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光阴荏苒，人生匆匆。20年虽是

弹指一挥间，但在家族延续上，就是
一代人。我是我高祖嫡传的第五代，
在人间的长河中相隔了125个春秋。

高祖辛凤鸣，字桐岗，号双桥，清道
光甲申年（1824年），生于怀庆府河内
县南寻村（今河南省沁阳市）。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名字，从来不是
百分之百的个人所有，它以“姓”来定家
族归属，以“名”来寄托长辈希望。高祖
的父辈为之取名辛凤鸣，定是期望他成
人后能做人中之凤，一鸣惊人。

出身布衣的高祖，穷且益坚，不坠
青云之志，苦读诗书。清咸丰八年（1858
年），在乙卯科并戊午科的河南乡试，泱
泱万人考生，145名举子中榜，高祖以第
41位的名次脱颖而出，并铨选后补教谕
（当时科举，以科目举士，以铨选举官，举
人相当学士，教谕为官职）。

高祖中举后，河南大主考翰林院
编修邵亨豫、副主考探花及第洪昌燕
为高祖颁发“文魁”门匾，悬挂于祖宅
街门，还于宅门前立下旗杆、修下牌
坊。这虽只是清朝乡试后国家对举人
的惯例褒奖，以传承文脉、激励后人，
但族人后裔以此为傲，亦属自然。

南寻村，中间有一条小溪横穿南
北，小溪以东叫南东，住户多数姓辛；
小溪以西叫南西，住户多数姓杨。当
年高祖的老师是南寻村中一名跛脚
的教书先生，共送3名廪生参加乡试，
自信必有弟子中举。当报考官报南西
杨云芳名列第80名中举时，先生自
语：“南寻还应有中举之人。”片刻后，
又有报考官来报：“南东辛凤鸣，榜列

第41名中举！”先生连连拍手道：“这
就对了，这就对了！”

从现代社会看，一个荒僻小村，出
两个研究生或博士生也属罕见。而在清
朝，一村两个举人，真可谓稀罕之至，要
知道那年河内县中举共5人，而南寻村
就有两个，一时声名大噪，震撼州县。

（二）

1959年，那是一个夏天，我在中
心校百余名小升高学生中名列第二。
父亲听后没有表现出喜颜悦色，更没
有半句表扬，而是在一个星期天领我
到南寻祖居看一看。

走进街门，“文魁”的金字大匾映
入眼帘。父亲仰望牌匾，悠然地说：“这

‘文魁’二字可是皇帝的御书，是你高
祖中举后，由当时的皇帝亲派河南省
主考和副大主考颁发的。从前，门前还
有牌坊和旗杆呢！”要知道父亲是个文
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可对于百年前
家族为之骄傲的传说，能一字不差地
熟稔于心，是我所惊讶的。

走过客厅，来到后院，东西两间
厢房对峙而立。说是瓦房，却因长年
失修，坑洼不平，如同一位沟壑满面
的沧桑老人。父亲指着东裂西歪的西
厢房说，别小瞧了这西厢房，当年高
祖的母亲在这里节衣缩食，靠织布纺
花培养了一个举人立世。说着，父亲
低吟一首词曲：

小纺车，嗡嗡响。
抽一锭，长一两。
穿一梭，布匹长。
三更起，鸡叫响。
五更累，晨曦亮。
苦也甘，累是爽。
为送我儿去学堂。
我的文盲父亲，有着如此准确的

记忆。听着这纺织曲，真让人感叹：可
怜天下父母心；苦也！

（三）

清朝虽是满族人掌权的朝代，对
于科举制度，清沿袭明朝基本没什么
变异之处。乡试又称省试，并不是后来
人误解的乡一级的考试。乡试也如金
字塔结构，县级学堂考升邑生，府学堂
考升廪生，而后优选才能参加乡试。

乡试于8月举行，9月放榜，参考
者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新科举人第
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
四、五名称金魁，第六名称亚魁，七名
以后者授“文魁”匾牌，“文魁”也就成
了乡试举人的代名词。乡试揭晓举人
者，由国家出银两建牌坊、立旗杆，订
制衣帽和悬挂“文魁”的金匾。

当然，科举还有会试和殿试两种形
式，不要求乡试中举者全部参加会试，
但参加会试者必须有举人身份。考上举
人，如同现代人有了干部身份，进了干
部队伍。举人可以直接任职或候补任
职，品位一般在八品上下。会试殿试后
产生状元、榜眼、探花，可以赐进士及第
出身，补充省州官，充实翰林院及各部
委缺员。不难看出，赴京参加会试和殿
试是需要充足的财力做后盾的。

