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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到哪里，莫忘根在何方
□张泽群

陆
什么是宇宙？四方上下为之
宇，古往今来为之宙。同学们，站
在这里，眺望一下我们的四方：往
西看，行车一个小时我们就能到
嵩山，地球有 50 亿年的历史，23
亿年前，嵩山开始崛起，两亿年前
就已经冒出了海面，那时候世界
上很多地方还都在水里。我们再
往南看，也是行车不到一个小时
就到了新郑，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中华民族的代表都会回到这里，
敬拜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这是
五千年的文化。我们再往北，高
铁一个小时就能到安阳，三千年
前那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我们再往东，一个

小时到开封，如果再往东一个小
时的话，我们就能到老子、庄子的
故乡，对不对？据说孔子的爷爷
是 从 商 丘 走 的 ，也 是 咱 河 南 老
乡。我们周围的四方，是如此的
形态，我为我们灿烂的文明和悠
久的历史骄傲。
再说古往今来，我们河南出
的圣人有多少，你们的历史老师
语文老师会比我说得更清楚。一
直到今天，我们中原大地，这片富
饶的土地、文化的土壤，依然在滋
养着我们文化的传承者，
今天请我
的姐姐张秋萍院长来，
是因为她曾
经带我去见过一个人，
一个默默无
闻的百姓，学历不高，郑州师范毕

（下）
业，他叫张云鹏，去世的时候是河
南获嘉县退休的文化馆馆员，
就生
活在农村。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在没有人跟他交谈的时候，他
在和宇宙对话。他把我们民族文
化源头的《河图洛书》给图形化、
模
型化，形象地讲述着文明的奥秘，
把文化的根本阐释出来。我的老
师冯骥才先生曾经讲过，
中国人非
常智慧，
两个字就把我们文化的根
本概括了。哪两个字呢？就是阴
阳。
《河图洛书》告诉我们阴阳文化
的根本，
后来人们把它认为是二进
制的起源。张云鹏，
就是默默地研
究着这些，发现着这些，也在传承
守护着我们的文化，他非常伟大。

柒
古往今来，四方上下，我们能
不为之骄傲、自豪？再想想丁龙，
想想容闳，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低
头刷屏的时候，
不想想你们所承担
的责任吗？难道只会呵呵各种表
情，
或者是在括号当中写一些自己
想说的话，
括号之外是告诉领导和
家长的话吗？亲爱的朋友们，
我在
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
也在上各种
这样的课，接受各种这样的教育。
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听过非常振奋
但是不容易理解，叫“为中华崛起
而读书”，听说过吗？这句话是谁
说的呢？周恩来，大家都记得，他
是新中国的总理，
用一个你们现在
爱说的词儿，也是中国的颜值担
当。接下来还想讲一个故事，
也堪
称是当时中国的颜值担当，
而且他
比你们更骄傲的是，
他是当时全国
的状元，
他叫文天祥。
应该是 1236 年，文天祥出生
在江西，20 岁的时候得了状元，
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
是南宋。宋
朝曾经非常伟大，
但是那时已经没
落了。中国有四大发明，除了造
纸，是汉，其他三项，都在宋代，有
火药，有活字印刷，还有指南针。

宋代创造了很多至今让我们觉得
非常灿烂的文化，
包括我们现在的
24 小时送餐，
在《清明上河图》里就
能看到了，但是它没落了。文天
祥，
一个文人，
一个全国的状元，
在
这个时候不得不主动向皇上报名，
要勤王效力领兵抗元。从 1206 年
到 1271 年不断发展壮大，元朝在
这个时候开始向南宋进军了，
用了
短短的五年，到 1276 年，南宋溃
败。这个过程中，
文天祥已经被抓
过一次，逃跑，又被抓一次，又逃
跑。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皇室，
一部分被掠到了大都，另一部分，
在一个叫张世杰的护佑下，
从杭州
跑到了温州，又从温州跑到了福
州，
又从福州跑到了海上。随着南
宋皇室流亡的，有二十万之众，他
们乘的是船，从福建一路往南漂，
漂到了广东，漂到了雷州半岛，最
后实在漂不动了，
在广东珠江口的
崖山决一死战。大家听说过一句
话吗？崖山之后无汉。因为这个
地方，
是汉民族统领的王朝第一次
全面覆没的地方。那天是 1279 年
的农历二月初六。那一天，
元军和
宋朝的残部，整整打了一天，两方

