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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常听奶奶说一句话：“人到
这世上，眼前都是黑的。”这种黑，自然
说的是世事难料，人生艰辛。面对这
广大的世界，每一个个体都是渺小卑
微的。而相比于男人，女人无论生理
还是心理都显得更为弱势，可能就更
容 易 感 觉 到“ 黑 ”。 如 何 度 过 这 些

“黑”？我想，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让
自己有光。

最近流行一个词叫“暖男”。作家
冯唐在解析“暖男”时说：“说到底，女
人还是要自强：不容易生病的身体、够
用的收入、养心的爱好、强大到混蛋的
小宇宙。拥有这些不是为了成为女汉
子，而是为了搭建平等的基础。自己
穿暖才是真暖，自己真暖之后才有资
格相互温暖。”此话深合我心。由此想
到和当代女性精神相匹配的那些词：
自立、自强、自信、自尊、自爱……也
许，还可以再加上“自暖”，同时还有

“自亮”。当然无论是哪种“自”，说到
底还是要看自我的修为。以前我做心
理专栏的时候，经常会接到女人们的
邮件，很大的比例是诉苦，已婚的声讨
丈夫对自己没有责任感，未婚的怨怼
男友没有给自己安全感。每当看到这
样的信，我都会想起一句俗话：“爹有，
娘有，不如自己有，夫妻有也隔着一层
手。”这话很有意思。手与手之间隔着
一层东西。这层东西一旦不存在了，
那就是有人打破了那层隔离带，把手
伸到了对方这里，有了行乞的意思。
我就很纳闷这些女人为什么不想想：
你凭什么向男人要责任感和安全感？
如果人家就是不愿意给你呢？或者说
开始愿意给后来不愿意给就是把你晾
在了半路上呢？那你是不是就只有末
路一条？是，我知道会有人告诉我：因
为爱情。我把爱情给了他。可是，他
也把爱情给了你啊。同理，你把青春
给了他，他也把青春给了你。——你
给了他什么，基本上他就给了你什
么。奉献是双方的，接受也是双方
的。也因此，对方给予的责任感和安
全感其实不是人家欠你的。它更像是

爱情随之而来的美好赠品。赠品有的
话自然很好，没有的话怎么办？

——让我们从此刻做起，从当下
做起，少要求对方，多打理自己，让自
己变得越来越智慧、聪明、成熟、宽
广、独立和美好，以自己的魅力吸引
我们的爱人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地来
为我们负责。没错，我的意思就是：
在向男人们要之前，也许我们更应该
先向自己要。因为，我们固然是一个
女人，是一个妻子，但我们更是一个
人。一方面，如果我们好好地做自
己，让自己越来越好，我们就肯定会
遇到更好的人。另一方面，即使我们
没有遇到更好的人，但是我们最起码
有了更好的自己，这个更好的自己可
以让我们在情感荒年来到的时候，肯
定不会被饿死。这不也很好吗？

作为一个有着二十年创作时间的
写作者，我也深深地感觉到：让自己有
光，在文学意义上也是一样重要。

近 些 年 ，在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的 时
候，经常会有记者问道：怎么看待文
学边缘化？我说：边缘化是好听的
词，不好听的就是没人理了，没落了，
不被人关注了。在这个很多行业和
领域都号召着要“更快、更高、更强”
的时代，文学也许确实很难让很多写
作者去自信。但是，文学的意义不同
于湖南卫视的超女选秀，文学边缘化
本来就很正常。它从来都不是喧嚣
澎湃转瞬即逝的波浪，而是波浪下面
深沉久远的河床。我们人类那些最
基本也最宝贵的情感，那些灵魂深处
最黑暗也最顽固的困惑，那些最丰富
也最纯净的理想……都是这个河床
里的珠宝。文学表达着对世界，对生
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否
认和抵抗着生命的单调和浅薄，让我
们感受到人心和人性的丰富、柔软和
多样，从而体验到更有意味的人生。
在文学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最大程度
地超越时间的局限，让自己活着的时
候，人生更为清晰和辽阔。身体死去
的时候，心灵里的人生更为长久。也因

此我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一直都有着执
著的相信。我相信它的意义，相信它
的价值。我相信：只要有人在，文学就
会在。人类存在多久，文学的生命力
就会有多久。它就是我们非物质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我们心中一团永
远不会熄灭的火焰。它的燃料永远
是人们的心，它的光芒照耀和温暖
的，也永远是人们的心。

