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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一扫，关注中原风融媒体，
更多精彩内容和活动线上呈现

十一年前，张光辉先生出《为之则易》第一本
文集，取“为之则易，不为则难”意。

十一年后，张光辉先生又出了他的第二本
文集，《为之不易》。

十一年间易一字，原因何在？
十一年间，张光辉从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

处处长，到河南省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副台
长，再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
辑。职务变，角色变，担子越挑越重。

从“不惑”到“知天命”，他英俊外貌略见沧
桑，因“每一次任务都是一山更比一山难”，“大
事一件接一件，任务几乎不间断，不能有一时一
刻的懈怠，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池”，这是一段
不寻常的心路历程。

十一年中的张光辉，从意气满满的“为之则
易”，到沉潜坚忍的“为之不易”，是感慨“坚持之
不易，坚守之不易，坚定之不易”。更是自我砥
砺与自我要求，“为学犹掘井，井愈深土愈难出，
若不快心到底，岂得见泉源乎？”

他认同奥维德之言：“忍耐与坚持虽是痛苦
的事情，但能渐渐地为你带来好处。”

所以十一年来，他秉持“人一能之，己百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远离热闹，坚拒诱惑，像西蜀
穷和尚般，怀揣朴素愿望，信守“为之则易”的理
念，将“为之不易”的事情，一件件“理会、践行”。

一、“领袖与跟风者区别就
在于创新”

细看张光辉先生近 400 页的《为之不易》，我
发现集子内容既“高大上”又接地气，既有理论
深度又有实战经验，拿来可用，用之可胜。

正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翟惠生先生在序中所言：“集子的最
大特点在于理论联系实际，既有理论思考，又有
工作体会。”翟惠生先生道：“他在担任河南人民
广播电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领导职务期间，着
力做好本职工作，继续秉持创新的理念，分管的
理论宣传、舆论监督、报纸发行、农村宣传的工
作都有了创造性发展······光辉同志善于在工
作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如在‘走、转、改’的时
代意义、从对任长霞的集中采访引发的对未来
新闻宣传的格局和秩序的思考、新闻工作的创
新机制等方面，他都有独到心得，体现出善于思
考、勇于实践、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

乔布斯曾言“领袖与跟风者区别就在于创
新”。张光辉的文字与实践，处处闪耀“创新”灵

光。他用理念创新指导行动创新，再以文章创
新，将理念再行提纯升华，指导工作泽被受众。

关于创新，张光辉曾写道：“创新是一个民
族的灵魂，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 5000 年的文明
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只有创新，一个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各
个部门、各项事业才能不断有新的发展。我们
所处的这个伟大变革时代，更加需要我们培育
创新品格，更需要我们弘扬创新精神。”

他有多篇文章涉及创新话题，如《不断创新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形式》、《践行群众路
线 创新社会治理》等等。在后面这篇文章中，
他阐述道：“鼓励群众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时，必
须把理念创新放在重要位置，正确处理权利和
责任、利益和风险的关系，政府、社会组织、企业
和公众都有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责
任······完善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机制，实现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互动。”

在新闻工作创新机制上，张光辉勇于实践，
与时俱进。

比如在构建齐抓共管新闻宣传工作格局
上，他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外省市主流媒体正面
宣传河南力度，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组织集中
采访活动，使外省市主流媒体对河南的正面宣
传取得新突破。

在《勇于创新 大胆探索 与时俱进》一文
中，他写道：“2001 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的

‘名记者看中原’、‘南水北调中线行——首都媒
体河南采风’、‘上海媒体中部崛起看河南’、‘中
部六省市主流媒体聚焦中部话崛起’集中采访
活动，选准切入点······”

“按照‘小活动、大宣传’的工作思路，（我
们）认真搞好‘情系首都·感知河南——中原文
化北京行’、‘情系浦江·感知河南——中原文
化上海行’活动的宣传报道，组织我省新闻单
位，协调中央和北京、上海新闻单位多家新闻
媒体，对整个活动进行宣传报道，数量多、密度
大、速度快、质量高，分别在京、沪掀起宣传报
道河南的热潮。”

2013 年 11 月底，张光辉曾在德国研修，在世
界第四大通讯社德新社参观学习时，他秉承创新
理念，敏锐感知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高度融合。

他写道：“德新社的整个采编人员就是一支
专业化的职业供稿人队伍，他们没有自己所属
的媒体，专职为德国乃至全球数百家媒体机构
提供文字、图片、视频等综合性报道，整个采编
制作过程就是一个多业态的信息整合，高度融