清末左宗棠，虽平叛护疆，战功
显赫，但也只是个举人身份，对此他
常耿耿于怀。慈禧催他赴新疆平叛，
他一直推托参加会试后再出征，慈禧

知道他是在择机要身份，立即赐其进
士及第出身，才让左宗棠无后顾之忧
地赴新疆平乱，最终大获全胜，成全
了新疆今有的版图。

清朝乡试本应3年举办一次，当
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把1855年的乙
卯科推到了1858年和戊午科合并为6
年一试，这也是清朝科举历史上唯一
的一次。高祖恰遇此次6年乡试，虽然
未获解元、亚元之名，但在145名举人
中名列第41名，没有拿银两捐官，凭
实力被吏部后补为教渝之官职，也算
是出类拔萃，当显其正直求进和有才
之气。

（四）

1994年，又是一个夏天。
我时任中国某报河南记者站站

长，河南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后，受嵩
县人民政府李县长邀请，和新华社河
南分社记者王刚法结伴去嵩县采访。

嵩县四面环山，层峦叠翠，黄河、
淮河、长江三河支流交叉嵩县，密布
壑流。陆浑水库碧波荡漾，如海映天。
水上小船千帆竞发，水中倒影如人间
仙境，令人迷幻。此行除了报道嵩县
白云山旅游开发，还有一分内心深处
的企盼，不知能否如愿。

听父亲和其他长辈们讲，高祖中
举后到嵩县做官，具体时间及官职都
一无所知，只知道为儿子取名“嵩
生”，想来定是高祖在嵩县为官期间
给儿子留下的生命烙印。

采访任务完成，我托李县长在嵩
县查档案，寻高祖足迹。果然不负重
望，档案局复印一页纸给我，在“八品
教谕训导”栏目里只有一行字，却让
我看到了很多信息：辛凤鸣，河内举
人，同治11年（1872年）任。捧着这张
纸，我不由得泪流满面。

高祖中举时36岁，正当而立之
年，从1858年起，高祖进入补录等待
期。多少个辗转难寝的夜晚，多少个
度日如年的明天，直到1870年秋接
吏部通知，到嵩县报到，1871年正式
赴任嵩县教谕。

离开嵩县的前一天，李县长陪我
们去嵩县教渝学堂遗址参观，告诉我
学堂有一副对联值得一看。

这副对联是：
一肩明月传千载文脉
两袖清风育社稷英才
李县长说，民间传言这副对联就

是当年高祖任教渝期间所留，而今读
来，仍显世代文人的胸臆。我想清水
衙门清风官，高祖在嵩县一定度过了
非凡的岁月。高祖嵩县之后仕途岁
月，只闻有五地易官升职之说，即便
成真，而今也只是随风云烟了。

2022年夏，高祖辛凤鸣“文魁”牌
匾被请入沁阳市柏香镇南寻辛氏宗
祠，而今第四、五代后裔子孙已近百
人，虽在做凡人凡事，但也人人努力
向上，也有入仕者位及地、处级、科级
干部，做学问者也有研究生数人。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族
与民族、文脉与国运，交融共进，生生
不息。我辈也必然踔厉风发，光前裕
后，承担起历史使命。正可谓：

追宗继往鸿鹄凌云，
筑梦开来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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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皮凉席厂家直销

1.取材天然 具有透气、散热、防
汗、防潮、防螨、防蛀六大功效。

2.工艺精湛 经过近80道工序精
制而成。

3.厚度均匀 确保牛皮席平顺，皮

张厚度为约3.5mm的牛皮。
4.精细包边 采用手工精致车缝，

背面清晰可见牛皮组织纤维。
5.软席包装 柔韧性好，可以像被

褥一样折叠，方便收纳。

班德尔水牛皮凉席，今夏献给父母最好的关爱

班德尔水牛皮凉席五大优势

活动地址：焦作日报社（人民路报业国贸一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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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欣赏

