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5日的南阳寒风凛冽，位于南阳卧龙区白河畔的一户简陋小院里，树木的叶子凋零殆尽，房屋前的藤椅在角落里显得孤单，似乎在等
待主人凌解放回家。

二月河是国内外响当当的作家，但家人最熟悉的名字是凌解放。
平时到了午后，二月河喜欢到院子里，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只是，这一次，主人要失约了。

当天上午，二月河逝世的消息突然传出，举国震惊。当互联网上人们纷纷
转发、撰文表达惋惜时，有友人给陪伴在二月河身边的家人打电话

询问，家人转达先生的心愿说：“不想要打扰太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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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二月河去
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文坛
一片悲痛，在人们看来，二
月河不但是中原作家群、南
阳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他的
文学追求和文学成就更值
得全国所有作家学习，二月
河的去世是河南乃至中国
文坛的重大损失。

12月15日晚，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莫言得知二月
河先生去世后，给河南省文
联主席、省作协主席邵丽发
来信息：“惊闻二月河先生
仙逝，不胜惋悼。”还特意为
二月河题字，亲手写了一副
挽联，希望借此“送先生远
行”。由于二月河的本名叫
凌解放，所以挽联的上联为

“二月河开凌解放”，而莫言
对的下联为“一剪梅落玉簟
秋”。下联为何这样对？莫
言还特意做了解释：因为上
联是“二月河”对“凌解放”，
且都是指二月河本人，而一
剪梅和玉簟秋都是词牌名，
而且是同一个词牌名的两种
叫法。12月16日，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从邵丽处获
悉，莫言一大早再次发来信
息称：“昨日为悼念二月河先
生对一下联，意境较谐，但对
仗不工，今日再对一联。”莫
言的这副挽联为“二月河开
凌解放，一络索牵玉连环。”
（注：一络索，词牌名，又名玉
连环）上下联含义连贯，意境
相同，含义隽永，足见莫言的
认真态度以及对二月河去世
的痛惜之情。

邵丽表示：“得知二月

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十分
震惊和悲痛，真的难以接
受，第一时间跟他夫人和女
儿取得联系，并表达了问
候。”邵丽说，二月河是河南
文学界的一面旗帜，为人为
文堪称楷模。他是至情至
性之人，真实、坦荡、洒脱、
率真。他长期生活在南阳，
一直扎根在人民中间，勤勉
耕耘，其以“帝王”三部曲享
誉文坛，五百万字的巨著闪
耀着思想与艺术的光芒，代
表了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
高度和成就，为海内外读者
所熟知。但历史小说创作
的巨大成就没有让先生文
学探索的脚步停止，近年
来，还创作了大量随笔散
文，出版了多部作品集，他
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
弘表示，作为河南作家、南
阳作家的旗帜性人物，二月
河的去世对河南文学、中国
文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
失，回想与二月河的交往，
何弘回忆，跟他接触比较
多，2017年，何弘出了一本
反映南水北调的书《命脉》，
当时在南阳举办读者恳谈
会，二月河也去了，还在会
上做了发言。何弘说：“当
他写完《乾隆皇帝》后，身体
就一直不太好，虽然身体不
允许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活
动，但他一直积极地扶持推
荐年轻作者，还给很多年轻
作者的书写过序。”说起二
月河对河南文学的影响，何
弘说，他的创作起到了引领

示范效应，河南很多创作历
史题材小说的作者，都是受
他的启发和影响，“河南能
成为历史题材文学重镇，和
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谈到二月河，作家李佩
甫说：“他很刻苦、低调，是
我们这一代作家中的‘老大
哥’，一直在起表率作用。”

作家田中禾听到二月
河去世的消息感到无限惋
惜，他对二月河印象深刻的
是“非常努力、非常认真”。

“他写了很多作品，却很少
介入省会的文学界，一直待
在南阳相对封闭的环境。
他的历史作品在河南是独
树一帜的，当其他作家都写
农村题材、改革开放题材
时，他却选择了写历史题
材，他是河南历史小说的一
面旗帜。”田中禾说。

河南籍作家周大新和
二月河有几十年的老交情，
周大新说，我原来在济南军
区工作时，家安在南阳，后
来到北京工作以后，我还是
常回南阳，回去我们都一块
聚聚，玩得非常开心。“他的
主要精力用在了清朝历史
的研究和历史题材的小说
创作中，他花费一二十年写
出了520万字的‘落霞三部
曲’十三卷，这种锲而不舍
的精神很令我感动。”谈及
二月河的创作，周大新很是
佩服，他的历史题材小说写
得很棒，让我们回眸历史的
时候，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人
物形象，他对中国历史文学
小说有很大贡献。