合的过程，其制作出来的新闻产品能够同时满
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个业态媒体
使用。另一触动则是他们提供服务的个性化，
德新社为各个媒体量身定做一些新闻产品，按
照单个媒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新闻采访。采
编的各个部门集中办公，就像一个‘新闻大厨
房’，各个部门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相互交融的运
作机制，技术部、图片部、文字部相互合作、相互
补充、客户有个性化服务需求时，10 分钟内就能
做出反应，产品也不再是大路货。从德新社做
法来看，最大的感悟就是，这也是我们新闻业展
的方向。”

二、“写得好的艺术其实是
删得好的艺术”

《为之不易》中，收了多篇块头较大文章，如
《解决“看病难”迫切需要加快和深化改革》14 个
页码，调查详实，解析到位。此外，书中还有不
少精短之作，纸短意长，观察细致，解读深透，文
采婓然，实践着海明威的名言：“写得好的艺术
其实是删得好的艺术。”

《让官民互相敬畏蔚然成风》是千字短文，
张光辉在一次随领导赴基层检查防汛工作时，
注意到两个细节：河道边、水库旁，遇狭窄难行
路时，领导会礼貌地让老百姓先过；走在水库大
坝中间，大坝两头的百姓自觉停住脚步让领导
先行，领导又主动招呼老百姓随意通过。

张光辉道：“在基层见到如此不同于以往的
干群互让、官民互敬的场面，着实让人惊喜。”

他解析道：“‘民畏官’与‘官畏民’均非常态，
也不应成为常态。今天群众对干部的‘畏’已不
单单是出于对官位权威的惧怕，更多源于自身合
法权益意识的觉醒，对其进行有序、有效的引导，
能培养法治意识，并更大程度上助推法治进程。
干部对群众的‘畏’，说明群众勇于维护合法权益，
也说明反腐倡廉建设已产生巨大的威慑效果。
只有看清这一点，深刻认识到一些习以为常行为
的失当和失范，从内心深处把老百姓和党纪国法
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做到一心为公，全心为民，
才能唤回百姓的真心尊重和敬畏。”

再讲一篇千字短文《多些敬畏、耻感》，仍是
小事着眼——从中国式过马路讲起。

作者道：“（我认为）这一不良习惯的形成，
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培育里，少了几分敬畏、耻感
和罪感。社会文明风气的培固，既需要他律
——规则所带给人们的敬畏心，也需要自律

——我们内心对不文明行为的耻感······”
作者强调：“‘知耻近乎勇’，敬畏心、耻感、罪

感越重，人们才能越发自觉约束个人行为。怎样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培育中，让公众的
敬畏和耻感、罪感，多些再多些，是最大程度消除
不文明行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三、“未叹流年两鬓催”

张光辉先生是大手笔，翟惠生说：“繁重的
工作任务中，他始终坚持刻苦读书、深入观察和
研究问题”。2012 年，他的学术专著《和谐与冲
突——中国突发事件报道研究》，获河南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本书专业切面，视野
宏观。“书中深刻反思新闻媒体自身在报道突发
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公共性与专业性的失衡问题，
并一以贯之地从宏观的视野考虑政府、媒体和受
众的联动关系，从跨学科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中，观察到了三方主体在突发事件不同阶
段和新闻报道不同层面的辩证统一过程，使本书
不啻是我国现阶段研究突发事件报道的一部专
著。”翟惠生这样赞誉：“直面热点和难点，体现鲜
明的时代特色，为时而著，恰如其分。”

为时著文，致力回答时代问题。为时著文，
悉心倾听时代足音。张光辉三部专著，《为之则
易》、《为之不易》及《和谐与冲突》，无不彰显这
一理念。

张光辉先生是学者型、业务型干部，他从记
者干起直到今天成为媒体负责人，始终笔耕不
辍！经过三年努力，他 2010 年取得武汉大学博
士学位。读博对年近五十的他，已无任何功利
性追求，完全是“圆多年的梦”。写作十几万字
的博士论文，“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看材料，像蹦
豆子般在电脑上打字，甘苦俱备，得失同在。”他
道：“这份学术上的追求，我的愿望是朴素的，心
灵是快乐的，思想是愈加丰盈的。”

看张光辉《为之不易》自序，他一再谦说自
己是“拾穗者”，作品是“辛苦拣拾小堆稻穗凑
成”。我眼前，油然浮出的是米勒伟大画作《拾
穗者》，三农妇脸部隐去，动作和身体更富于表
情——忍耐、谦卑、忠诚，深沉的宗教情感弥漫。

