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杰·北中原

2015年，“中原风”继续刊登
名家专栏。从本期起，我们将连
续推出作家、画家冯杰的“北中
原”系列文画专栏。出生于新乡
的冯杰是中国作协会员、省诗歌
协会副会长、省文学院专业作
家。他的作品文画合璧，颇具情
味，字里行间散发着中原大地厚
重的历史质感和文化底蕴，让人
读后对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充
满了敬意。希望读者喜欢。

1 月 18 日，我们梦想已久
的“中原风读书会”第一期活动
成功举行。这一活动在我省文
艺界引发大量关注和好评。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分管文艺副刊
的副总编肖建中特别在个人微
信中发了一段文字，祝贺中原
风读书会成功举办。“中原风”
作为河南日报部室的媒体融合
试点，4 个多月的时间，走过了
一段不寻常的路。从微信、微
博 、客 户 端 上 线 ，推 送 精 彩 内

容，到线下与读者互动，发起中
原风读书会，“中原风”焕然一
新，展开了飞翔的翅膀。

感谢大家对“中原风”的关
注和支持，期待下次相聚。想
了解“中原风读书会”相关信息
者，敬请关注“中原风”新媒体，
我们会及时发布。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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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一扫，关注中原风融媒体

正当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之际，剧作家陈涌泉拿来他
的新书《程婴救孤》的稿样，嘱我作序。虽
然我是外行，但非常喜欢《程婴救孤》这部
戏，所以也就欣然应允。

陈涌泉是当代著名剧作家，其主要作品
有豫剧《程婴救孤》、《风雨故园 》，曲剧《阿Q
与孔乙己》，山东梆子《两狼山上》等，这些剧
目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大奖等，多次入选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这些
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推《程婴救孤》。

作为具有中原戏剧里程碑意义的作
品，《程婴救孤》囊括了多项中国舞台艺术
最高奖项，根据该剧拍摄的同名戏曲电影
也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等。该剧还实现
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演出
超过 900 场，收入超过 3000 万元，多次走
进港澳台地区，又代表国家远赴意大利、
法国、美国等地演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
既叫好又叫座的剧目。

这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剧作。它带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
那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传统文化只有
成功实现现代转换，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新的经典，才能站在提升中华文化
软实力的制高点上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程婴救孤》改编自元杂剧《赵氏孤
儿》，讲述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晋国
大夫赵盾一家 300 余口被奸臣屠岸贾所
害，只剩下公主（赵盾之子赵朔之妻）和腹
中的胎儿幸免于难，程婴等人舍身救孤的
悲壮历史。这个故事是一座文化宝藏，数

百年来它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它还是
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作品，在中国戏
曲界、文化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
涌泉在继承原著基本情节和精神内核的
基础上，以当代人的视角和理念，重新演
绎了这段让无数中华儿女为之震撼的悲
壮历史。在改编的过程中，《程婴救孤》着
重突出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善良与残暴
的比拼。剧中重信守义的程婴、慷慨赴义
的老臣公孙杵桕、誓死守密的将军韩厥、
宁死不屈的丫环彩凤，他们个个光明磊
落、大义凛然，在面对生存与毁灭的抉择
时，他们都选择了站着死，没有选择跪着
生，彰显了传统文化巨大的思想价值和艺
术魅力。

和原著相比，该剧将主题由复仇转换
到救孤，由忠奸斗争转换到匡扶正义，由
拯救家族转换到维护社稷。程婴等人用
生命救下的绝不是一个复仇的种子，而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和良知，是中华民族在大
是大非面前勇敢的担当。主人公程婴十
六年的救孤、育孤历程，是他个体生命价
值不断升华的过程，也是民族精神不断展
现的过程。这种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前仆后继的奋斗史，构成了
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抗争史，
构成了中华民族忍辱负重、舍生取义的担
当史。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衰，中华
民族虽遭万劫而不毁，正是得益于这种民
族精神的激励，它已成为植入民族骨髓深
处的精神动力。

