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

南
丁
先
生

□

墨
白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群众来访接待室 (0371)65742777 ■新闻传真 (0371)65795777 65796268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371）65795600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970450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订阅价：全年198元 ■零售价：每份1元

副刊 A242015年12月30日
责编李啸 美编李庆琦 邮箱 dhwyfk@126.com河之洲

先生姓何，南丁是笔名。从开封
到郑州，六十多年来出生在皖地的南
丁一直生活在黄河岸边。2001年秋
天,我沿着颍河进入淮河独自来到蚌
埠时，首先想到先生。颍河是淮河的
支流，从地理位置上说，我和先生同饮
一河水。南丁在《再说孙方友》一文里
说：“我与方友的母亲同庚，我可以算
是他的长辈。”所以内心对先生的亲近
与尊重是由衷的。先生在新近出版的
《半凋零》序言中写道：“《女儿的
2011》，放在下辑的末篇，女儿也是朋
友。”按先生的理念，我这晚辈，长久之
后也应该算是忘年交的朋友。

第一次见先生，使我难以忘怀的
是他的歌声：“多么辉煌那灿烂的阳
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
1987年9月间，我来参加《奔流》举办
的“文学新人座谈会”，这是我有生第
一次从颍河镇走出来参加的文学活
动。会上，小说家张一弓和评论家孙
荪、王鸿生授课，也是这一次，我见到
了传说中的南丁先生。座谈会开幕的
当天中午，时任河南省文联主席的先
生陪同《小说选刊》原主编葛洛先生，
在当时文联招待所的饭厅与文学青年
会面，席间，张一弓和葛洛分别即兴演
唱了《单程车票》和《兄妹开荒》，南丁
先生即兴演唱了意大利民歌《我的太
阳》：“啊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
……”从胸腔里涌出具有金属质感并
含几分沙哑的男中音，音色宽厚带有
自然的美感，就像从颍河，不，是从流
经蚌埠的淮河里生出的混合了船工号
子的风声。

先生给我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他
的手札与著作的手稿。1991年底，我
从任教十一年的故乡小学调到周口地
区文联编辑《颍水》杂志，年初，就“孙

方友作品小辑”请南丁先生写篇印象
记。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先生在1992
年１月5日、3月9日、3月18日关于
《晕说孙方友》一文的书信，这三封信
都是用蓝色墨水写在印有“河南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红色抬头的空白稿
纸上，书信每页十行左右，字体狂飙而
倔强，但也有一个特点，不好辨认。抄
写一遍《晕说孙方友》，我用去了整整
一天的时间，其中多处还是请大哥辨
认后才确定下来。后来，我在2006年
出版的《南丁文集》的小说卷中，再次
见到先生的手迹，那手迹写在八开大
的稿纸反面，密密麻麻，仿佛开赴战场
行进中的马队。再后来，我在不同的
场合见过南丁先生挥毫，那骏马一样
奔驰的书法作品就是他手札的再现，
随心所欲，过目难忘，“南丁体”自成一
家，不可模仿。

在和先生的交往中，我尤其景仰
他清澈的精神品格。2009年4月初，
我搬迁新居，在家设席宴请南丁和田
中禾两位先生，正为创作长篇历史小
说《乐神葛天》在长葛收集资料的大哥
中断采访，特意赶回郑州作陪。席间，
酒过三巡，先生给我们讲述了李凖先
生的一则陈年轶事：某年，李凖赴江南
某地参加一个影视会议，因为当时他
还不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所以会上并
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大作家而在主席台
上安排座位。李凖回来后同南丁先生
讲起时仍愤愤不平。先生淡淡一笑
说：“坐哪儿不是坐？不就一个副主席
吗，能有你李凖大？”言毕，先生端起酒
杯用温和的目光看着我们逐次一一碰
杯，然后说：“作品才是一个作家立身
之本！”言毕，扬手一饮而尽。那风采，
大家风范。

作为一名作家，南丁先生自然是

以著作立身。先生1950年开始发表
作品，至今85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
先生晚年的随笔与散文写得尤其好，
叙事语言诙谐朴实、文雅流畅，笔下人
物个个真实感人，文人轶事件件写得
情趣横生，哪怕是一篇千字文，也结构
严谨气韵贯通，特别是《南丁文集》出
版之后近十年的新作，我是每见必读，
常常读着读着会拍案叫绝，“这老头
儿，真乃文曲星”。作家出版社2015
年11月出版的散文集《半凋零》里，收
入了先生的20余篇新作，加上从《南丁
文集》中精选出来的40多篇散文与随
笔，应该说，这部书为我们呈现了先生
著作里语言文字最为精美的部分。
2012年9月，《南丁小说选》出版，这是
作家出版社共和国作家文库的一种，
书中所收26篇中、短篇小说体现了先
生小说创作的总体水平。《南丁小说
选》中有10篇写于20世纪的1953年
底到1957年的三月间，3篇写于1963
年到 1964 年，13 篇写于 1978 年到
1983年春天之间，这样细算起来，先生
写小说的时间断断续续不到十二年。
南丁的小说创作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的
命运，挖掘与揭露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展现人生的悲欢离合，通过时代的风
云变革所呈现的历史深度，构成他作
品的主题。