二
月
河

●我拍的第二部长篇电视剧作品《雍正王朝》就是出自他的长篇小说《雍正皇
帝》……但是播出后，二月河先生对我们的作品评分不高，因为我们作了非常戏剧化的
改编。他老人家接受不了……我还没来得及听他诉说，不想老人家就急急地走
了！——胡玫（导演）

●纪念二月河，这些年他一直呼吁给图书出版减税，给作家减税、免税，有见识，有担
当，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难得知行合一，是有境界之人，能者不忧，知者不惑，作家不易，
劳力劳心，各自珍重吧！——汪海林（编剧）

●二月河的去世，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大损失。但他留给了我们宝贵的文学力作和
丰湛的精神遗产，这些都会流传下去，他
也因而继续活着，活在人们持续不断地阅
读中。——白烨（评论家）

●“帝王”三部曲行云流水，气势恢
宏，尤见天赋异禀。先生为大众普及清史
功不可没。——马未都（收藏家）

二月河开凌解放
一络索牵玉连环

莫言两天两度书写挽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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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儿子
“二月河开凌解放”成绝唱

“前些年，老先生还经常出
来，这一两年不怎么见了。”二月
河家门口报亭的售货员王胜霞，
得知二月河逝世，这让她惋惜不
已，“没想到病重了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能去看看。”

过去每天早上7点多，她常能
看到二月河穿着破了洞的白背
心，骑着破自行车往白河边上走，

“如果不知道他是二月河，大家肯
定会以为这是一位老农民”。

就是这样一位“老农民”，在
南阳躬耕了半个多世纪，著就了
煌煌 500 多万字的“帝王系列”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
帝》三部作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
作家，被海内外读者熟知。

12月15日，听闻二月河逝世
的消息，社会各界群众从四面八
方赶到南阳市殡仪馆，帮忙布置
灵堂，见先生最后一面。

“沉痛悼念凌解放同志”的黑
色横幅庄严肃穆，“寿终德望在，
身去音容存”的挽联分挂在灵堂
两侧，悼念的花圈摆满门外。前
来悼念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从
浙江、湖北等远道而来的读者。

“对家人来说，都不忍心老人
走，但过去几次在医院里的抢救，
姑父经受了太多痛苦，每次都让
家人很心疼，这一次没有经历太
多痛苦，就让老人安安静静地走
吧。”12月16日，二月河的侄女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说，姑父
二月河在北京住院时，就不希望
让太多人知道。

侄女说，今年4月，姑父去北
京住院，是走着上的救护车。一
家人本以为只是去短暂治疗，很
快就能回来。没想到，就此一别，
再无归期。

如今，二月河先生安静地躺
在这片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南
阳，遗像上的他面容亲切。

二月河特指黄河，他从小在
太阳渡旁边生活，常说“我是黄河
的儿子，我爱这条黄河”。在他的
记忆中，二月的黄河，冰凌解冻，
河水奔流直下，非常壮观。1986
年《康熙大帝》要出版，因为写的
是古代题材，凌解放这个名字显
得不太协调，所以取了二月河这
个笔名。

二月河1945年出生于山西
昔阳，3岁时，一家人随解放军过
黄河南下，几经辗转，先到洛阳，
最后落脚南阳。初到南阳的二月
河13岁，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

“穷”，但喜欢到武侯祠、张衡墓、
张仲景的医圣祠走走，逐渐喜欢
上这座文化厚重而又舒适亲切的
豫南小城。

小院生活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最近20多年，二月河居住在
白河边一处幽静的

小院里，和平常南阳人并无两
样。他还曾自己在院子里养了几
只鸡，为此还到大街上捡拾人们
买菜丢下的青菜叶子。

从小院到白河岸边，二月河
要走过300米的同乐巷，这里市
井味道浓郁，菜摊、火烧铺经常能
看到二月河的身影，巷子的尽头
便是白河。

二月河经常光顾杨玉平的菜
摊，“老先生喜欢新鲜的青菜，有
时到白河边散散步回来会到这里
顺便买点面条，没有一点架子”。
有一次，杨玉平还打趣道：“您老
还亲自买菜啊！”二月河听后哈哈
一笑：“我喜欢做菜。”

这一点，著名的南阳籍作家
周大新有深切的体会。他称二月
河为“老大哥”，回南阳老家时，周
大新常会和二月河聚聚，“他特别
会做菜，有一次到我南阳家里做
客，还给我讲一些饮食知识，告诉
我怎么把菜做好”。