经常会碰到媒体发问：“是否会
追着市场去写作？”我说很抱歉，虽然
市场很诱人，但我不会去追。市场那
么大，层次划分那么精细，如果市场
是光的话，让我追着光跑，那么我有
一万条腿也跑不过来，因为我不知道
该冲着哪一道光跑。但是如果我把
自己的东西写好，让自己更强大，让
自己的光芒更耀眼，很可能就会把市
场吸引过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还有 纯 文 学 创 作 和 影 视 的 关
系。当下有一些作家是以如何将作
品——尤其是小说写作得适合转换
成影视剧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来进
行创作，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其
实我觉得专心写小说跟影视并不矛
盾。我也见过很多导演，他们说过，
有时候小说家自认为写出了很符合
影视剧要素的东西，其实他们不要
这个。人家就要你小说的一个思想
核，故事情节的一个核。莫言写过
这样的感想，说他有一次专门冲着
想象中的导演所好，写了一个小说，
但导演根本看不上。导演说他们看
重的就是他们认为很陌生的、但你
能提供的信息，那种只有小说才能
表达的信息、情节和感觉——也就
是 说 ，不 是 你 想 靠 拢 就 行 了 的 问
题。其实你的优势就在于你的不靠
拢。这才是你的核心价值。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专心写自己的
小说，专注于让自己的小说有光。小说
之光和影视之光这二者本质上不矛盾，
甚至运行在同一个大逻辑里。因为优
秀的小说就是影视的母体，只要你写得
足够好，就很有可能衍生出影视改编

权，影视改编权的附加值非常大，经济
方面来说一点也不受损，而且自己的艺
术个性也能保持独立。这不是很好
吗？——你只负责做好自己，其他的一
切会自然而然到来。

人生之路漫漫。有阳光明媚，也
有风雨如晦。如果仅仅依靠命运赐予
的外界之光，那黯淡寒冷的时刻一定

会很多。若能得到外界的光亮温暖照
拂，这很好。但更好的准备也许是：让
自己有光。如果你不仅能发光，且发
光发得很稳定，这就最好。只要有了
自备的光源，无论是工作事业、情感世
界还是日常生活，你就都会有源源不
绝的能量源，你的小宇宙也就会越来
越圆满和强大。④6

约吧
4 个女士挤在汽车后座上，一路

欢声笑语，我瞬间走了神，以为是要
去野餐。

从北环到西环，绕了半个郑州城，
终于到了。

乔叶的两个从焦作来的同学提
着重重的装满书的袋子，我挽着乔
叶。她看我路痴的样子，生怕我们会
走错路，找不到书店。

弯弯绕绕，某个抬头的瞬间，绿意
扑面而至。

这是纸的时代书店，穿过长长的
绿色的走廊，一片光亮。

大大的“中原风读书会”海报，温
暖的橙色背景上，花儿摇曳，春日的
明媚气息荡漾开来。

时间还早，已经座无虚席，后来
者就那样站着，拿一本书，静静地等。

等待春暖花开，等来三月这样一
个阳光和煦的好天气，等着风儿吹来
3 月 7 日午后约会的消息，等候和喜爱
了很久的作家共读……

人越来越多，做分享活动的空间
几乎要站不下了，很多读者退后到阅
览区，站在书架边抬头张望。一向沉
静的店长李方有点着急地说：第一次
觉得我们书店这么小！

我笑了。想起了几天来在中原

风新媒体平台上“风花粉”的问候语，
齐刷刷地全是：约吗？约吧，当然！

这 是 一 场 美 妙 的 约 会 ，接 头 暗
号：让自己有光！

听吧
她从来都是邻家女孩般的亲切自

然。曾经，有一种散文叫乔叶：清淡如
水，细微似尘，不追求深刻，却能触到心
灵深处。后来，她日渐成熟，她向时间
深处挖掘，向生活底层探索，她在广
阔的世界里行走，同时拓展内心的纬
度，小说家乔叶写出了气象。她的

《最慢的是活着》获得第五届鲁迅文
学奖。但她觉得写下这些文字并不
吃力，于是获得荣誉的同时很冷静地
反省自己。她努力超越自我，于是有
了直面现实的《拆楼记》和深入分析
复杂人性的长篇小说《认罪书》。但
她还是那个生长在中原大地的妞儿，
一张口全是鲜活的、接地气的话。她
说，自己也爱刷微信，知道现在有一
个流行词叫“化肥女”，就是很多女子
只注重化妆和减肥，过于在意自己的

