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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
诗笺

玉璧、琉璃席、带鞘玉剑，铺排如阵的马蹄金、麟趾金，坍塌
散碎的漆木盒，腐烂如泥的麻织品，以及两排积压在一起、却依
然形态完整的牙齿……它们，一起承受了两千年时光的冲刷、涤
荡、席卷和摧毁，幸存下来。在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汉废帝——
刘贺的墓椁中。

十年前，一次不成功的盗墓留下的一个黑洞，仿佛被揭开的
时光隧道，连通了汉代与今时。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王侯将
相早早地开始建造自己的墓园。而他，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
刘贺，分别在山东巨野、江西南昌留下了两处墓园，一空一实，遥
相呼应。两点之间的空白，埋葬着巨大的历史荒诞。

西汉，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现代，一字
排列的图示，清晰地标示了海昏与它紧邻的鄱阳湖位置关系的
变迁。鲜红一点，与蓝色水泽。水泽在聚合，分裂，移位，仿佛一
个动态的生命，其变化的痕迹清晰可见。正是在水泽的盈盈消
消、地壳的起起伏伏中，刘贺的墓园反复经历着外界撕扯的力、
水的浸润、风的吹剥、细菌的蚕食，逐渐蜕变为考古学家们看见
它时的面貌。有多少因素，多少种外力，参与了这场蜕变？只有
天地和天地间轮回的时间明了。

5岁承继父亲的昌邑王位，19岁入长安登上帝位，刘贺仅在
帝位上任性恣肆了27天，就从梦幻的云端直坠深渊。史册上，关
于这27天的文字记录，累累不休地细述了一千多桩劣迹、罪行，
它们如根根芒刺，插栽在这个名叫刘贺的古人身上，成为他被废
黜的铁证。

数年后，他重获侯的身份，但被高高在上的新帝大幅削减食
邑，从山东巨野迁至长江之南，偏安在鄱阳湖边一方小小的圈地
中。在这里，镇日吹拂着浩荡透骨的湖风，他度过了郁郁寡欢的
三年多时光。他唯一热衷做的事，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修筑墓园，
将不如意的生之缺憾，化为对死后安乐的渴盼。

修筑墓园的过程，如同重新修复坍塌的此生，并塑造全新的
一生，他将自己的心爱之物尽数纳入墓中……可这个被命运残
酷蹂躏的人，不曾想到，他精心安排的一切，会在两千年后以朽
烂的面貌重见天光。

那些身外之物，哪怕残损，还有迹可觅。而他，几乎朽烂殆
尽，如泥，如水，仅一副牙齿佐证着他的存在和消亡。

这些牙齿中的两枚，被中外科学家们借去做科学研究，视如
珍宝。在它们小小的躯壳里，隐含着关于生命的DNA密码，隐
含着关于汉代的未明之谜，兴许从中可以提炼出许多被时光掩
埋的秘密，修正被后人误读曲解的历史“真相”。

半人高的木架躺在湿黑软滑的一摊泥泞中，起初考古人员
以为是一架屏风。逐步清理，它的真实面目显露，原来是一架带
木框的穿衣镜。铜镜内置，隐身于对开木门的后面，木框的正面
和背面漆色斑驳剥脱，隐约可见文字与图案。

用现代工艺还原穿衣镜的斑斓本色后，考古专家惊异地发
现：木框正面的对开门上饰有凤虎鹤图案，背面有上、中、下三幅
图，绘的孔子与弟子画像。长身素袍瘦面短须的孔子，是迄今发
掘的文物中最早的孔子形象，而两旁的文字进一步描绘了这个
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圣人生平与故事。

“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三十）矣……”一句，让既有史册中
关于孔子的出生年份，被标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与《春秋公羊
传》《春秋榖梁传》《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的孔子生年，相隔十余
年。哪一处记录更真实，或更趋近于真实？孤证难明，依然存疑。

时空浩瀚，即便备受后世景仰的孔子，其生平、形象、言论、
行止，依然在时间的波光中漫漶不清，飘忽不定，难以定形。更
何况籍籍无名的广大众生，他们如风过无痕，如滴水入汪洋，匿
于历史深处，再寻不见丝缕印迹。多少曲折有致的过往，成尘，
成雾，成谜？