《程婴救孤》讲述的虽然是两千多年
前的故事，但观众在欣赏时并没有感觉
到它很遥远，而是与剧中的人物共同去

叩问人类的良知，经受生命的历练。这
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改编者激活了主人公
身上蕴含的民族精神，它犹如一支耀眼
的火炬，使观众能很快走进历史深处，唤
醒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记忆，观众能够
在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互动沟通
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领略到人格的魅
力，在回归历史、回归人性、回归纯真的
审美冲动中，在心灵的洗礼中，完成灵魂
的升华。

该剧还折射出一个沉甸甸的时代课
题：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延续者，我们究
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民族历史、
民族文化？面对全球多元文化的挑战，我
们如何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
史、无愧于人民的经典之作？我想，首先，
创作者对民族文化要怀有敬畏之心。民
族文化是民族的根基，是凝聚民族智慧的
宝贵遗产，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割裂自己
的文化传统，否则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
来，要到哪里去。其次，创作者要有一种
高度的历史自觉，要植根传统文化，为民
族点燃照亮前行之路的火炬。第三，创作
者要有当代视野，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
能抱残守缺，要不断通过现代转换适应当
代观众的审美心理，在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遗产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
第四，创作者要有世界胸怀，要有一种强
烈的文化输出意识，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参
与世界文化交流，在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
的交流碰撞中提升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坚实根基；他强调，要结合新的时
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想，《程婴救
孤》之所以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在国际
舞台上掀起“中国文化热”，就是因为它
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具备
一种与人类进行交流对话的艺术品格，
传达出一种根植于民族心灵深处，同时
又能让其他热爱人类和平、尊重文化差
异的民族产生共鸣的价值取向。该剧所
张扬的匡扶社稷、惩恶扬善的实践操守，
所追求的担当责任、重信守义的理想人
格，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
中华文化能够在人类文明中大放异彩，
并引起其他民族强烈共鸣的核心价值。
这种核心价值正是全球化时代，维系人
类和平发展、促进文化多样发展的桥梁
和纽带。该剧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
成功范例，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巨
大价值，也让我们坚信民族文化在全球
化中的巨大潜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
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
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希望我省
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使命，肩负责任，立足深厚的民族文
化土壤，努力创作出更多像《程婴救孤》这
样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
品力作，为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④6

让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
——由陈涌泉新著《程婴救孤》说开去

湖
我嗅到了秋草的香味
大雁把夕阳的余晖安放在粼粼的波光中
让季节守着一船的月光发呆

四季染过的芦苇头发越白，炊烟的乡愁越长
湖水是身着蓝裙飘逸的女子，披着晚纱
鱼儿在水底穿梭，那些跃不出湖面的马
在心里唱着家乡的歌谣，磁性的忧伤骚动着水波
放牧着流浪的云彩和帆船

菜农笑了
菜农笑了，生长的叶脉看着碧绿的叶子成船
泊在一方小小的水里

鲜嫩调皮的青藤爬满支架，像是岁月的胡须
正在编织秋天最后的绿毯，那一方水墨
被菜农们遗弃在季节之外
连同那些厚实的沃土，用阳光裹着
采摘每一个人的笑容

给错过季节的蔬菜搬来温暖，再施一袋呛口的肥
水的心一亮，它们走入绝境
时光的书法潦草，角落里
植物们在心里暗暗改变着花期

青春依旧
不是说季节更替可以改变秋色吗
我看不到一丝萧瑟
那么多的绿色涌来，抛撒水袖
闪烁我的疆场无限

阳光从不同国度的森林里投下
一枚树叶掉进风里
直到我的相机写满几个朝代的诗
找不到一滴酒

这是我们的领地，在音乐中安静地低诉
绿色聚在褪色的民谣边鼓掌
把建筑物夹在植物志里，送给游客当钱花

树下的椅子放在一个词语的草坪上发芽
标点比水鸟还小
时光的探子，手握利剑
在园子里堵截丢了魂的黄叶

我和诗人在植物里打听各地的方言
和桂花的妖精们千姿百态的扮相
那些绿
完全可以祭奠曾经枯萎的花朵

园子青春依旧
我用汉语中的春风给大树沐浴
清凉的露珠
就是照见我自己的雨点④6

羊来了
中国传统文化里，把马、牛、

羊、鸡、犬、猪这些家畜们称为“六
畜”，先人从古时候起就很重视羊
的存在，这种传承细节也体现在
我们村里。在村里，“六畜兴旺”