“嫩叶成阴，接夏连春满架。秋风初动，见
累累高下。”记忆中，儿时的秋天是从葡萄架下
开始的。

一年夏末，小院中的葡萄架已缀满葡萄，绿
如翡翠，红如宝石，紫如水晶，一串串随风轻摆，
那摇摇欲坠的样子充满无限诱惑，令人垂涎，欲
罢不能。

每天，我都会站在葡萄架下眼巴巴地看着，
希望可以等来母亲发布采摘的命令，这样我就
可以第一时间行动，然后大快朵颐一番。但是
母亲迟迟不愿松口，她总是说再等几天，等入秋
了才可以摘。我当时不理解母亲的说法，争着
吵着要吃葡萄，母亲拗不过我，只好摘几个给
我，虽然很少，却短暂地满足了我的口腹之欲。
于是，我只能作罢，静等秋天的到来。

那时的我对季节没有概念，不知道秋天何
时会到，只是眼睁睁地盼望着。直到有一天，我
看见母亲将葡萄一串串从藤上剪下来，放入竹
筐的那一刻，我知道秋天来了。我兴奋地在葡
萄架下又蹦又跳，然后拿起一串就往嘴里塞，连
皮和籽都不带吐的。母亲看我猴急的样子，十
分无奈，因为她根本来不及制止。当甜蜜的汁
液在舌尖上跳跃的时刻，我意识到这种等待是
值得的，入秋的葡萄已褪去酸涩，比夏天更加甘
之如饴。

摘满一筐，母亲便停手了，我以为她会将葡
萄清洗好好品尝一番，但她没有那样做，而是挎
着竹筐出门去了。我有些好奇，便跟在母亲身
后看个究竟。当我看到母亲将竹筐里的葡萄一
串串送给邻里乡亲时，我感到万分心疼，甚至有
些愤怒，好像最心爱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一样。
可是当我看见还有其他人做着和母亲一样的举
动后，我的心疼一下子缓和许多，心想，也许母
亲那样做自有她的道理。

回家后，母亲又摘了满满一筐葡萄，这一
次，母亲并没有送人，而是在水井旁将葡萄洗干
净后放入厨房。母亲交代我先不要吃，等晚饭
后和全家人一起享用。听了母亲的话，我只好
按捺住自己的蠢蠢欲动，静等夜色的降临。

晚饭后，一张桌子放在葡萄架下，一家人围
坐一起，母亲将洗好的葡萄摆上桌，说：“秋天是
收获的季节，而葡萄便是我们家今年秋天的第
一份收获，今晚就让我们借着葡萄，预祝我们今
年秋收能有个好收成。好，开动！”说完，大家便
行动起来，一个个葡萄开始与味蕾碰撞，迸发出
甜蜜的味道。这一夜，一家人坐在桌前吃葡萄、
聊家常，其乐融融，欢笑声透过葡萄架飘向空
中。母亲的这一充满仪式感的迎秋之举，在我
心中留下了极其唯美的印象。

许多年后，每当立秋之夜，我们都会在葡萄
架下吃葡萄迎秋，预祝丰收。后来，庭院翻修，
全部铺上了水泥地，葡萄架便遭到砍伐。但是，
立秋吃葡萄的习惯从未停止，因为每年立秋之
日，邻居都会给我们家送来很多葡萄，这时，我
才理解了母亲给邻里送葡萄的举动，这是多么
淳朴真挚的邻里乡情。这时，我才知道，立秋吃
葡萄祝丰收并非是我们一家特有，而是我们家
乡的传统民俗。让我不免感叹，这可真是一架
葡萄一架秋，家家户户祝丰收啊！

现在，家乡人在庭院种葡萄的越来越少，
吃葡萄迎秋的习俗也淡了，但质朴有爱的乡情
民风依然浓烈，这不正是我们华夏民族数千年
来永葆活力的根魂？一架葡萄一架秋已是极
美，但我更想看到一架葡萄万家秋的和谐美
景，为此我愿送上深深的祝福，希望这一天早
日来临。

又到一年七夕，许多人把
它当情人节来过，这当然可
以。但时间浪漫，并非只存在
爱情之中。生活中的罗曼蒂
克可以有很多种，比如夏夜
里，四下都在黑暗之中，在山
间小道，看萤火闪烁。这一刻
的美好，真的抵过许多甜言蜜
语、金樽蜜语。

古人称萤火之光为“流
萤”，单从字面上看就很美，一
个“流”字，把那种稍纵即逝、
如梦似幻的隐隐约约和摇曳
的美好意境全部勾勒出来。
大约就是出于这种美好的意
境，古人很不情愿用“虫”来称
呼这种小精灵。

