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10月 23日 星期四HENAN DAILY 1责任编辑 冻凤秋中原风中原风 1

□

宋
华
平

习
总
书
记
在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摘
录

凡人小像凡人小像
王钢微报告王钢微报告

16 年 了 ，就 像 钟 摆 一 样 准
时，星期六上午 9 点的欢乐之声
歌友会又开始了。碧沙岗公园中
间的那株大雪松下，仿佛又变成
了一座圣洁的音乐殿堂。

每当《石榴花》一样火红的新
疆民歌唱起来时，一位笑靥如花
的白发老人，总会踏着手鼓的节
奏，在歌友们中间婀娜起舞。她
叫周海伦，今年 78岁，心脏装了起
搏器，又刚放了支架。

歌声中，她好似牵着父亲的衣
袂，又回到了出生地乌鲁木齐。

她父亲周东郊（也名周春晖）
是一位老革命，1929 年担任中共
延边区委书记时，曾被捕入狱，出
版过《铁窗内外》。后来任《新疆
日报》编辑、阿尔泰报社社长，并
作为一位边政学家，出版《新疆十
年》等论著。当军阀盛世才 1942
年悍然逮捕陈潭秋、毛泽民、林基
路等共产党员时，他也被关进监
狱。在牢房里，他跟一位苏联军
官狱友学习俄语，还学唱了《喀秋
莎》、《山楂树》、《三套车》……

俄罗斯歌曲、新疆民歌，成了
周海伦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
所以 1997 年，已从郑州铁路东站
工会退休的她，与一群教师、高
工、干部来到碧沙岗公园，一位炮
校军官带头唱起的《山楂树》、《小
路》，一下子点亮了激情岁月的理
想之光。从此，在碧血黄沙的历
史公园里，她像一朵石榴花，传唱
着父亲的歌谣，绽放着父亲的血
色。

她所在的“欢乐之声”歌友
团，一切简陋到了极致：头顶树
荫，脚踩草地，每次都站着合唱两
小时；搭在绳上的歌谱，用毛笔抄
写在旧挂历背面或白光纸上，一
页页翻得已破损卷边儿；手风琴、
电子琴、小提琴、萨克斯、长笛也
是业余乐手自带凑集的。然而，
这个民间歌友团的起点之高，在
省城极为少见。他们以俄罗斯歌
曲、新疆民歌起家，保留曲目是外
国名歌和中国经典歌曲，用俄语
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
树》、《红莓花儿开》、《共青团员之
歌》、《田野静悄悄》，用英语唱《雪
绒花》，用日语唱《北国之春》，用
维吾尔语唱《最美的还是我们新
疆》，也唱《国际歌》、《走向复兴》、

《鸽子》、《红河谷》、《鸿雁》、《让我
们荡起双桨》，等等。最近练习
的，是难度相当高的电影《日瓦戈
医生》插曲《重逢有日》、《教父》插
曲《轻声细语》，还有《蓝色的探
戈》、《妈妈》、《爱情故事》……仅
仅这些歌名，就足以编织一顶沧
桑华美的花冠，戴在周海伦雪白
的鬓上。

大雪松下，纯粹是平民百姓
以歌会友，原则是不参加任何比
赛。流水席，过路客，不收会费，

不设 门 槛 ，站 在 前 排 后 排 都 可
以，随来随唱，想走就走；还有闻
歌而至的俄罗斯、美国游客，也
一起加入大合唱；一些都市情侣
也来了，以合唱为背景拍摄婚纱
照。如今的固定歌友共七八十
人 ，以 中 老 年 为 主 ，有 教 师 、高
工、律师、干部，也有下岗工人、
打工农民、城中村大嫂。伴奏乐
手 也 是 工 人 、军 人 、教 师 、工 程
师。

每周六的歌友会，雷打不动，
风雨无阻，下雨下雪就转移到附
近的亭子里，冰天雪地他们也跋
涉而来，轮到年关也照唱不误。
78 岁的原工程机械厂高工梅家
模，饱受直肠癌、前列腺癌的折
磨，但一指挥唱歌，瘦骨嶙峋的身
姿立刻变得坚劲有力；原运输公
司干部安铜山和原铁路幼儿园职
工张桂琴，用俄语风趣地对唱起
了《嫁人要像普京》；印染厂下岗
工人秦方元，用优美的口哨声吹
起了《啊，朋友再见》。最感人的，
是 80岁的原四院妇产科主任冯新
卉，老姊妹俩双双坐轮椅而来，已
经耳聋的她喃喃地不时唱上几
句，神情像一个满足的婴儿……