“颜值”；还有一个词叫“暖男”，说嫁
人 就 要 嫁“ 暖 男 ”。 大 家 一 下 子 笑
了。融融的一片暖意。两个半小时
的午后时光，一直就是这么温暖、自
在，她从女人和作家两个角度谈如何
让自己有光，讲者渐入佳境，听者咂

摸滋味。
在和文学博士任瑜的对谈环节，

乔叶坦然地讲起了自己“黑暗”的经
历：17 岁时从师范毕业被分到乡村学
校教书，内心的不平和叛逆，牢骚满
腹，甚至“小宇宙里面全是炸药”；最
初投稿也总是被退回或者被要求多
次修改，这让她抱怨不断。终于有一
天，她认识到不是周围世界的问题，
她开始反省自己，眼前豁然开朗。她
由此谈到，我们不要总说怀才不遇，
首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她们谈女人。有过英国留学经
历的任瑜说，在国外的街头，经常可
以看到很多已然老去但依旧美丽优
雅的女人，所以女人不要陷入琐碎的
生活，太早放弃自己，不要只把精神
寄托在老公孩子身上，要有自己的天
地。乔叶讲，优秀的女子拥有玫瑰的
品质，不仅美丽芳香，也带刺，有丰盈
的内心和强大的生命力，经得起摔
打，这样的美才长久。

她们谈创作。乔叶说，虚构只是
小说的外壳，内核永远是相通的，那就
是人性。读懂了人性，即便写自己完
全陌生的职业和生活，也并不是想象
的那么困难。只需要深入扎实的采
访，加上一颗悲悯心和同情心，就能创
作出有光的作品。她从不担心没什么
可写，生活是永不枯竭的源泉。

乔叶拿起最新出版的散文集《走
神》，诵读了其中的一篇《秋疙瘩》。
她应该很久没有亲口读自己写的文
章 了 吧 ，读 得 新 鲜 ，大 家 也 听 得 新
鲜。什么是“秋疙瘩”，就是饺子。关
于吃，乔叶是不含糊的，她爱吃，也会

做。坐在她身边的河南文艺出版社
编辑陈静是这本书的责编，也是包饺
子高手。她透露了一些生活中的趣
事。编完这本书后，她请乔叶吃饺
子，两种馅：荠菜猪肉和萝卜羊肉。
乔叶一直说，好吃，好吃。于是陈静
趁机指出乔叶在《家常饭》一文中某
些不合时宜的包饺子的方法，乔叶听
得认真，还把陈静的话录了下来，回
家积极实践。随后还写了小说《饺
子》和散文《饺子》，后者就发表在河
南日报中原风版上。陈静感慨，乔叶
不仅是散文家，更是生活家。

聊吧
听说是乔叶担任主讲，他说，一定

要去。他从繁忙中抽身，亲自当司机，
去接乔叶。他认真地聆听，以一个诗
人、作家的睿智谈到对“让自己有光”
这个话题的见解。他说，这个话题太
好了。世界万物的诞生离不开光，而
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孔子的出现则
为人类带来了文化的光芒。具体到今
天的讲座，乔叶通过奋斗和写作，让自
己曾经受挫和自卑的内心变得强大美
丽，充满光亮；同时，身为作家，她的作
品散发的光芒又照亮了世界。所有的
创作者都是了不起的、有光的人。他
是我的同事、领导张鲜明。

她也来了，坐着地铁，穿越一座
城。她说，散文是真实的，小说是虚
幻的，而乔叶在两个方面都做得很
好。文字有奇异的光芒，会开启很多
看待这个世界的门。她问乔叶，如何
在文学的王国里，把自己从璞玉变成
闪闪发光的钻石？乔叶说，对自己来
说，写作像排毒，在写作中，她逐渐理
解人性的多面和生活的不易，这也很
好地缓和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不再
紧张、尖锐，而是与世界达成了和解，
于是气顺了，内心逐渐有了亮度。问
者点头称是，她是萧红传记《落红记》