对二月河的侄女来说，记忆
中的这个小院，时常充满欢声笑
语。

“姑父像小孩一样，特别馋
嘴，爱吃零食，尤其是糖葫芦，经
常哄着我让带糖葫芦。”不过考虑
到姑父血糖高，她每次只让吃一
颗。在侄女的印象里，姑父一生
勤俭，日常的吃穿用从不挑剔，衣
裳买啥就穿啥，剩菜剩饭从来不
舍得倒掉，下顿热热继续吃。

因为是熟悉的家人，侄女并
没有太多“肃然起敬”的感受，但
每次和姑父聊天，都会觉得“每一
句话都很有用”。

和其他长辈一样，二月河也
会问孩子们学习成绩如何，但即
使考不好也从不批评，而是鼓励，
还会拿自己大器晚成的创作经历
作为例子说：“没事，是金子总会
发光的。”

平日里闲聊的话，侄女印象
最深的是姑父说的“三个天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没有
不散的筵席，天下乌鸦一般黑。
分别说的是，要勤奋，不能不劳而
获；世人总是要散的，终究会离开
这个世界；要有危机意识，凡事都
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面对挑战。

有时谈到自己的作品，二月
河会希望晚辈都看看他的书，有
一次开玩笑道：“人家都那么喜欢
我的书，反倒是咱们自家的孩子
不怎么热衷我。”孩子们说：“因为
咱们比较近，全家人都看，只是没
有深入研究。”

大河报记者曾多次拜访过二
月河。家里十多平方米的书房坐
不了太多人，面对客人来访，二月
河总是热心沏茶，先倾听，发现感
兴趣的话题后会兴致勃勃。书房
书架上，历史、红学类的书籍居多。

不过，在最后的一年多时间
里，二月河出现在小院里的时间
并不多，由于病情一直不稳定，他
多在北京的病床上。

4月下旬，老友苏定堃曾去医

院看望二月河，“先生很激动，强
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放心吧，
没事，过段时间我就回去了’。先
生状态不错，很有信心”。谁也没
想到，后来病情恶化，当他再去医
院探望时，“先生已经说不出话
来”。

如今的小院红墙斑驳，庭院
内的植物长久缺人打理，有些荒
芜，大门上的“福”字的一角脱
落。小院里的那把藤椅，再也没
有等到主人。

二月河逝世当晚，侄女回家对
3岁的孩子说：“你姑爷爷不在了。”

孩子问：“爷爷是不是以后就
说不了话了？”

她点了点头。

艰苦创作
“几部巨著拖累了他的身体”

在南阳作家圈里，大家都知
道二月河身体不太好。

这次前来悼念的许多人对大
河报记者说：“先生的写作非常苦，
那几部巨著拖累了他的身体。”

21岁高中毕业，40岁开始创
作，高中同学顾清河见证了二月
河的文学之路。

十年参军生涯，身为工程兵，
白天要钻山洞、挖煤窑，夜深之
时，当劳累了一天的战友们鼾声
此起彼伏，二月河却偷偷地在被
窝里用手电筒看小说。一本线装
《聊斋志异》，他不仅看得熟透，还
费心劳神手抄了一本。

解甲转业，二月河回到南阳
市委（今卧龙区委）宣传部工作，
最初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从研究
《红楼梦》开始的。

1980年，二月河将一篇得意
之作《史湘云是“禄蠹”吗？》寄到
有关刊物，但杳无音信。他不服
气，给红学家冯其庸写了一封信。

被二月河称为“伯乐”的冯老
看到文章后，称赞他“想象丰富，
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并鼓
励他去写小说。从此，二月河踏
上了长途漫漫的创作之路。

遵循历史小说“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和“不求真有，但求会有”
的 原 则 ，

二月河投入到康雍乾“落霞三部
曲”的创作。

顾清河回忆：“他写作时非常
苦，我经常到他家里去，见他夏天
在闷热的房间里，没钱买空调电
扇，他把脚伸进水桶里坚持写
作。天天熬通宵，写作困了，就拿
烟头烫手腕。”

那些日子，二月河晚上10点
开始写作，写到凌晨3点睡觉。早
晨7点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点
煤炉子煮粥，然后骑自行车买个
烧饼吃，到单位上班。晚饭后睡
两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
写作。他曾说：“一天三睡三起，
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

邻居们经常看到，有时候凌
晨两三点了，对面二月河的书房
里的灯光还亮着。

写完《康熙大帝》时，二月河
过度疲劳，头发大块大块地脱
落。就这样，他以1年1卷40多
万字的速度投入创作，硬是将中
国的历史晚霞画卷，活色生香呈
现在了世人面前。