来自城市四面八方的人们，
被 歌 声 的 磁 场 紧 紧 凝 聚 了 16
年。在这里，大伙儿图的就是一
个快乐和谐，把中外名歌唱对、唱
熟、唱好，然后高高兴兴回家，开
开心心上班。

周海伦也从 62 岁唱到了 78
岁，在这期间，新歌友一批一批地
来了，老歌友一拨一拨地走了。
走了，坐着轮椅指挥合唱的原邮
电设计院高工老叶；走了，拉手风
琴的原工程机械厂高工老徐……
年年落叶飘零，但她知道，所有身
影都未走远，因为歌声还在这里。

采访那天，我却没能见到周海
伦老人的歌声和舞姿，眼前只是一
位平凡的老妇人。这个高温桑拿
天，她的衣衫都汗湿了，向我介绍
各位歌友骨干后，就忙着处理歌友
会的各种琐事。为了这一大家子，
她每年默默地自掏一千多元养老
金，用于寄存用具、复印歌页、给乐
队买矿泉水……57岁的歌友宋杰，
是一位公司副总，他动情地告诉
我：“周老师就像我们这个大家庭
的妈妈！”

这位妈妈，目光像看着一群孩
子，慈爱地说：“你看，他们唱歌还
带表情呢！”是啊，暑热中伫立的男
女老少，人人衣着俭朴，拎着日常
上街的布袋，手里的蒲扇、折扇或
报纸扑扇着，他们正在唱着雄浑的

《伏尔加船夫曲》，微微仰起的脸
上，呈现着同一种激昂而神圣的表
情，同声引吭高歌：“哎哟嗬，哎哟
嗬，哎哟嗬——”

妈妈沉醉地笑了，歌声中，石
榴花开。④6

石榴花一样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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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中国梦

投稿信箱：hnrbzyf@163.com

艺谭

作词 梁 芒
作曲 郝 云
演唱 黄 渤

80平米的小窝
还有个温柔的好老婆
孩子能顺利上大学
毕业就有好工作
每天上下班很畅通
没有早晚交通高峰
天天去户外做运动
看蔚蓝的天空

护照全世界落地签
巴黎 纽约 阿尔卑斯山
我逛商场我滑雪山
这样的日子好悠闲
人们的关系很友善
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
养老生病不差钱
有政府来买单
这就是 我的中国梦
它很小也很普通
我不求变成龙和凤
我只想活在幸福中
这就是 我的中国梦
它很简单也容易懂
踮起脚尖就能摸到
不是悬在半空中

生意都要讲诚信
作孽都会有报应
食品安全吃得放心
贷款十年就能还清
人民币很坚挺
老百姓腰板很硬
社会相对很公平
不管是明星还是工农兵
这就是 我的中国梦
它很小也很普通
我不求变成龙和凤
我只想活在幸福中

这就是 我的中国梦
它很简单也容易懂
踮起脚尖就能够到
不是悬在半空中
这就是 我的中国梦
它很小也很普通

我的要求它不算高
但也没想象的那么轻松
为了我的中国梦
我必须要有行动
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
幸福才能揽入怀中

我活得越快乐
我就越爱我的祖国
我们一起向前冲
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坐上高铁去北京
词曲 徐子淳
演唱 徐子崴 金美儿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我的心情多么激动
告别了好友和亲朋
带上父母的叮咛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一路都是美丽风景
我不由自主地伴着歌声
眺望我的锦绣前程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去圆我的中国梦
看看那雄伟的天安门
和永不倒的万里长城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实现我的青春梦
青春的北京多激情
像高铁正在复兴路前行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我的心情多么激动
告别了好友和亲朋
带上父母的叮咛
坐上高铁去北京
一路都是美丽风景
我不由自主地伴着歌声
眺望我的锦绣前程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去圆我的中国梦
看看那雄伟的天安门
和永不倒的万里长城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实现我的青春梦
青春的北京多激情
像高铁正在复兴路前行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去圆我的中国梦
看看那雄伟的天安门
和永不倒的万里长城
坐上那高铁去北京
实现我的青春梦
青春的北京多激情
像高铁正在复兴路前行
坐上高铁去北京北京④6