的作者王小萍。
历史小说家曹雁雁谈到自己的感

触，她说，读书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低
的高贵举动，爱读书、有知识的女性，
都是有光的。知识让女性的胸怀更为
宽大，她们对长者的尊敬，对同辈的谦
和，对幼者的爱护，对弱者的疼惜，都
让自身充满了迷人的魅力。

杂志主编高珊珊、吕静、谷凡，媒体
人张鸣飞、青年诗人吴湘渝、医学研究
生郑玉宝等就如何让自己有不枯竭的
写作源泉，如何找到理想的爱情，如何
选择人生之路、当代女性面临的压力和
困境等向乔叶提问，乔叶都给出了清
晰、智慧的答案，现场掌声不断。

走神吧
热心读者刘娜娜、孙晓明、李长顺

分别从天津、安阳等地赶来，专门参加
中原风读书会。听着他们说自己数着
日子盼望读书会活动举办，听他们谈自
己对文学的热爱，我瞬间走神了。

想到我的同事樊霞说的，其实没
有什么问题想问，就这么坐着，聆听
着，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对乔叶本人、
对生活忽然有一种深层的理解，这种
感觉真好。

想到我的那些朋友，张红梅、王苹
果等等，大家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办
读书会，为更多爱读书、写作的人提供
一个交流聚会的平台。在这个被各种
电子产品包围的快节奏时代，我们尝
试着慢下来，在一个叫文学的岔道上
散步，散啊，散啊，不知散到了哪里，又
仿佛散到了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坚持什
么呢？

不过是如乔叶说的，想奔向心灵
最本真的地方，奔向灵魂最自由的地
方，找到那个散发光亮的内在。

那个春日的下午，我和迟迟不愿散
去的读者一起，美好地走了一次神。④6

一
我跟着剧情跟着历史
跟着先秦典籍《周礼》的六廉
一廉一廉地看下去
看一个廉字的品格廉字的文化
怎样地更迭怎样地镜鉴
怎样地折射出一部中华文明史
一个廉字成就升平之世

二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管不住腐败
国家就有危亡之虞
遏制了腐败
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当写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时
孟子就注定有了《兴衰之思》
一生的功夫
他用一个廉字搭建一个瞭望
一场秋雨过后 渐渐清晰
孟子发出了“人亡政息”的叹息
这个叹息至今还是一地叹息

三
清官自有清官的追求
清官自有清官的样子
看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 那包拯
二字被黎民百姓一遍遍的抚摸
竟被摸出了一个深深的凹印
那是中国之印
民族之印那个凸洼处
写着包拯之念 盛着百姓之念
这一摸 摸出了青天文化
摸出了廉吏的符号

四
清是晴朗
清洗出忠 洗出正 洗出廉
激浊扬清 清辨出清官能臣
一个清字一个民族的膜拜
天下兴亡 在清
匹夫有责 在清
清者自清
清出一个民族的铮铮脊梁

五
清朝大臣张英和其子张廷玉
在六尺巷里筑下礼让的风景
宽也好 窄也好
清风明月从容走过
六尺巷里道德敞开
克己修身崇德重礼
道德的规矩
让六尺巷历史闻名
厚德载物 载出丰碑
抉择的民心
用热心写出高尚

六
中国人重文化
善于在文化里凝结思想
在思想里散开公平正义
解开每一个历史文化符号
对与错都是非分明
都彰显着对清廉的敬仰
都折射着对腐败的鞭笞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引无数文人情透纸背
让无数经典穿越风雨而弥新

七
无规矩 不成方圆
今天再提
守纪律讲规矩有戒惧
不是突兀之笔
从秦汉到明清
律令之矩都是最严厉的武器
心中有戒 戒出一个朝代的威严
也戒出一个时代的海晏河清
严守规矩 守出一个小家的信用
也守出一个国家的清明
一戒一守 刷新党风政风
刷新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

八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关进的是约束
欢笑的是民心
一个关字 写出一个执政党
对兴衰的深沉思考
选任以廉 考核以廉 依法监察
制度之重
制出明正的政治道德环境
唤来包公等一批清官廉吏
制度之重
重出律令神圣
重出民心所向

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老百姓最信这个理
千百年来这个理 从来
都没有中断过
一次次的灵验
一次次的重生
历史最公正
因为历史给出的答案
最符合逻辑
中华文明屡屡战胜危机
靠的就是对廉的敬畏
对史的虔诚
对问的清醒
千秋盛世的密码
全在鉴史问廉
全在清明的呼唤④1