不锈不腐不萎的金，以煊烈的太阳光的色泽，成为世人心中
永恒的象征。它与古人长生不老的痴梦交缠一体，与质坚而纯
净的玉一起，铺出肉体不腐、灵魂飞升的成仙之路。这是一条谎
言之路，一再被跨越百年千年的棺椁实存所印证。

可它确实不锈不腐不萎，比丝绸、木器、铜器，比人、动物、植
物，甚至比石头，更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和空间的挤压。它躺卧在
海昏侯刘贺的身上身下，满足他成仙的幻梦，在地层的跌宕浮
沉、水泽的涨涨落落中，肉身早已朽烂如泥，而它虽披一身泥污，
却端然静穆如初始之态。

在汉文帝心中，赤金与赤忱呼应。每年农历八月，他在都城
祭高祖庙，除了供奉从一月开始酿造、脱胎于粮食的醇酒，还有
成色足够纯粹的黄金。它们被各地诸侯王、列侯下令铸造。在
大祭这一天，一枚枚圆形金饼铺排成轰轰烈烈的太阳光阵，向长
卧不起的汉高祖表达赤忱的怀想与祈福。

不知道那一刻，匍匐在地的汉文帝，是否相信长生不老的成
人童话。但这一幕，无疑是他死后辰光的预演，他一定相信酎金
制度一旦设立，就会常演不衰，而在他百年之后，也会和汉高祖
一样安享后世帝与臣的隆重祭拜。由赤金构成的太阳光阵，这
无可言喻的辉煌景象，会在每年八月重演，助他飞天修仙。而大
汉，也会绵延无尽，直至永恒。

实际情形却是，汉文帝在位23年，死时45岁。西汉延续210
年，只占据漫长历史的微渺段落。没有永生、永世，唯有黄金和
些微遗存的古物，还在诉说远去的历史，语句断续。

在海昏侯国遗址公园陈列馆里，一则史料记载：元鼎五年
（公元前 112年），因没有列侯愿意从军赴南越，汉武帝借酎金成
色不足为由削夺106位列侯的爵位。令武帝恼怒的，实是他看不
见列侯的忠诚。成色不足的黄金，配不上赤金之名；不够忠诚的
王与侯，是帝国隐匿的危险，也不配享有荣尊。

借黄金之名，酎金制成为套在诸侯王与列侯颈项上的丝
绦。金有杂质，心存不良动机，这丝绦就变为索命的绳。而沦落
为海昏侯的刘贺，曾经的帝，却是连佩戴丝绦的机会也没有了。
标明“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的金饼们，没能献抵当年
朝廷大祭的现场，它们被望长安喟叹、郁郁余生的刘贺最终带进
了自己的坟墓、棺椁，再越两千年，重新袒露在天光下。我看见
它们时，海昏侯国遗址公园陈列馆的追灯映亮它们的局部，加重
了那阳光般色泽的刺目度。

在离它们不远的展柜，同样铺排的阵势，陈列有同样太阳光
泽的马蹄金和麟趾金。与憨厚的金饼形态不同，它们有着秀气
雅致的外形，模仿马蹄和麒麟之足，沿口环饰金丝雕琢的花纹，
多达七种。无疑，它们是荣耀的象征，来自恩泽、荣宠。

金饼，马蹄金，麟趾金，一室共存，安静排列，与我寂然对
视。那一种目光，耀亮，凛冽。荣与耻，在一个人的命运里交融，
铭刻；在黄金的身体里寄放，共存，同样散发太阳般的光泽——
那悲伤又虚无的恒久暖色。

进入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境内，迎面
就是两棵巨大的老樟树。阳光从叶隙间
调皮地钻出来，轻手轻脚地爬到两位歇晌
老人身上。一位老人好奇地瞧着我，蛮有
把握地问：“你，是来看桥的吧？”我点头，
她朝左手边转过脸去：“呶，就在那。”