我的要求不算高

开栏的话

40多年前，邓州 10万

民工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

牺牲 140 多人、伤残 2800

多人建成了南水北调中线

渠首工程，并接收了6万多

库区移民，为南水北调做出

了历史性贡献。为讴歌“舍

小家为大家”的渠首精神，

我省举办了“南水北调邓州

情”全国诗词大赛和著名诗

人渠首采风活动，收获了一

大批优秀诗词作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

水在即，我们从中选取部

分佳作，开设专栏，向这一

伟大工程献礼，并以此纪

念那些为南水北调做出贡

献的人们。④6

比渠首闸更高的是人的气势

162米的高度，足可以让一条江鼓足勇气
做一次远行，足可以让江水像燕子凌空而下
足可以让焦渴的心充满更多的期待，让沿岸的禾苗
绿的心醉。162米又很低，比汤山和禹山都要低
甚至比那个叫水闸的古老村庄还要低
162米是一个只要团结一心就能打造出的高度
是一个只要拼尽全力就能到达的高度
渠首像一条巨龙高高昂起的头颅，搅动的巨浪
带动稻浪翻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一部历史的大戏锣鼓已经敲响，丹江水滚滚北去
带着南方的柔美和亲切，带着温情和祝福
千军万马沿峡谷排开，他们要搬动天河
与芦苇为伴，喝泥水吃干粮，让命运在石头上
擦出火星，有些人用肢体的残缺换来渠首的完整
有些人将自己化为禹山上的风声和汤山上的树影
162米是用生命垫起来的，是用豪情垫起来的
在这个高度就能望见日子的崭新，那么多条巨龙
喷珠吐玉飞流直下，他的身后是
紧跟上来的一个又一个别样的春天……

渠首，没有一块碑文

没有一块碑记录下他们的汗水和献血，没有记录下
床下长出的芦苇，号子悠长穿起白昼和夜晚
他们挥动大锤的身影成为渠首闸门的一部分
但每一块石头是温热的，带着邓州人的体温
每一座大坝都记得那些被山风呼喊过一万次的名字
每一个倒下的身躯都成为道路，通向竣工
这里的大小湖泊都是镜子，照得见邓州人的付出
每一座桥梁都拉起手，以起舞的姿态欢庆着胜利
汤山杏山大禹都是高耸的丰碑，他们用风刀霜剑
刻下激情似火，刻下万丈豪情，刻下奉献
那些喝到救命水的人们，也会在心上刻下对邓州的感念
他们会感知负伤的工友身上隐隐的疼痛

“丹江不北流，誓死不回头。”
一代人把精神传给下一代
一条江把奔流传给下一条江
历史本身就是一座碑
向北，向北，大江裹挟着无限的豪情

把家建在高处

将新家建在高处，建在梦境的顶端
丹江水滋润着希望，去往高处
让生活远离贫困和水涝远离荒芜
熟悉的景致留在记忆熟悉的面孔留在记忆
挥挥手让大江向北日子向上
把甘甜和温润向北方输送把大山的豪爽
远景的美好向北方输送，把父辈的嘱托一起
栽种在新田地，那些崭新漂亮的新居
多像邓州人崭新的胸怀，把家建在高处
建在抬头仰望的地方，图纸宏伟
规划详细，与另一群移民亲邻而居
让旧日子在身下奔腾而去，沿岸的幸福
桃子般甜蜜。高处有更加美好的景致
高处有更加新鲜的呼吸
门前一定有一条道路，屋后一定
芳草萋萋……④6