“五谷丰登”是我在春节前常写的
两个对子，多年不变样子。

前一个春联要贴在牲口圈里
的栏杆上，贴在羊圈旁柱子上，后
一个要贴在粮囤上，“千万可不敢
贴反了，贴反了一年都别扭，有一
年你三姥爷就闹过个笑话，把‘槽
头兴旺’四字粘到厨屋门口了”。

我姥爷这样嘱咐。
大门口还要贴一个单联，是

“羊”字的谐音，“三阳开泰”。写
春联红纸一律是枣红色，像把字
都点着了。

山羊胡子
世间有两种胡子：络腮胡粗

狂零乱，山羊胡规矩整齐。
留 有 山 羊 胡 子 的 人 一 般 智

慧，聪明，甚至狡黠，我有这一印
象源自小时候看到京剧里的土匪
——“座山雕”，他有一副山羊胡
子。历史上的山羊胡子们现在一
变，大都转业成了先锋艺术家，我
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都拥有
一副山羊胡子，远看，胡子状如飞
白，胡子长于艺术。一把好胡子
马上就会增加动感，在吟诗时可
以一翘一翘的，神形兼备。

小时候，我们村里有一位我
该称二姥爷的，属羊，他就留着一
副山羊胡子。一年四季，我只看
到他在村中行走，捡粪，拾柴火，
割草。他在风中穿梭走着，抄着
手，谦卑的样子。

当年土改运动时，他家的成
分是地主。我姥爷说，他还和我
家沾有一点亲戚。

有这样的地主吗？倒觉得这
位留山羊胡子的人带了一种和善。

骚胡
北中原土语里，把公羊叫做

“骚胡”，如果再作以语言延伸，村
里形容一个人不正经、好色也叫
骚胡。如老骚胡，小骚胡。

有一天，我们把队长称做“骚
胡头”。

物以类聚，羊以群分。羊群
里必须有一只领队的头羊，学习
文件，组织干活，就相当于队长。

后面跟随着一般的公羊、母
羊，小羊。村里小山羊嘴巴下面
都挂有两个肉瘤，一如铃铛，它们
带着声音行走。每次放羊，我和
群羊穿越青草和树林子，穿越鸟
声时，我都有伸手触摸那“铃铛”
的一丝欲望。

羊蜡，蘸出来的一匹红羊
到了元宵节，我们村里会出

现一种“羊蜡”，家家都要点燃，它
不是“洋蜡”，是羊油蘸制的一种
手工蜡烛。专门叫羊蜡，哪怕掺
上牛油狗油也得叫羊蜡。

造蜡者使用一支一尺长的干
芦苇，裹上棉花做的灯焾子再一
层一层地蘸熬制好的羊油，直到
蜡烛饱满为止。最后染上颜色，
捆成束，开始在集市上出售。

在北中原元宵节，灯笼里面端
正站着燃烧的蜡烛，都叫羊蜡，羊
蜡在棉纸糊就的灯壁里，宛如站着
一匹匹小羊，它们在发出属于自己
的光亮。一盏灯笼就是一匹小红
羊，每个孩子一盏红羊。