的主将都姓张，
元军的主将叫张弘
范，
而宋军的主将就是刚刚我说的
张世杰。这两个人，奇了怪了，同
乡同门同族，按辈分来讲是一辈，
张世杰是张弘范父亲张柔的门
徒。就是这两个姓张的河北人，
在
珠江口打了一仗，
那一仗打得昏天
黑地，
最后宋军全军覆没。有一个
文臣叫陆秀夫，背着仅有 9 岁的皇
帝，投海自尽，而随着皇上一起殉
国的，有十万之众，因为第二天海
面上浮起的尸体，
据说有十万。那
一天，宋朝灭亡了。从此，崖山之
后无汉。是这样吗？不是。一个
王朝的灭绝，一个政权的灭亡，仅
是暂时的，
接着是更大的民族的融
合、文化的交流，元杂剧就成为中
国文化一个时代的符号，
而且马背
上的民族到这里来，
也学会了写汉
字，也说了汉话，甚至在服饰上有
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告诉大家，
我
刚才提到的丁龙，就是蒙古族，那
么蒙古族是怎么从马背上来到了
广东呢？也许是当年元军留下的
后代吧。而曾经的融合和交流是
以生命和血为代价的。

捌
秀夫跳海死了，但是文天祥连死
屋，
有一个小院，
叫文丞相祠，
就是
的权利都没有，就在不远的船上， 当年拘押文天祥的地方，
你们读过
文天祥目睹了崖山之战，因为他 《正气歌》吧？前边有一个小序，
是被元军押送着去劝说张世杰等
就是讲这个季节，在那个地方，
人投降的。大家都知道有一首
雨水漫到床沿，屋里蚊虫滋扰，
诗，叫《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
暑气蒸得他难以入睡。就是在这
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
个小院儿，他写了《正气歌》：天地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
有正气。
他在过珠江口去崖山路上的感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从哪出
叹，但是比崖山之战更惨的是，他
发，我们从天地之中出发，但无论
你们的身份如何变化，无论你们
没有死的权利。从那里，文天祥
又被押到了北京（大都），从 1279
的容貌如何变化，无论走到哪里，
年 ，一 直 到 1283 年 ，又 是 将 近 4
永远告诉自己：
“俺是河南人！”
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临安被俘
2002 年，我曾经参加过北京
虏的南宋皇帝，去劝他投降，说： 育英学校的成人典礼，这是我第
我都降了，你有啥不能的。宋朝
一次看到成人典礼。在那个成人
的皇后去劝他投降。更重要的还
典礼上我做了一个演讲，那个演
有一个人——忽必烈去劝他，
你投
讲现在在网上还能搜到，叫《向青
降吧，我就看中你这个人了，如此
春致敬》。今天，感谢王中立校长
的忠臣，我封你为宰相。所以至
让我来到郑州外国语学校。同时
今，
在北京东城府学胡同有一个小
借这个机会，
再次向青春致敬！

（张泽群，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本文是张泽群在郑州外国语学校中美精英大学体验营开幕式上的演讲。
）