是的，我要来看的武阳桥，是一座意
义非凡的桥，一座注定要被载入中国革命
史的桥。1934年10月8日，中央红军第九
军团进行战略转移，作为首批出发部队来
到武阳村，在当地村民的舍身相助下，通
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座桥。1996
年，原国家主席、苏维埃时期曾任中国工
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视察瑞
金，再次来到武阳桥，亲笔挥毫题写下“长
征第一桥”五个大字。

武阳桥，是武阳村连接绵江河两岸唯
一的通道。只是，原来的那座桥已经不见
了。就在原桥址下游约 100米处，一座钢
筋水泥双曲拱桥雄壮地横跨在河面上，桥
墩结实，两车道的桥面宽阔平展。那是
1988年，武阳镇人民政府为改善沿河两岸
交通而修建的。

我望着滔滔奔流的河水，想象着从
前那座桥，那些人，那样一场义无反顾
的前行。风掠过草木，吹上身来。这时
候，我的脑海中总是回荡着《十送红军》
的旋律和歌词：“一送（里格）红军，（介支
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
缠绵绵……”

关于那座桥的模样，我只在一张黑白

的资料图片上看到过。那是一座简易的
木板桥，全长110多米，宽仅有4米。13个
木桥墩单薄地跨坐在河中央，20多块木板
简陋地铺在桥墩上，和宽阔的水面以及岸
边那棵巨大的老樟树比起来，它显得那样
单薄。

故事来自老人的讲述。那时候是半
夜，从福建长汀中复村赶过来的一万多名
官兵来到这里，队伍后面是随时有可能追
上来的敌军。仅凭小木桥那单薄的桥身，
根本无法承受一支队伍的急行军。桥上
的人多一些，行走得快一些，桥体便摇晃
得厉害，一副随时都要垮塌的样子。可是
分批过河，速度又太慢。

火把照亮了武阳村的夜空，红军战士
的说话声、木桥板的吱嘎声，惊动了附近
的村民。一些胆子大的村民循着火把和
声响，好奇地来到绵江河边：“这是红军，
是我们的军队呀。”1930年 8月，武阳区成
立，区政府设立在武阳村，下辖石水、武
阳、松山、新中、丰田、三坝、肖布、安富8个
乡，全区人口 2.1万余人。当时仅武阳村
便有九百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村民
们送出了自己的亲人，如今看到红军队
伍，就好像看到了亲人一样。

了解到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后，地方干
部曾光林和邹光林分头挨家挨户，动员乡
亲们拿出床板、木凳、布包、油桶等物品，
用来拓宽加固桥面，帮助红军过河。

村民们没有犹豫，纷纷从家里搬来门
板、仓板和床板。一位姓邹的老乡二话不
说将一张崭新的婚床搬了出来。原来，他
的儿子准备娶媳妇，按客家风俗打制了婚
床，刚刚搬进家里没几天。住在不远处的
一位老奶奶过来瞧热闹，也连忙颤巍巍地
拉住红军战士的手说：“我家还有木料。”
等大家跟着老奶奶去搬木料，才发现是老

人准备后事的棺木。
村民们和红军战士噙着泪水，将家家

户户送出的珍贵木板运到了河岸边。就
这样，一座更宽大更牢固更坚实的木板桥
搭起来了。红军队伍开拔前，村民们又急
急地送来煮鸡蛋、米果、炒豆、花生，塞到
战士们的手上。还有的送来草鞋、斗笠和
蓑衣，让红军战士带在身上。

可是，大部队过河时，桥身仍旧摇晃
得厉害。村里上百名上了岁数的男人，纷
纷跳进河中，站在桥身两侧，用身体顶着
晃动的桥墩，用肩膀扛着不稳固的桥板，
保证部队顺利过桥。还有的，竟让红军战
士踩着自己的肩膀渡河。

这是一座坚强的人桥。十月的赣南，
天气已经微寒，凌晨的河水浸漫身躯，凉意
足以从皮肤沁入骨髓。可是，他们咬紧牙
关，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腿站麻了，肩膀磨
出泡了，有的人半个身体失去知觉，僵硬得
不能挪动。但是没有人喊累喊苦，没有人
退出人桥。他们只是深情地望着红军远去
的方向，就像是送别自己的亲人。

