近、好赖搭配划分，人均到户。

那些日子里，大到饲养室、库
房、胶轮车、各种农具，小到大灶的
锅碗瓢盆，今天分这明天分那，所
有人的神经似乎都处在一种亢奋
中……

分田到户，各自单干，人们都
憧憬着那令人向往的“三十亩地一
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小
日子。

虽然分田到户后，从此大家不
能在一起边干活边相互开着玩笑
了。但至少再也不用看队长的脸
色，也不为一个劳动日分几毛钱而
在一起混日子了。

分牲畜的那天，父亲不知有什
么事去得晚了一会，结果能马上搭
套干活的头牯都让人抢完，剩下的
尽是老弱病残或不会活计的小牛
呀、马呀、驴呀什么的。

无奈之下，父亲看中了一头半
大的母牛犊。只见这头小牛身材
匀称，毛色呈深棕色，双目炯炯有
神，看得出日后干活是头好牛。

不怕来得早，就怕来得巧，这
迟来也有迟来的好处。早到的各
户在第一时间都把自己所相中的
牲口竞标到手，反而让迟到的父亲
捡了个便宜，几乎没有人杠价，父
亲就把这头牛犊子牵回来了。

把牛拴到事先搭好的牛舍后，
父亲就开始发挥自己老饲养员的

特长，给牛添草加料，精心照顾起
来了。

夏天怕牛热，父亲在门口搭个
凉棚。冬天冷了，父亲就把墙上的
撂粪窟窿堵上，门口再挂上个棉门
帘。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转眼一
年多，小母牛已经长大，开始要学
活了。田间里，父亲扶着耩子，我
在前边牵着牛，牛随着父亲发出的
口 令 前 进 、后 退 、往 左 、往 右 、掉
头。父亲让它慢慢领会，再慢慢撒
手让它自个适应。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动物也
是如此。牛到了发情期，自然也需
要繁衍后代。好在大队原来有配
种站，虽然变成了私人经营，但配
种的价格也不贵。

现在也想不起牛的怀孕期是
多长了，反正后来瓜熟蒂落，小牛
犊降生了。哈哈，还是头母牛，全
家人真是高兴。

刚分队那会儿，母牛和公牛的
价格差的不是一点。你想么，地里
种的是麦子，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都还指望着牲口繁殖能卖几个钱
呢。那时候我的两个哥哥、姐姐都
已结婚另住。家里就剩我和父母、
四弟四口人。每天除了忙地里的
活 ，回 到 家 里 就 是 垫 圈 ，出 粪 ，铡
草，喂牛。

庄稼户一窝猴，扛锄都扛锄，
扛耧都扛耧。虽然大家不在一起
干了，但每家每户都是忙着同样的
农活，重复着原始的耕作方式。所

以牲口对每个家庭来说尤为重要。
俺家的这头牛，干起活来不亚

于一头好骡子，总是风风火火的样
子。耩地时只要你用嘴稍微吆喝
几声就行，根本不用鞭子。但缺点
是这牛特别犟，它这臭牛脾气，可
没少挨我的胖揍。

特别是生了小牛犊后，这牛干
上半晌活就想回家。也不知是奶
憋得慌还是想孩子了，它会和你拼
着命闹腾，再不想继续干下去。

凡使过牲口的人都知道，不
能惯着它这毛病。一旦由着它一
次，它下次就会认为干半晌回去
是理所当然的。可小牛犊也不能
往地里带，若要领到地里，小家
伙就不停地在母牛前后跘着，不
是吃奶，就是撒娇，让母牛寸步
难行。

每 次 牛 半 晌 要 回 去 ，我 不 答
应 ，势 必 就 要 发 生 一 场 人 畜“ 大
战”。

当母牛在我的棍棒教育下不
得不屈服后，它就像赌气一样，发
着疯似的猛干活。

临到下晌时，只要我轻轻说一
声“回”，它立马撒开蹄子一路狂奔
就往回跑……

有时我实在拽不住了，索性撒
开缰绳，任它去吧。农具拖在后面
把地上的土剐起，土又在风的作用
下卷起一溜黄尘。

当我回到家时，眼前的一幕让
人格外感动。只见小牛犊摇着尾
巴，埋着头在母亲肚下贪婪地一拱

一拱吃着奶。母牛则用鼻子在小
牛浑身上下嗅来嗅去，继而又用舌
头给它的孩子舔理毛发。

母爱，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
无私。它不论物种，也不分区域，
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母
爱，并一代又一代传承发扬。

说来你也许不信，俺家这头母
牛连着几年给我们家生了六胎小
牛犊，而且清一色都是母牛。这在
方圆百里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除了四弟
没要牛外，先后每家均得到一头小
牛，二哥得到两头。