已知天命，迄今只探过一次监，且所探之
人与我素昧平生。

22 年前，我是省会一家杂志的负责人。
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开封的省第一监狱的
稿件，作者署名囚犯。稿件内附一信，大意
是：他是因经济犯罪被判刑，家在广州。监狱
里规定，平时学习改造好或发表文章的都能
奖励记分，积分多了可减刑，希望我能帮忙登
篇稿件。看过文章，觉得作者展某不仅字写
得漂亮，文章内容也不错。于是，我对文章作
了精心修改后在刊物上发表。在寄样本的同
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多写文章，努
力学习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并特地给他寄了
较高的稿费。

不久，我收到了他一封信。他说，收到杂
志深感意外，因为他不相信谁会去关注一个
囚犯的文章，管教人员也鼓励他、表扬他，他
很受鼓舞。

一个月后，又收到了他的来稿。这次他
竟提出能否帮他在省会晚报上发一篇文章。
说实话，我跟晚报编辑并不熟悉，但看文章不

错还是决定再帮他一把。于是，我骑着自行
车，跑了十多公里路到了位于郑州西郊的晚
报社，找到编辑说明情况，并特叮嘱，若发表
一定寄样报及稿酬，因为这对囚犯作者意义
十分重要。几天后，文章发表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寄来一篇反映
监狱文化教育的稿件，并提出能否帮他在河
南日报上发一下。他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事。真是得寸进尺啊，我想，即使有点身份的
人在河南日报上发篇文章也是很难的，何况
他。但仔细看，文章依然很好，又想到一个犯
人能不断写文章总是件好事，还是应该帮一
帮。于是，我再次舍着面子找到了河南日报
的编辑……文章发表了，那是在星期刊的头
版。

后来，记得在我负责的杂志上又登了他
两篇稿件。再以后，他似乎未再寄信给我。

一年多后，一次到开封出差，公务忙完，
我突发奇想：到监狱看看这个人吧，到底啥情
况、人啥样、是否已出狱。满街打听，许多人
不知道省第一监狱在什么地方。最后问出租

车司机，才知道在开封远郊，不通公交，只能
打出租，那时打车是相当奢侈的。

到了监狱门口，门卫不让进，掏出记者
证，说明情况，他们请示领导，才破例让我进
去。在狱警的陪同下，我见到了这个特殊的
作者。这是个 40 多岁身材高大的男子，他很
惊讶，也很拘谨。我问了他一些简单情况，并
鼓励他继续写稿。看样子，他十分感动。

两年后，大概是 1996 年的一天，我收到
来自广东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展
某，他早已出狱。信中说，本来出狱后，应该
去看看你这大恩人，但脱掉囚衣，两手空空，
怎好去面见你！他说他在姐姐的帮助下，开
了一家投资公司，并说不久要亲自到郑州来
拜访。我很高兴，为他的自新自立。

两个月后，在郑州的一家大酒店里，他给
我打电话，要请我们一家吃饭。本来，我从不
轻易接受别人的宴请，且很少带家人赴宴，但
这次我破例了。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
他讲了许多感激的话，并拿出一个厚厚的红
包。我和妻子坚决而又委婉地谢绝了。我真

诚地告诉他，帮他本无所求，图回报就违背了
我的初衷！

后来，他又带着妻子和 20 多岁的儿子来
看我。他动情地告诉他的儿子：这就是我经
常跟你说的刘叔叔，他是咱的恩人。当时我
心中突然有一种特别欣慰的感觉：还是帮助
人好啊，虽不求回报，但总会得到一些什么，
至少是精神上的愉悦，或是心中的安宁……

又一年后，我离开杂志社，到信阳县挂职
锻炼。一天，我接到展某电话，他恳切地劝我
到广州做生意，他会全力帮我，一定让我赚到
大钱。我告诉他，现在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会
找他。他说很希望我们一家到广州去看看，
好好招待我们一番。其实，几年后我和妻子
曾到广州玩过几天，但未去找他，我们怕给人
平添麻烦。

此后，我们的电话联系慢慢少了。十多
年过去，如今，已没有他的音讯。

回首往事，总想起“人在难中要多拉一
把”的古训。我们帮助别人，不带功利，不求
回报，却能收获无尽的温暖。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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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呼唤
——看《鉴史问廉》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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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在中原风读书会上演讲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