“拾穗者”张光辉，还令我想起陆游的一首
诗：“陌上歌呼簪稻穗，桥边灯火卖官醅。时平
乐事知何限，未叹流年两鬓催。”

是的，不叹流年，是因张光辉头簪稻穗身怀
五谷，张光辉的这又一个十一年，不懈地“理会、
践行”，最终成就了属于他的“黄金时代”。④6

去年国庆长假，我们带我妈回她的老
家：南阳。

她离开，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当
中，孩子多、家累重、工作忙，难得抽出几次
机会返乡。到她退休，老人们全已过世、亲
戚们各有前程，交通又不便，千山万水地回
去——找谁呢，总不能对着空空院落抹泪
吧？

好容易凑到这样一个日子，聚齐了能
约到的所有亲朋故旧，开了好几小时的车
过去。我妈与我舅见了面，不及寒暄，立刻
去买纸钱、鞭炮和祭祀的一刀肉。第一件
事：上坟。

鞭炮噼噼啪啪响起来，我怕伤到女儿
小年，拉着她，越退越远，一直退到田埂上。

突突突，打身后来了一辆手摇拖拉机，
车上的老大爷向我含笑点头：“回来了？”

他当然不认识我，我上一次到南阳，才
四岁。也许，我妈回来的消息已经传遍全
村，都知道“八爷八奶奶的妮回来了”；也许
不过是简单的逻辑判断：这里不是风景名
胜区，远近只有玉米田、红薯地、棉花垛，不
会有冒失的游客误撞至此。能经由国道省
道县道乡间小路……最后到这小村庄的，
多半是本村的人甚至是本家。总之，是曾
经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此刻回来了。

我向他忙不迭点头：“回来了。”又推小
年，“喊爷爷。”脑子一闪：辈分对吗？搞不
清了。小年乖巧地喊：“爷爷好。”

拖拉机突突突经过我身旁，老大爷频
频点头，“好好好，”甩下一句话：“有空到俺
家来坐坐。”

我连声：“好的好的。”
拖拉机在前面一个路口拐了弯，不一

会儿，就听不见那突突突的声音了。
我始终不知他是谁，反正是亲戚。他

们告诉我：整个村子，全焦古营的人都与
我家是瓜叶连绵的亲戚，只是有亲疏远近
而已。

下午，我们陪我妈探访她的母校：曾经
的南阳一高。还是小有周折的。原来学校
已经迁址，网络上查到的地址是新校区；又
转头查旧址，毫不意外地在老城区，看了导
航才从迷宫小巷里寻出正确脉络。地址对
了，牌子是“第八小学”，我妈在校门口一看
就傻眼了：“怎么这么小？不可能呀！至少
还有宿舍楼的。”

假日里到处都冷清，找了一会儿才找
到门房，他一指：“在后面。”

这地方汽车很难掉头，于是全家总动
员，浩浩荡荡步行过静幽小巷，一眼看见一
个还算气派的大门：是这里了，虽然牌子挂
的是“实验中学”。进去走了没几步，我妈
的记忆已经被唤起：“对，这是原来的教务
处。”想必曾经是个大殿，还有朱檐碧瓦，旧
而不残，相当结实。

穿过废弃的厂区，绕过一幢房顶上
长满植物的平房——窗上还有空调，但
窗内没有人声，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里
面工作生活。到了一片开阔的操场上，
有位身板笔直的老先生正在溜达，披一
身午后阳光。

看到我们，他劈头就问我妈：“回来看
母校？”浓浓的南阳腔，“你是哪一届的？”

我妈答：“62 届。”
老先生说：“我 60 届的，你是高 17，我

是高 15。我们同过一年学。”他后来考取
信阳师专，毕业后又分到南阳一高，在这里
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还住在书院街上的
家属区，是知根知底的老人了。

他问我妈：“某某，你还记得吗？”我妈
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

某某是我妈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
也回校任教，与老先生同事多年。“现在已经
走了。”老先生说。

我妈提起一位女老师：“教物理的，当
时好像在和另一个老师在谈恋爱……”

我大吃一惊：“妈，你这么八卦？”
我妈急急解释：“学生嘛，对这种事总

是很好奇的。”
老先生想一想：“有的，是个蛮子（南方

人）。后来谈成了，一辈子好得很——不过
现在也不在了。”