就连平时难得登门的表哥也
花了一晌时间软磨硬泡，毫不吝啬
地左一句“舅”右一句“舅”，愣是牵
走了一头小牛。噢，当然，钱肯定
是要少给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各行各
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农村也同
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结
构也在不断调整，机械化的耕作渐
取代了原始的耕作方式。

当时我也花了三千元买了台
二手小四轮拖拉机。从此，我们兄
弟 姐 妹 全 部 都 用 上 了 拖 拉 机 耕
作。空闲时间，我还能开上拖拉机
挣点钱贴补家里。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农
村也同样在与时俱进。机械化的
普及也给各家各户饲养的大牲畜
下了驱逐令。慢慢地，村里有人把
自家饲养的牲口卖了。有买卖就
有市场，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屠宰户
也抓住机会，开着车活跃在大街小
巷，吆喝着“收牛哩”！

俺家那头“功臣牛”也和其他
牲畜一样难逃厄运，最终还是让饲
养它的二哥卖给了巷里收牛的商
贩。

为这事，脾气不好的父亲还动
手打了二哥一巴掌……

俺 家 那 头俺 家 那 头““ 功 臣 牛功 臣 牛功 臣 牛 ””
●冯建民

中 国 古 代 名 画 欣 赏中 国 古 代 名 画 欣 赏
独乐园图独乐园图（（局部局部））

明明 仇仇 英英

庚子春节已望得到身影
新春喜气心头洋溢
天空蔚蓝清澈如洗
花团簇拥白鸟竞音
突然飘来一片乌云
顷刻间欢乐氛围被打破
所有的神经顿时被绷紧

1月 23日武汉封城
离汉通道全部封闭
核酸检测加速进行
市民居家自行隔离
党中央启动联控机制
蔓延情况及时公布
处置举措高效出台
各省市区守望相助
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武汉

防止疫情扩散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危急关头展现民族大义
中华民族从来无所畏惧
飞机轮船列车昼夜疾驶
举国上下涌动钢铁洪流
多支医疗队奔赴湖北
全力增援危难中的姐妹兄弟
医疗专家集体会诊亲临病区
为患者带去安慰和希望

白衣天使万死不辞积极请战
申请如雪花飘飞
她们离开故土亲人

与新婚丈夫暂别
拼杀在不见硝烟的战场
与死神赛跑
让青春焕发光亮
一座座方舱医院瞬间搭成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
武汉这座英雄城市
始终如一坚如磐石

辛勤汗水浸透多重铠甲
口罩密封压满红色印痕
他们是无畏的战士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志愿者深明大义

栉风沐雨接送病人
道路小区轮流守候
盘查行人测量体温
上门服务方便住户
清除垃圾保持清新
和煦阳光穿透乌云

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感人至深的点点滴滴
历史铭记了这一幕幕
2020 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
中华民族是最为顽强
最见韧性的民族
决战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胜利

“十四五”规划再绘新蓝图
一路向前砥砺奋进
阔步迈上新征程
迎接更加灿烂的辉煌

2020，难以忘却的记忆
●梁同锁

阳光冻在麦叶上
霜花便舞弄着柔姿
跟随我的脚步
挤眉弄眼

不远处
一只老鸦
站在一棵千年柿树上
眼前的红柿子
还剩一半
这是它的红利
是农夫
特意为它留下的红利

麦的叶子弯曲着
麦垄一直向前延伸
路的那头
是一条通往城里的路
渺茫而空阔

冬 日 麦 田
●王过关

冬日清晨
山谷里的霜气
一层层升腾
弥漫在千万道沟坎里
瞧
人家屋顶上的蒸汽随着雾气
在空中画了一个又一个圈

麻雀站在枝头唱唱歌
又飞到人家院子里啄食
院子里的孩童
早就满心欢喜地捕雀儿
用梦幻编织成
一个个五彩的箩筐
盛下了米和雀 遗忘了岁月

远在山头
不知哪个汉子在叫卖
布匹、腊肉和年货

一声高过一声
喊声渐渐惊醒了
那冬眠动物的酣畅

有一日
忽然发现这人间变成了仙境
漫天遍野的雪洋洋洒洒
这大爱的冰雪王国
造出了
冰雕和雪人
冰锥和城堡

滑滑溜溜到河道
冰冻的河水凝固成永恒
我不过是个顽童
从冻僵的芦苇丛中穿过
经年的光景
把我
从此岸带到彼岸

风吼的日子里
我像干瘪的红辣椒
在纸糊成的窗户上荡来荡去
听着家家户户的魔咒
我不想再继续听了
那我就去调配
那猪大肠吧
至少温暖了一些人的肠胃

在山谷悬崖边
住着一个老伯
他颤悠悠地挑起木桶
装雪去了
一步一瘸 一瘸一步
偌大的深山
静得像天宫
他不愿意住在城里儿子的家
他说自己像
住在天宫

冬 日 印 象
●魏慧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