一盏红羊被我带着，在白雪
中行走。

羊蜡都是大红颜色，喜庆的
颜色，像乡下人的梦。大吉祥。

羊的存在
我六岁时父亲开始教我写毛

笔字。开笔写羊。
后来，年龄大了，识字多一

些，我再写毛笔字时，觉得羊字包
含的东西很丰富。

羊字族汉字有：姜、羯、详、祥、
羞、佯、徉、翔、养、羝、洋、羔、羱、群、
美、烊、鲜、羌、庠、羡、羲、鲞、鮺、蛘、
羧、善、咩、羚、恙等。

其中令人瞩目的最是“美”字，
《说文解字》曰：“美，甘也。从羊，
从大。”北宋的徐铉注释说：“羊大
则美。”可见“美”是由羊大且味甘
而来。

要想好看吗？你得与一只羊
有关。

吃羊肉的方法
这还用说？炖吃。
错了。
东北有一道菜叫“乱炖”，羊

肉不是乱炖的，你不可乱吃，得讲
究。

参照李时珍的说法：热病和疟
疾后食用，必定会发热致危。孕妇
食用了，会使子女多热。白羊黑
头、黑羊白头、独角羊都有毒，食用
害人，食了会生痈。中羊毒后，喝
甘草汤便可解毒。若用铜器煮羊，
食后则使男子损阳，女子暴下，物
性相异就会如此，不可不知。与荞
面、豆酱同食，则会引发旧病。同
醋一起食用则伤人心。

我 看 到 的 这 些 文 字 如 此 诡
异。如果通过以上文字来推论，我
猜想李时珍不吃羊肉，只吃草。他
掌握着那一副属于自己的山羊胡
子。

棉花和绵羊的通感
再往上查，古典文人在羊身

上覆盖了一层幻想。
《新唐书》及《旧唐书》里载：

“北邑有羊，生土中，脐属地，割必
死。俗介马而走，击鼓以惊之，羔
脐绝，即逐水草，不能群。”

唐朝是一个华丽的年代，人
人会写诗，携带梦想，可以飞翔。
唐朝人相信波斯大地的神奇，之
上能长出一种羔羊，这种羔羊依
靠一根脐带和大地相连。

细想，这分明是说种植棉花啊！
棉花，绵羊，两者都是包含温

暖的元素，都能组成童话。在我的
文学标准里，好童话和好散文都是
要用棉布掺和星光织就的。

青年时，我看到古希腊女诗
人萨福的诗《暮色》：“晚星带回
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带回了
绵羊，带回了山羊，/带回了牧童
到母亲身边。”

我在北中原摘过棉桃，我也
在北中原放过羊。

在那里，我曾经看到过丰厚的
大地，也看到过干净的星空。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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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素描（组诗）

时间静如深海。
冬日午后的阳光折射进来，温暖

着这片宁静。一排排的落地书架，宛
若岛屿，洁净的书籍是草木般的食粮，
等待着有缘人。

我们就坐在这岛屿的中心。
这 40多位读书人“失散”了很久，各

自宅着，阅读，写作，偶尔会觉得寂寞。
某天，他们听到一声呼唤，迫不及

待放下一切琐事，像赶赴一场特别的
仪式。

2015 年 1 月 18 日下午两点半，一
切没有什么不同，一切又是那么不同。

风儿有些媚，有些烈，一个叫墨白
的作家在风中抱着一个纸箱子，箱子
里 装 满 了 书 ；一 个 叫 张 延 文 的 评 论
家，也抱着一个纸箱子，箱子里装着
可爱的礼物。我手里拿着几张纸，上
面写着来参加中原风读书会第一期
读者的名字。名单瞬间被风吹飞了，
墨白立刻放下箱子，将它追回，然后
递到我手里。

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走进了一个
叫城市之光的书店。

他们已经在等待。
等待听我说，这个下午，美得像一

场梦。这个关于读书的梦，河南日报
和中原风做了很多年，终于实现了。

等待听墨白说，物质化时代，如何
安顿我们的欲望？

他说，要安顿欲望，首先我们要做
一个精神高贵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成熟的标志是在拥有了丰厚物质的
同时，又具有高贵的精神世界。就我们
个人而言，只有阅读大量的书籍，且不
带功利的阅读，才能提升自己的修养，
在物质化的时代敢于坚持本真的性
情，看清自己内心的需求，不被世俗的
欲望牵引，从而拥有丰富的心灵世界，
成为一个精神高贵的人。