看他们闲说往事，像白发宫女说天宝
旧闻，我其实很想知道：为什么老先生一眼
就能判断出，我妈不是过客，而是归人？

当然了。办事的，不会在假日来访；老
学校才迁不久，新学校的毕业生，还来不及
白发苍苍；也许，他见惯了扶老携幼探访母
校的校友们；更也许，同一座学府混迹过，
像浸过同一片河水，身上有相似的味道，可
以在千人万人中轻易嗅到。

他们聊得正欢，我们识相地散开，不去
打扰。

若无人等待，其实，也就不存在回来。
刘恒的小说《黑的雪》里面，男主角刑

满释放回家，母亲已经去世，一院子遇不到
一个熟人。北屋挂着窗帘没人，南屋也上
了锁，西屋的女人探出头来：“你找谁？”面
生，想是他走后才搬过来，警觉傲慢的表情
刺痛了他。

形只影单的家，还是家吗？无人盼望
的回家，和放逐天涯，又有什么区别？

好在，这一次，我们回到的是乡音不改
的中原大地，父老乡亲们全知道我们不是
无缘无故的闲人，他们明白每次邂逅，都是
久别重逢；他们懂得凡来者，都有渊源；而
去了的，也许有一天还会回来。

既然遇到，没有别话，只问一句：“回来
了？”

我们答：“回来了。”
日子像失散已久的虎符，这一刻，“咔

嗒”一声扣上。④6

况味

回中原十一年间易一字

杏仁是一味中药，能治咳嗽，但杏仁有毒，童年时我家养
了一匹小羊，羊龄两岁，那一年春节前，误饮了几口姥姥泡过
杏仁的苦水，然后，踢蹬了几下，小羊就倒下了。

那匹小羊生前还羝过我，有一次我刚进厕所，它就急
急地也跟着冲进来。吓得我当时都来不及提裤子，就跑了
出来。

有一种杏仁无毒，我们叫它“吧嗒杏”，杏仁是甜的，不浸
泡直接也可生吃。

我小时候生活在北中原的一个杏乡，叫留香寨，就凭这
村名，你可以想象杏花开放时的程度，花的密度容不下最细
的炊烟和鸡啼。村里人靠卖杏过生活，或用杏换麦子。我
跟着大人们卖杏，至今还记得用楝树叶垫杏可保鲜的乡村
秘诀。

我们村子里人到外村卖杏时，常被别村的小孩子起哄吆
喝，他们用即兴自创的民谣：

“吧嗒杏，苦的仁儿，
卖杏的，是俺侄儿。”
这歌词的中心思想是编排骂人的。专骂卖杏的。
我们村卖杏的人机智，马上随口吆喝出另一种版本的歌

谣，以示反驳：
“吧嗒杏，苦不苦？
买杏的，叫我叔。”
这样，几句歌词就把辈分扯平了，一来一往，势均力敌。

让我能想到部队文工团阵前喊话的重要性。
关于杏仁，我童年时还有一种说法，近似乡村秘笈：
把一颗杏仁小心耐心地去揉软，然后，放到自己的耳朵

眼儿里（男左女右），呵护着，一星期之后，可以孵出来小鸡。
这曾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告诉我的，当时，一副神秘兮

兮的样子。
这方法我曾试过，最终也没有孵出来小鸡，而且有一次

杏仁掉进耳朵眼儿里，险些掏不出来。我就问过姥姥，姥姥
笑了：那是专骗你们这些小孩子的。

不过现在我还存有一丝幻想，要是当年再揉软一些，是
不是还真能孵出来一只小鸡？

我是相信着。
也许正因为我一直心存如此幻想，长大后，我才能成为

诗人。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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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嗒杏

若非朋友引路，我很难穿过拐七扭八的胡
同，找到那家地道的疙瘩馆，一顿饭，便爱上那
里。僻静的小院，家花绚烂；家常小炒，味道正
宗；铁锅疙瘩，极具功力。女店主举止优雅，闲
暇时作画习字，作品装饰雅间；儿子儿媳继承
家业，勤快操持，少言寡语；常有文化人聚餐小
酌，谈天说地，交流心得。

这小店，亦家亦业，隐于闹市深巷；虽朴
素，却有家的温馨与舒适，充盈着艺术的灵性
与雅致。开店，对于这家人而言，似乎是生活
不是生计，是会友不是经营。故而，烦累了，高
兴了，无事了，我都爱邀友到那里坐坐，寻求久
违的安静。

很多隐在城里的小店，不招摇、不媚俗，或
精致，或家居，或大众，或个性，却又与周遭环
境和谐相融。它们虽有种超脱于世的气质，却
更有平民生活的质感，让人一踏入，就能找回