许多年以后，当年的场景仍被亲历者
一遍一遍地讲述，他们讲到有人当完人桥
后生病发烧，讲到一处木桩突然折断，把
几个撑桥人的腿砸伤了，有人落下了终身
残疾。但是，没有人流露出一丁点的悔
意。他们只是自豪，只是为自己曾经拼了
命的付出感到欣慰。他们，还有苏区时期
更多的瑞金人民，谁不是倾其所有地付出
呢？据《瑞金县志》记载，当时全县集中新
谷 5万担，草鞋 2万双，被毯 3000条，菜干
两万多斤送给红军，组织群众为红军运输
谷子17万担。每一份物资、每一组数据的
背后，都是跳动着的火热的心，都是逃离
旧社会奔向新生活的渴盼。

再后来，多数的亲历者都已经离开人

世，但他们的故事又经由下一代人的口中
到处流传。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
忘不掉也不应该忘掉祖辈的荣光。因为，
一万多名红九军团的战士，是在武阳人的
帮助下，顺利到达了对岸，开始二万五千
里征途的。2017年夏天，一位空军少将来
到武阳桥边，长久地驻足凝望，默然不
语。天空下着细雨，在绵江河上点出一个
个细密的水波，像他那时的心绪，潮湿而
伤感。少将是替父亲回来看望老桥的。
他的父亲曾是红军第九军团的一位连长，
当年便是从这里渡河踏上了长征之路。
老父亲的心中，长久地埋藏着一个秘密：
渡河前夕，武阳村有一位17岁的少年非要
跟随部队当红军，连长便带上了他。可是
后来，在一次战役的冲锋中，少年为保护
连长，用身体将他扑倒，自己却被子弹击
中头部而牺牲。他永远记得，少年牺牲前
大喊的那一句：“保护连长！”

这就是武阳的好儿郎，那样无畏，那
样勇敢，那样舍得自己的身家性命。当
年，就在渡过这座桥的一万多人的红军队
伍中，有七百多名是武阳的青壮年。他
们，大多牺牲在湘江战役中。

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寻觅着当年红军
渡河的踪迹。人们一遍一遍地探究着，一
座用血肉之躯筑成的人桥，曾见证了军民
之间怎样的鱼水深情？那些几乎一无所
有的乡亲，为何如此信任着这一支队伍？
如今，时间已奉上了所有的答案。一座永
生的桥，留下了太多值得深思、又无比朴
素的真理。

我在老樟树巨大的阴凉中久久地伫
立，我望见了不远处的田园、村庄，一切都
显得安宁而平静。一辆汽车从新桥上疾
驶而过，那桥多么结实牢固，从前的摇晃、
动荡和脆弱再不会有了。

从1921年开始
这大地上的七月，就坚定而神奇
镰刀和锤头穿越沉沉暗夜
穿越腥风血雨，把信仰和希望
镌刻在那面猎猎作响的旗帜上
汇聚在上海石库门星火初燃的火种里

那艘南湖的船，一路行来
载满了一船思想和彻夜难眠的汉子
载满了七月的果敢和勇气
与黑暗抗争，与邪恶较量
你看，一位伟人有力的指挥棒
是手里的那支毛笔
大刀和长矛随着这支毛笔舞起来
东方，这片水深火热的大地
就开始创造奇迹中的奇迹

从此，这样的七月
总是用希望点燃梦境
总是用温情浸润苦难的土地
曾经，有人怀疑，那双草鞋
走过二万五千里之后
真的会成为志向高远的巨轮
载着初心，驶向目的地

因为那个七月
一百年的传奇，一百年的希冀
都流传在毛泽东诗词的豪迈里
那昏黄的油灯下，那简陋的窑洞内
时间的嘀嗒声撒向了苍宇
谁要在七月的星空，随便摘下一颗星星
那都是英雄和诗人
都是自信和刚毅

因为那个七月
我们要早起，要去感受要去经历
要让我们的身影，深深地扎根土地
在这七月里，我愿做骄阳下的耕耘者
让稻花香飘万里，当我的手掌轻拂着稻穗
就像翻开了一本厚厚的历史书籍
那里面有诗情画意
更收藏着七月饱满的颗粒