谈到老同学，顾清河还说了
一个细节：“他的文章写得有目共
睹，但字写得却不咋样。《康熙大
帝》当时要出版，编辑不认识他的
字，不得不找人专门抄了一遍。”
二月河也常自嘲自己的字是“狗
爬叉”。

近年来，虽然身体不允许写
大部头著作，但二月河始终笔耕
不辍，连着出了三部散文集。

大爱无言
多项捐助逝后才被人知

虽然久负盛名，但对于二月河
的同学来说，回响在脑海更多的不
是他的文学才华，而是他的好。

12月15日傍晚，二月河的几
位高中同学赶来悼念，白发苍苍
的老先生们见到二月河的遗容，
不住悲泣。

“我非常沉痛，我们俩是最亲
的人。”刁书林与二月河同窗5年，
他悲痛地回忆，“在我上中学时，
二月河就像大哥一样照顾我。我
当时家里非常穷，吃不起饭，有一
次他发现我几个晚上没吃饭，专
门找到我，拿出存折，把上面仅有
的5块钱取出来让我买饭票，隔三
差五带着我去街上吃馄饨，那是
19岁的我吃过最好的饭。”说到这
里，刁书林失声痛哭起来。

二月河病逝的噩耗传来，正
在外地出差的南阳市实施希望工
程办公室主任王涛心情十分悲
痛，他向大河报记者透露了一个
秘密：10年间，二月河为南阳希望
工程捐款达40多万元。

10年前的一天，有位企业家
来捐款，但捐款人却要求写上二
月河的名字。当时王涛很纳闷，
经过询问才得知，捐款人购买了

“帝王系列”书籍，请二月河签名，
先生有承诺，凡是签字超过三套，
必须去希望工程捐款。后来慕名
而来求字画的，二月河也都让他
们先到希望工程办理捐款手续。

“10年间，以二月河的名义来
捐款的人持续不断，最大的一笔
有20万元。”王涛记得这笔款救助
了70名贫困大学生。

不少被救助的贫困大学生收
到捐款之后，给二月河写来感谢
信。二月河看到学生的来信十分
欣慰，但反复交代，不许宣传报
道。

此外，来自南阳当地消息称，
二月河先后为希望工程、下岗职
工、贫困家庭、新农村建设、文化
活动等捐款200万元。郑州大学
文学院也透露，二月河生前曾捐
出自己在郑大的全部工资，设立

“二月河奖学金”。
“我干不了别的，借我的一点

名气为文学上的事情助助威鼓鼓
劲。”这是去年底，南阳市作协副
秘书长水兵看望从北京出院回南
阳的二月河时，先生说的话。

二月河常年居住在南阳，南
阳青年作家多受到先生的教诲和
帮助。即使在身体抱恙后，二月
河先生依然关注、支持着南阳的
文学事业。

去年冬天，二月河从北京出
院后回南阳休养。临近春节，水
兵和几个老友去看望，和二月河
愉快地交谈了半个钟头。

临走时，有人提议为一个新
文化栏目题个词。“先生随手就拿
起了笔，但柔软的笔在他手里好
像有些不听使唤，几个字，先生的
笔尖几次点在一个点上，我们一
再说不写了。先生却说：你们干
那么多事，我干不了别的，借我的
一点名气为文学上的事情助助威
鼓鼓劲儿，总还可以吧。”

临别，水兵一行一再不要二
月河起身。二月河却说：“都快过
年了，你们这么忙来看我，耽误这
么多时间，怎能不送送呢？”水兵
回忆：“他执意要送我们，先生吃
力地扶着桌面，有些摇晃地站起
来，用有些颤抖的手和我们一一
握别。”

水兵说：“南阳作家群的活
动，只要身体允许，二月河都会参
加支持，对青年作家感召很大，是
南阳作家的榜样。他还通过文学
大讲堂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从
不讲报酬，对文学青年的推介和
鼓励，让大家都很感动。”

“二月河常说自己是‘半个河
南人’，他出生在山西，但是在河
南居住了半个多世纪。”李佩甫
说，二月河对河南文学事业发展
做出了很大贡献，许多河南的年
轻作家得到过他的帮助。

二月河开凌解放
一剪梅落玉簟秋
注：一剪梅，词牌
名，又名玉簟秋。

二月河开凌解放
一络索牵玉连环
注：一络索，词牌
名，又名玉连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郭启朝 文
记者 张琮 实习生 程海舟 摄影

笔下是帝王将相 心头是烟火人间

小院里那把藤椅，再也等不到二月河

各方悼念

二月河常年居住的小院

同乐巷里再也见不到二月河的身影

人们来到南阳市殡仪馆悼念先生

今年10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月河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