□赵长春(河南新乡)
故乡有另一种确定时间的方法——以生活
中的重要节点为算。烧汤，就是做晚饭。喝汤，
就是吃晚饭。汤，是晚饭的另一种说法。有一
种花，
在做晚饭的时候开，
就被叫做
“烧汤花”。
烧汤花，不只在做晚饭时开，要开一个晚
上，开到凌晨，开到日头露红，就是太阳升上来
的时候，
就又闭合了，
或者凋落，
一地细碎的红。
烧汤花的颜色以红为主。粉红，暗红，浅
红。也有白的，黄的，淡紫的。形如喇叭，五棱
六瓣，花蕊也多为五六柱，花粉红或黄。未开的
烧汤花，花茎细长，花骨朵饱满，似乎在昂然探
询着什么。天近黄昏，鸡啼牛哞，一院子的微
光，就有烧汤花的香气弥漫开来。正在说话的
女主人一回头，
“ 哟！该烧汤了”。她回头的地
方是院子角落、墙根下，那里有一蓬烧汤花，正
一朵朵地开。哗，都开了！每家好像都掐准了
这个点儿，不一会儿，炊烟袅袅，把烧汤花的香
气送得更高。
烧汤花皮实，没有人特别去种。当年开花
的地方，来年就有这种花长出来。叶子墨绿，枝
茎如竹，一节一节的，长到了这夏末秋初，枝茎
的腋窝处就有一簇簇花骨朵打出苞苞来，某个
傍晚，说开就开，不经意间，夏天过去了，秋天就
来了。它就在秋天开，承接着菊花，补了这无花
的档期。低调，不争宠。
烧汤花就是这种样的花。低调得只在晚间
开，在别的花都攒劲儿等着白日被欣赏的时候，
它悄悄地开着，唯一表现自己的是吐出淡淡的
香。它还有个低调的表现，就在不被人注意的
角落，弥补着其他的花草不愿去的地方。还有
它的香，不刻意，安眠着人，和星光下的一切。
喜欢在秋日的晚上多读会儿、多写会儿，因为
不热了，因这烧汤花。夜半，累了，去看，正妍，
正香。
烧汤花的种子如黄豆大小，黑色表皮，内核
为暗白色。表皮有棱，纹理如皱，依此，这花还
有个名字，地雷花。我们玩过这小小的地雷：剖
开，暗白的果核一捏如粉，也有淡淡的香气，可
以涂抹在脸上、额头、脖子上，蚊子不咬。写完
作业，在这花香里，我们将这去了皱皮的白色小
果子按碎在一张白纸上，互相涂抹着。女孩子
还可以抹在衣领、裙角，一副陶醉的样子。其
中，红的样子最好看。她说，这是官粉，以前的
小姐们就用这个。也是，香香的，滑滑的，油油
的，红看上去就更好看了。一晃，这场景就几十
年了！
傍晚下了一阵急雨，去楼下看看烧汤花。
呵，依然在开，一身的雨珠，水灵灵的！为我的
到来，这株烧汤花仿佛摇了摇身子，一阵香气就
来了，花开无声却有情，好像在提醒我，回家烧
汤吧。
这个时候，在故乡，母亲开始烧汤了吧：是
香 喷 喷 的 南 瓜 玉 米 粥 ，还 是放了香芹的汤面
条？
我仿佛看
见了炊烟袅
袅 ，在 烧 汤
花的香气里
缥缈……

插图 李庆琦

接下来，探讨一下你们的未
来。现在你们已经开始接受崭新
的文化，接受一种新的教育，都是
十七八岁、十六七岁，你们都是 00
后，都才上高一高二，十六七岁开
始接触这些东西太宝贵了。要想
好，你们是谁，你们将来又要为了
谁，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不仅是要
走出河南，甚至要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也许要回来，也许不回来，
因为有的人是世界的，也可能会
举手宣誓去效忠别的国家，这都
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无论走
到哪里，不要忘了你们的根在哪
里。大概就在十天之前，我也在
郑州做了一个讲座，题目就叫《根
在中原》，有根才有可能枝繁叶
茂，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根呢？精
神，
文化，
信仰，都是我们的根。
刚才崖山的故事讲完了，但
是文天祥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陆

烧汤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