读南丁的文章,我常常会由衷地
心生敬意，这敬意，自然来自先生的人
格魅力。2013年7月26日,我大哥去
世后，河南省作协、河南省文学院以及
相关机构在8月9日为大哥召开追思
会，先生冒着酷暑赶来，我在省文学院
大厅里握住先生的手时，泪水不由得
盈满了眼眶。先生在会上说：“方友堪
称当代伟大的小说家，我们不要一说
伟大就是历史上，不是这样的，就在我

们的身边。方友洋洋八卷的《陈州笔
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了一
个世纪上百年的人物。方友的新笔记
体小说要传世，要与颍河共存。”话语
诚恳，让人感动。接下来在2014年7
月26日、2015年3月28日召开的周年
纪念会与《陈州笔记》研讨会上，南丁
先生每次都参加，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了他的菩萨心肠。仔细掂量，八十多
岁高龄的老人一次次来参加一个晚辈
的纪念与研讨活动，那不是一般的胸
襟。

在与南丁的交往里，我享受到了
先生给予我的亲切与随和。1999年
10月下旬，我随先生参加中国作协赴
四川安县采风团暨“沙丁文学创作基
地”挂牌活动，记得一天晚上,先生同
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看足球，看到精
彩时,他激动地和我们一起呐喊，人突
然间变得像个顽童，很可爱。那次在
西行的火车上，先生还给我这个后生
讲了一个高雅的黄段子，一个女教员
在乡下扫盲时,教一群妇女学习“一天
就是一日”的故事后来被我写进了长
篇小说《欲望与恐惧》里。当然，先生
的随和并不是说没有原则。1997年冬
天，为写一部关于红旗渠的电影，我随
先生到林州，记不得因为何故，先生在
电话里对当时省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
直抒胸臆，毫不客气。有关原则问题，
无论面对的是谁，南丁都会体现出知
识分子的本性来。真是文如其人。为
人，先生是真诚的。为文，先生是真实
的，艺术的真实。真实与真诚，是人世
间最大的智慧，这构成了人生的一种
精神境界。应该说，南丁先生深得真
谛。

（墨白，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
《梦游症患者》等小说几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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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设计施工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清化粪池88880256疏通钻孔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外墙清洗家政地毯63291328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居家易家政55555561

招商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信用项目招商15038015253
●广通快递招商15981980589

西凤金凤凰酒
诚招市、县代理商、团购商

4000161519/15038093009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转让
●盈利超市转让15713870697
美容院美发店15713870691
●转位佳文具店13513898761

●转盈利便利店13837196891
●工人路新装修时尚宾馆

转让或承包 18638110005
●商混站转或租13526708166

电脑维修

●电脑办公设备快修63599585

让饭店酒吧

●商场市场饭店15003829996
●低租金饭店转让18537195388
●东区800㎡饭店13283716789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转让商铺门面

●转让！成熟商业区！足疗会所！

1280平方！13007506212李
●国基路470㎡、528㎡饭店

招租无转让费18739901188
●陇海路115平13939025856

寻人启事

●马喜云年龄60岁
身高158CM，身
穿红色小碎花棉

袄，深红色碎花

棉裤，深黑色布

鞋，有智力障碍，语言不能

正常沟通，于2015年12月26
日下午17时15分在香山路与

开元路附近走失，有知情者

联系一定重谢！电话：0371
-65593075 1301551666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1、22版

出租仓库厂院

●郑上路30亩休闲农庄及一
千㎡厂房出租15515521555
●港区60亩厂院18790298366

●转让或出租工业用地厂房
手续全13939062007杜先生
●白沙镇现有厂房和库房出租
10000平米（国有土地，证件
齐全）13203871190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69098

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丰产路门面出租18638736999

●郑州黄河北岸涂料厂房及土
地出租或转让13526538080
●黄河路经八路北50米路西
经八路农贸市场三四五楼4000
平招租(可分割)13526834307
●桐柏路颖河路口临街7楼
1000㎡18037679001

房地产

39亩空地租售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附近有

空地39亩，有国有土地证，水
电、路通，区位极佳，出租出

售合作均可。刘：18039966601
海南温泉房

醉氧之都海南白沙，山湖泉共

享，温泉入户，3980元/㎡起，
70年产权，毗邻高速高铁，
400-157-0809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78 13513805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