千里秦岭势巍峨，自莅杏山水渐多。
丹汉收来三省雨，平湖荡漾万层波。
历史车轮滚滚走，京津旱象时时有。
一朝饮用水无源，千载古都如何守。
高瞻远瞩毛泽东，巨手一挥惊苍穹。
南水北调方略定，穰原大地出英雄。
猎猎旌旗掩天末，十万健儿号激越。
爬坡神器兼飞车，上下穿梭不可遏。
风吹皮裂汗开花，身疲力竭步子斜。
肚内无食有何物？肝胆黄土浪淘沙。
山可拔兮虎可逐，此时无计身倒伏。
血溅魄散又谁辞，百四十人前后仆。
为利一死轻鸿毛，为国捐躯是英豪。
莫道国殇俱为战，和平年代更风骚。
风云含悲汉水咽，生离难舍况死别。
一抔黄土掩相思，魂化彩蝶绕渠野。
直上天堂玉皇前，诉山诉水诉时难。
玉皇听罢多伤感，回首幽幽作一叹。
群仙环列在碧落，口唱赞歌鸾凤和。
俄而盛宴摆满堂，大禹屈原皆在座。
宴后合封山水郎，管山管水管龙王。
风调雨顺邓州地，从此又兼鱼米乡。
四十年来人不忘，逝者形象高千丈。
新渠已成堪慰君，通水只在今早上。
锣鼓喧天映彩霞，一渠大爱送京华。
十三亿众梦圆日，何人倍忆弃小家？
我今奠尔一杯酒，英名事业俱不朽。
邀君携手众天仙，赏罢歌舞游渠首。
口吟一曲颂英魂，羽商宫角无暇论。
时人莫笑附风雅，渠首精神励后昆。④6

□翟营文

豪情万丈动天河（组诗） 渠首长歌
□陈 镇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
国作家莫迪亚诺。相信爱读书的中
国读者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去
年，我对诺贝尔文学奖作过一个统
计，注意到曾经的获奖大户美国，最
近 20 年没人获奖，甚至连一个进入
国际视野、纳入评选目标的作家也
没出现。这个曾经产生过刘易斯、
奥尼尔、赛珍珠、福克纳、海明威、斯
坦贝克、索尔·贝娄、艾·巴·辛格、布
罗茨基这一系列文学巨匠的国家，
为什么到托尼·莫瑞森之后就消失
了文学的辉煌？而法国作家却一直
保持着文学大国的影响力，优秀作
家层出不穷。这是为什么？

读一读新获奖的莫迪亚诺的作
品，也许我们能悟到其中的道理。
上世纪有 13 位、本世纪有两位法国
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这 15 位作家
共同的特点是以不断创新的艺术形
式寄托对人类社会、对人性自身深

重的忧患感，展现了知识分子对艺
术和人类的责任心。上世纪获奖的
10 位美国作家的作品具有同样的品
质。富于创造性，富于对现实世界
的审视，对人类历史的拷问。莫迪
亚诺几十年如一日地发掘着一个主
题——“以回忆的艺术唤醒了最难
以捉摸的人类命运”。法国作家在
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帮助他们战胜商
业化、娱乐化对纯艺术的冲击和诱
惑。20 年来的美国文学愈来愈向消
费市场靠拢，像斯蒂芬·金、保罗·奥
斯特这样的优秀作家醉心好莱坞式
的畅销，从形式到内容的大众化、快
餐化，使他们丧失了文学的精神力
量，使美国文学失去了世界影响力。

莫迪亚诺带给中国文学的启迪
值得深思。当下的中国作家处于价
值观转型的时代，商业化潮流冲击着
出版业，诱惑着写作者。当下的中国
读者也许更喜欢轻松，喜欢语言的狂

欢。然而，吃喝玩乐，今天多快活，消
解了思想，消解了历史，的确是一种
新的愚民现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这一点。优秀的作家从不把文学
当作游戏。沉重，忧患，是每个作家
必须肩负的十字架。他替人类忧思，
也是在救赎自己。博大的怜悯心，永
不过时的人道主义，对历史的不断反
思与发现，这是一个优秀作家应具备
的品质和能力。

莫迪亚诺讲述历史与记忆的方
法，为我们揭示了创作与生活的关
系。历史本身就是最感人的文学。
然而，能不能写出有意义的历史，有
艺术价值的历史，决定于自己能不
能以人性的立场、艺术的视角去发
现历史。文学不是复述生活，不是
复述历史。文学，不是历史事件和
故事的堆积，而是对历史的艺术再
造。当我们从记忆中让历史复活的
时候，靠的是发现的激情和重构的