其次，要安顿欲望，必须心怀梦
想，同时脚踏实地。1950 年 12 月，福
克纳获颁接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演
讲时说：“我感到这份奖并非授予我
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劳作的——那是深
陷在人类精神的痛苦与汗水中的一
辈子的劳作，之所以劳作，不是为了
荣誉，更不是为了利润，而是想从人
类精神的材料中创造出某种过去未

曾有过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梦想不
是 物 质 、金 钱 、名 利 ，而 是 去 发 现 真
理 ，去 创 造 奇 迹 ，证 明 自 己 的 价 值 。
若 我 们 都 能 辛 勤 地 劳 作 ，安 然 地 生
活，为家人、朋友，为身边的人们做一
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能安顿欲
望，收获美好。

他举了大量的例子，提到古今中外
很多精神高贵的人，他讲了很多故事，
关于自身的经历，关于小说中的人物。

墨白的演讲如此动人，以至于嘉
宾主持张延文沉浸其中，忘了两人之
间的对话环节，反而絮絮叨叨说着自
己的感受。他说这个时代，如果我们
放纵自己的欲望，只会越来越不安，越
来越焦虑，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
要读书，要明智，要丰富精神世界，要
心怀梦想。他说每次到墨白家里，看
到那么丰富的藏书，就像是到了一个
安放着很多美好灵魂的小小的天堂，
感受到巨大的吸引力。这些书，还有
写下这些书的人，是真正值得我们珍
惜的财富。

我看到那些聆听者的眼睛里闪烁
着光芒，他们有太多滚烫的感受，等待
一个出口。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
家刘先琴拿过了话筒，她感慨地说，就
我自己而言，这个下午，我有很多选
择，我家里的书房温暖明亮，我可以处
理文稿；我身上还带着一个健身卡，我
可以去游泳、健身；我还可以去逛逛商
场，但我还是特别愿意到这里来，很长
时间没有这种静静聆听的享受了。这
一瞬间，我们是高贵的，我们的灵魂安
顿了。

媒体人阚则思说，在这个时代，我
们呼唤君子，我们每个人哪怕是到书
店买一本书，去街边的小摊买个红薯，
怀着悲悯之心，做一些小事，让我们身
边的人多一些生存的尊严，让自己少
一些无谓的欲望，这个城市的精神就
会充满光亮。

大学教师范红娟谈到自己的感受，
她说，年轻时我们会渴求物质上的东
西，但渐渐地，我们会意识到精神生活
的重要性。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问
题，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会缺
乏排解的能力。物质和精神是人生的
两条腿，缺一则迈不出幸福的脚步，每
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调适两者的
关系。

热心读者汪佳、张振炎、郑州大学
学生宋朝冉、公司职员李志坚、书店职
员王勤、小说作家八月天、编剧张晓
利、专栏作者宋朝、全职妈妈王献芬等
就如何选择好书、排解生命的孤独、怎
么平衡爱好、梦想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怎样让书店更好地活下去、如果弘扬
传统文化等和作家墨白一一交流。

他们手里拿着小小的礼物——来
自墨白老家淮阳太昊陵的布老虎，笑
意盈盈。

没有人意识到，三个半钟头已经
过去。

窗外，夜色渐浓，华灯初上。
不得不结束了。
大家围聚在一起，拿着胡巨成先

生的书法“中原风读书会”合影留念的
时候，我的耳边还回响着那些话——

到书店去，到图书馆去，读读闲
书，是安顿欲望的最好方式。这是我
的同事白全贵说的；

每天对着镜子笑一笑，让我们的
心静下来，静得像呼吸一样。那是艺
术学校老师王素萍说的；

对于我们的生命，很多东西是不
重要的，都可以放弃。我们要用有限
的时间做一些对生命有益的事情，要
多 读 书 ，越 读 你 会 觉 得 时 间 越 不 够
用。这是作家墨白说的，说这句话的
时候，他提高了声调。

走出书店，时间随嘈杂的人流车
流起伏，泛起波澜。

大概又要被堵在路上了，我这样
想，但并不着急，一颗心静如深海。④6

一起读，让灵魂交响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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