现在，七月是那趟特快列车
穿越历史的隧道，鸣响汽笛
你我相随，走出一路向前的轨迹
我们相信，七月的信念
将铸成我们高擎的那杆大旗
飘扬在宽阔无边的大地
和我们芬芳绚丽的四季

海昏谜色
□□ 王王 芸芸

一杯茶的世界
翻卷过后，茶叶与水开始相得益彰。
打开。释放。我看见的是茶的庄严。在一

杯水里，它们在丰富一杯水。水变成茶，这种升
华在给予水生命。

我看见这杯水，有着被抬高的幸福。它从
水进入茶的行列，是不是也有私底下蜕变的快
乐？它的秘密只在水里揭开，缓慢的，徐徐的，
一点点的。

茶叶在水里氤氲。它们不像矫情的花朵有
着盛大的绽放。它们只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让
一杯水吮吸着每片叶子上的纯正与芳香。那些
日光，那些甘露，那些风吹草动都落进水中。一
杯水就有了勃勃生机，和旁人眼里的高大上。

茶叶拥抱着水。这些经典的酵母，在发酵
一杯平凡的水。茶叶缓慢地落下，让一杯水从
内到外都在改变。它们让一杯水变成一杯优秀
的水。

经历了怎样的风云突变，只有水知道，只有
茶叶知道，也只有渗透在其中的寂静的时间知
道。

一杯茶，在桌子上泡着。而拥有它的时间
是更多的水，它们也将变成一杯更悠远的茶，在
那儿芳香扑鼻！

遇见茶
每片茶叶都有一个绿色的故乡。我在绿色

里沉湎与怀想，仿佛回到最初的青涩。
我可以回到森林、草地和那捧清亮的水。
我可以回到有机的、纯粹的、自然的。在一

片绿色里我看见一杯水打开迷人的一面。
在许多时候我坐立不安。喧嚣如滚滚的雷

鸣，把我肆意驱赶。我需要一片绿色的叶子指
路，需要用一杯宁静的水，指点我回到喜欢的家
园。

茶，紧攥着把繁复的时间简化的元素。如
果时间回到安静，我将回到优雅的茶。

我坐下来，与一杯茶相遇，才不会错过一杯
茶的精彩。我沉淀成一杯茶的简单。而茶用它
甘醇的滋味和意蕴，把我摁在那儿。我走不出

一杯茶的芬芳。
当我没有确切的行动，并做着许多无意义

的事情。一杯茶在阻止。它递给我更多抵达自
己的时间。一切都在一杯茶里慢慢修正。

躁动的灵魂，也抵挡不住一杯茶的召唤。
在一杯茶里，足以把一段寡淡的时间泡成浓香
型。在这绿色而环保的时间里，我贴近一杯茶，
就贴近了久违的云淡风轻。

我的诗与茶
有茶才有诗。
我的诗在茶里。捧着茶，诗就有了出处。

每个跳动的文字便像茶一样有了灵魂。
我能看见每个意象具有最纯粹的绿色，它

们垒起来的诗歌牧场是环保而养生的。它们也
是茶，在一首诗里飘香。

不必沐浴，不必焚香，但我要斟一杯茶。在
一杯茶里，我能够遇见那些梦想的诗篇。

于我，最有效的书写，离不开一杯淡淡的
茶。

茶香里，我能给那些列队的文字一条明亮
的通道。为了一首诗的焦虑与不适，终将被手
中茶醍醐灌顶。一首诗便濡染了茶的品质，并
在心中洒下耐人的甘甜。

把恬淡、绵长和悠远带到一首诗中，其实，
就是把一杯好茶带到这些温暖的文字里。诗中
弥漫着一杯茶的味道，我垂涎的远方才彰显出
内敛而深邃的底蕴。

在一杯茶里写诗，我的诗才能达到一杯茶
的高度。

当我让一首诗向一杯茶看齐，我才能对它
说，好。才能把一首诗摆到桌面上，像把一杯茶
勇敢地递给别人去品尝。

永生的桥永生的桥
□□ 朝朝 颜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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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茶，遇见诗
（组章）

□□ 周启平周启平

豫章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