想象力。当我们想要强调生活的重
要性时，经常爱说，因为曹雪芹亲身
经历了封建家庭的没落过程，所以
他才能写出《红楼梦》。然而，和曹
雪芹一样经历了官宦家族败落的人
何止万千？他们为什么写不出《红
楼梦》，成不了曹雪芹？可见，要写
出好的文学作品，还应该有一种比
生活更重要的东西。除了天赋、悟
性，恐怕就是艺术的感悟力和创造
力。

莫迪亚诺所写的历史故事本身
并不新鲜，他在形式上的创造把陈
旧的历史变得新鲜有趣。使历史和
现实战胜时间，战胜空间，让生活永
远充满新奇、充满思想，这就是文学
创作的魔力。

娱乐化消解思想，消解文化，在
轻松中必然消解掉文学性。文学决
不能小品化，文学不能只是消费、娱
乐，文学必须有一种精神。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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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为虎踞之地，穰郡乃物华
之城。夫丹江明珠，天祥宝色；中
原天府，瑞焕霞英。仙乡承眷于龙
脉，古邑沐新于繁荣。近依桐柏，
半壁云峰崇峻；险扼秦岭，层出秀
嶂峥嵘。梦枕伏牛之翠黛，衣牵汉
江之清晶。居处中原，兵争要地；
纵连南北，驿旅通程。文采飞扬，
名楼范公遗记；药香馥郁，故土医
圣传名。荟萃人文，沉厚名城底
蕴；逶迤史迹，精华翰墨纷呈。千
古精华，璀璨光阴之彩；八方风雨，
苍茫热土之宏。

是以清源北上，引吟荆楚琼
波；天水南来，讴歌邓州渠首。荡
万里之微澜，为中线之枢纽。长波
激落，直下云河；层浪轰鸣，遥闻重
九。川流原野，风情相映于前；势
贯重峦，壮美谁出其右？绵亘一
脉，供水京畿之区；滋润万方，引源
丹江之口。自此立闸分水，浩浩经
江淮而行；横坝截流，滔滔沿京广
而走。云鸥惊起于新湾，霞霭长明
于远岫。忽开胜景，蓝图随心而
来；待望新天，理想伴梦而候。新
颜在目，纵览嫣然；佳境于斯，复添
灵秀。水行上善，岂江河之有知；
渠引清源，实家国之德厚。

昔者隋炀思游，谋运河通南
北；百姓历苦，开航道系京杭。虽

有济世之功，不乏哀民之伤。尽毁
良田，众生流离失所；耗空财帛，举
国负重难当。故狼烟起，国祚殇，
非人心思反，盖自取其亡也。而今
南水北调之举，业创空前，三线并
进；福泽后世，九州同祥。其工不
可谓不繁浩，其程不可谓不漫长。
然迁徙兆民，无一人受其苦；开渠
万里，纵百世泽其泱。历尽维艰，
壮举在创；谁为渠首，邓州而昌。
置小家而何顾，重大局之主张。回
首乡关，尽没白洋深处；崭新桑梓，
沐迎红日初光。付出何多？唯赤
子无怨无悔；复求何少？看吾侪自
尊自强。盛世欣逢，肇开工程之伟
绩；史诗再唱，勒铭时代之辉煌。

嗟夫！颂之渠首，沛泽未央；祈
我家园，祺风永驻。风廻腾蜃雾氤
氲，水漩映烟霞吞吐。高坝溅玉，天
浆荡荡飞流；长虹卧波，银汉迢迢可
渡。春光难绘，娇娆山水之容；画卷
铺陈，锦绣康庄之路。规模初具，已
展恢弘；远景可期，犹须进步。妙景
叹止天工，奇观足惹仙妒。是以进
取不息于长河，丰碑升华于高度。
披霜沐雨，自当倾力而为；巨制鸿
篇，勿负沥血而铸。精魂不废，何惧
艰险于途；境界高瞻，无穷风光而
顾。咏吟成赋，心潮与骄傲同生；祝
愿至诚，渠首共金瓯永固。④6

邓州渠首赋
□马建勋

我国作家艺术家

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

先觉者、先行者、先倡

者，通过更多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文

艺作品，书写和记录

人民的伟大实践、时

代的进步要求，彰显

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书

法

南水北调邓州情
诗词精品选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