生命的自然与本真。
新识一位画梅高手樊姐，没想到她竟是一家

鞋店的老板。不出所料，她开在街角的小店非
同寻常。一走进，便有如水般的轻音乐按摩耳
蜗、抚慰心灵，且有淡淡的茶香萦绕。果然，隔
间便摆设茶具，红茶、绿茶、花茶与墨梅、红梅、雪
梅，相映成趣。坐下，品茶、赏梅，谈生活，若非偶
有顾客造访，丝毫不觉身处的是鞋店。

下班回家，路过一家馒头店，常会捎上两
个。不论炎夏寒冬，一对中年夫妇都坚守店
里。早上、下午，和面、揉剂、蒸笼、出锅，赶着
中午、傍晚两次摆卖。他家的馒头，用最原始
的起子发面，喷香劲道；摆卖的男人，用高低适
度的音调起身招呼，温和谦恭。不少人夸小店
的馒头好吃，而我更喜欢小店主人勤劳诚信的
美德，和邻家叔婶般让人心生暖意的亲和感。

曾在一步行街上游走，算不上平整的石板路

两侧，挨挨挤挤着众多小店。有都市潮品小店，
摆卖各种时尚物件；有特色美食小店，炸酱面、麻
辣锅、沸腾鱼、饺子馄饨、火烧大饼等；有咖啡馆、
独立书店，店面装潢文艺气息十足，安静地喝杯
咖啡，看本书，身心轻松自在……

一路走着，欣赏着，“在别处”、“转角遇到
爱”、“时光寄存铺”、“衣生衣世”、“花无缺”等
个性店名闪过，让人赏心悦目。的确，经过这
些小店，是在感受时尚与古老的共生，物质生
活与精神文化的共融，更是在触摸城市的质地
与品位，享受一份悠然，寻找另一个自我。

我相信，开小店、逛小店的人，都是爱生活、
懂生活的人。曾在一小酒馆，我与北京返乡的朋
友深情唱了一曲《鸿雁》，瞬间泪花涌动。我们约
定，择日一起去逛南锣鼓巷的小店，品尝天南海
北的小吃。这缘于我们对隐在城里小店的偏
爱，更因那股相通的闲淡雅趣的情怀。④6

梅，冷在其中
独自香着，已经很久了
独自开着，依在城南或城北的墙边
心思被冰，封上
穿过冬天，无论漫长还是傲气
已是不可重复的选择

习惯了寒冷
不一定还要接近春天，固执地
省略张扬的颜色
淡黄，自在安宁
随意绽开骨缝间微弱的火焰

无声无语，是与冬天的约定
暗香，别再轻柔沉浮
别再提醒我昨天的走过
那一路的浅黄，打开
极冷且极暖的记忆

总在最冷的早晨醒来
展开最冷的面容
若不是怅然若失
必定是梦，持续着不消退的自信
微风轻拂已然取代了寒气相逼

生得透明，或冷得诱惑
只是一个高贵的形式
平淡和离奇记录洁净芬芳的过程
兑现绝非虚构的诺言，挽回风
吹散的慌乱情绪

低至零度的温暖
正是冬天
白天和夜晚的转折
被泉水的温度颠倒混淆
它的来路和去路是难以明白的纵深

今夜，更远的地方
更隐秘的期望
已蓄满高涨的等候
怕冷的身躯被露天的烟雾纠缠

温热与呵护，

不以卑微的方式降临
零度，难以抑制温泉的激情澎湃
池中，寒夜头顶的星星正点点碎去

猝不及防的你
和我碰在一起
水，暗夜，时间，漫过接近凌晨的胸口
轻松扒光身上很厚很物质的虚饰

裸露的肌肤
选择与生命同色
躺下来，醒着或睡着
自由，来自泉水内外有别的温度

与植物同在
那个早晨，醒来
桌上的水杯空着
和玉兰、紫薇、樱花初开一样，安静
这时候
我便是一棵植物，以沉默替代欢喜
踮起脚尖，向前
关上露水轻沾的窗户
小心翼翼
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

枝蔓上的花，自愿开着
从容地选择了与姿色分离

这轻而柔的物质
不一定有能力伸向更远的地方
或在僻静的角落，暗香
早已成全了所有的美貌
以沉着的姿态
零星裸露自己的景致，轻盈地
占有单色调的空间
自由行走的花
一半开在心里
一半开在心外
只要一点点水和阳光
不被察觉，就长好了一整天的神情
于是，那本被花木轻覆的书
在午后缓慢打开
绿色翻动纸页，芳香
漫过微醉的花样年华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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