《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町
畽鹿场，熠耀宵行。”戍边的男
子思妻心切，急匆匆地在夜色
下赶路还乡。沿路为他照明
的，竟是漫山流萤，宛如星光
坠落，这景致多么浪漫。

没想到这样梦幻的景致
竟让我遇见了。和女儿雨后
去巡返的圆通寺游玩，归时已
是傍晚时分，深蓝色的天幕上
星空闪耀。寂静的山道上，不
知名的小鸟在郁郁葱葱的树
林间鸣叫，母女两人行色匆
匆，忽然两旁的草丛间荧光闪
动，一只、两只、三只，竟宛如
童话仙境般。“呀，萤火虫！”女
儿开心地飞步上前，轻轻用手
掬起，一次又一次扑空。嘿，
最后还真逮着一只。看它熄
了灯笼，惊慌失措地在手掌内
爬动，女儿便打开手掌放它回
归原野，而后这些小家伙又翩
然林间草丛了。

比起星光，我更喜欢萤火
的灵动。它们在草木间点点
跳跃，在溪流上飘摇，创造了
仲夏夜山野里一半的意境。
它们在黑色的夜空里低飞，在
草尖跳舞，没有音乐，没有灯
光，但它们有自己的舞台追光
灯，有自己的生命舞蹈，自信
轻盈地旋转、飞舞。

柳永在他的词中写道：“疏
篁一径，流萤几点，飞来又
去。”只是几点流萤，就把一条
幽森的竹林小路变成了温柔

仙境。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
生物可以称为“童话中的精
灵”，萤火虫一定是。此时倘
有任何的烦闷不快，都会随着
点点萤火的“临幸”，而变成柔
软。那样柔软的光，不知道点
亮多少暗淡无聊的夜。

“月上轻罗扇，凉生小画
衣。玉腕又重携。曲池风吹
定，水萤飞”。明月朗照，萤虫
飞舞，无论烦忧，徜徉在此良
辰美景，人生自有一番静谧和
甘甜的意境。

唐代杜牧把姑娘们在草坪
上扑萤情景跃然于纸上：“银
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
流萤”；虞世南曾歌赞萤是光
就要明的精神：“的历流光
小，飘飖弱翅轻。恐畏无人
识，独自暗中明”；宋代年迈
的陆游更是童心未泯：“老翁
也学痴儿女，扑得流萤露湿
衣”。

萤火虫的亮点，是一种生
命的闪光。从生到死，萤火虫
总是发着亮光，永远为自己留
一盏希望之灯。雄性萤火虫
在飞翔时发出光辉，那是它在
寻找雌虫。雌虫不会飞，它在
草丛中看到对方的信息，也会
一明一暗地闪光，互相交流，
雄性萤火虫便循光而去幽会，
完成生命的繁衍延续。这种
感情的联络方式，颇有点像我
们人类的“月上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呢！

七夕，爱的华章
□侯思亮

苦苦的坚守，涩涩的等待
送走了一个个
寂寞难耐的漫漫长夜
痴情的牛郎，多情的织女
不负流年不负卿地
迎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
良辰美景——七夕

诗仙李白曾为此赋诗曰
烟霄微月澹长空
银汉秋期万古同
几许欢情与离恨
年年并在此宵中

今天，兰质蕙心的报喜鸟
为他们幸福的相会
默默地承担起了
天堑变通途的光荣使命

今晚，侧耳静谧的葡萄架下
你能读懂儿女情长
亦能感悟爱的启航

来吧，亲爱的同学和朋友
夜色微澜，华灯初上
杯中的小酒
早已飘逸出诱人的醇香

故事了千年的凄美爱情
在这个扣人心弦的午夜
在我们斟满小酒的杯中
在李白杜甫白居易
苏轼秦观李清照的诗篇中
是否可以
出彩的更加引人入胜
委婉动听，清新传神

今晚，浩瀚深邃的苍穹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注定有一场爱的华章

七夕感怀
□郜希干

两半珍珠千古磨，同心比目采薇歌。
牛郎织女黄花瘦，银汉滔滔晓梦多。

鹧鸪天·七夕
□白天平

遥望星河淡云烟，半轮新月碧
空悬。鹊桥银汉两相会，玉露金风
一线牵。

天寂寂，夜无眠。悲欢离合话
经年。葡萄架下清风里，天地情丝
几缠绵。

一架葡萄一架秋
□程磊磊

□董全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