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细想来，我看小说，其实第一
注重的是趣味。有的小说，不管意义
多么重大，结构多么赫人，不知为什
么，硬是看不进去，最后原因归结为

“了无趣味”。可什么是有趣味的小
说呢，这又决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
因为形成小说趣味的因素是杂多的、
综合的，比如，曲折揪人的传奇故事，
能生出趣味；背景和事件特别新鲜，
为我的经验世界所不及者，也能生出
趣味；奇异的人物，怪诞的举止，有品
位的细节，机智、幽默、妙俏、反讽的
语言，也都可能是小说趣味的来源。
但是，再往深处想，便会发现，这种种
因素的背后有一个支配性的根本，那
就是“人”，因为一切都是因人而派
生、而繁衍的，离开了人，也就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了。所以，我们可以说，
对小说而言，人是趣味之本。

读李天岑的小说，不觉又落到
趣味二字上面。我发现，他的小说
有种特别的吸引力，读起来比较轻
松，却又“话里有话”，有时忍不住要
发笑。这就使我很想破解一下，秘
密到底在哪里？我看还是离不开一
个“人”字。李天岑的小说是以“人”
字为系列的——从《人精》到《人道》
再到这部《人伦》。现在看来，他不止
是以人字为名，他确乎悟到了人字
的秘密，能以人字为本，努力做到抓
住人，摸透人，玩味人，并且力图有滋
有味地写出人心、人事之微妙，抵达

人情、人性之复杂。比如，有个人物
正绷着脸儿，忽接手机听出对方是
副县长，立刻“笑容可掬”。作者说，

“其实他的表情对方是看不见的”。
再如，另一人物在乡政府门上喊冤，
乡领导说，你这不是给我们脸上撒
尿吗，对方苦着个脸，表示委屈，但心
里却想，“要的就是这效果”。这一表
一里，不是很有趣味吗？公安局长
高立镜在同一天受到了两位县长来
自两个方向的压力，意见截然相反，
他甚为苦恼，但终于掂量出了孰轻
孰重。这个心理过程很漫长，却包
含了当今人们的几多精明，几多算
计。更让人惊讶的是，副县长闪高
全要袒护嫌犯，可真相明摆着，他又
不负责政法，难度太大了，我们以为
即使神仙也难张口。然而，此人居
然就张口了，说“不管该不该我管，我
可以谈点看法嘛”，然后就滔滔不绝，
循循善诱，步步施压，直至“义正词
严”，把个老高听得头都大了，最后只
好放纵嫌犯溜走。生活里是有很多
的曲折奥妙之处的，就看作者能不
能发现并把它们挑出来，这取决于
作者自身的人情练达的程度，或有
无“老吏断案”的本事。

还是与趣味有关。第二点，是
李天岑的作品里有一种深层次的真
实感和内在的逻辑力量。我们现在
的很多小说的缺点，就是没有内在
的逻辑力量。内在的逻辑力量才是
能征服人的。李天岑在《人道》里曾
写到一个讨官要官不择手段的女人

马里红，写此人如何能钻能闯，“天
都敢摸”。有趣的是，各级官员对此
人印象都很差，都反感，背后皱眉
头，可奇怪的是，都挡不住她的“进
攻”，一旦评议提拔干部名单时，她
总是回回占先。这似乎让人读不懂
了，其实，正因为她“能踢能咬”，擅
长活动，软硬兼施，她总是最后的胜
利者。真所谓“爱闹的孩子多吃糖”
啊。腐败和不作为就在这里显了
形。试想，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少
吗。这倒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律。
在《人伦》里，公安要抓肇事嫌犯田
戈简直易如反掌，可偏偏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也抓不到，而这“抓不住”本
身就有大学问，此事背后有个庞大的
保护网。田捍卫的一头一尾两场酒
局，由于其内在的复杂，耐人寻味。

第三，因为是“个中人”，李天岑
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确实比较了解，
整部小说写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
个小小案子抖落出来那么多人，每
个人出来都有戏，每个人似乎都有
难言之隐。基层社会的公安、信访、
乡政府，县政府，县法院，以及省里
的处长、看守所的所长等等，不啻展
开了一个小世界。真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这个展开，不了解的人
绝对写不了。作者并不停留于此，
一直往上挖，挖到田米二姓历史上
的积怨甚深，他们后辈在今天的争
斗，争气，仍在暗中延续着。这就不
仅是一种利害之争，而是一种宗族，
文化之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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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宛东古镇赊店的大街小
巷，只要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俯拾
皆是的老房子、老街道、老景致。
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精美建筑群
落，画梁雕柱，古香古色，流光溢
彩，朴拙典雅。流连漫步在古意
浓浓的街道，一不留神脚下就碰
到了明代的遗留，撞着了大清的
制造，仿佛时光发生了倒流，让人
穿过时空，进入了明清时代。

朝晖夕阳之间，古镇历经千
年沧桑，至今仍能显示出昔日的
辉煌和厚重。在清代一条街上，
散落着古韵悠悠的广盛镖局、刘
秀酒馆、蔚盛长票号，尤其山陕会
馆的恢宏壮观，富丽堂皇，将明清
的建筑风格渲染得登峰造极，不
经意间，让你神思邈远，生发思古
之幽情，由衷地感叹古代劳动人
民的勤劳智慧与匠心独运。明清
时期，浩浩汤汤的河水中百舸争

流，千船进发，连同北方的一支支
驼马队，成就了世界黄金贸易通
道“万里茶道”中转站。如今，依
旧宽阔的古航道和古码头的景
象，让人敬畏膜拜。当时商会制
定的商业传统道德规范《同行商
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公议杂
货行规碑》、《过载行差务碑》三块
碑文光耀古今。古镇后人赓续绵
延，传承发扬，至今“诚信为本”仍
然焕发着习习金光。

古镇的人们，更注重从古房
舍，老景致，旧物件中品味古韵，
从古韵中陶冶性情，无论外界如
何浮躁和喧嚣，人们都能在古镇
浓厚文化底蕴里诗意的栖居。走
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感觉就是和
一位满腹经纶的智者交谈，他能
将你引入幽深厚重的历史长廊，
和你一起倾听悠悠岁月的风雨回
声。难怪俄国作家果戈里说“当
歌声和传说都已经缄默的时候，
只有建筑还在说话”。你可以择
一闲暇，来到古镇步入南瓷器街

“大升玉”茶庄，伴随着悠悠琴音，
袅袅茗香，只需半天的时间，就会
让你浮躁不安的心沉静归零。然
后移步到附近的古玩收藏店里，
亲手触摸上至荒古，下至民国的

陶器、玉器、瓷器等物件，穿越时
光隧道与古人对话，不失为一种
消遣和休闲。也可能，当你徜徉
在街上和古镇人攀谈熟络后，他
们会突然跑回家里，捧出一件明
清瓷器或一把民国紫砂壶来，让
你尽情欣赏把玩，往往会有意想
不到的惊喜和收获。如果有眼力
可能会捡个“漏”，意外得到一件
传家之宝。若有兴趣，走到南瓷
器街，迈进百年老字号“广和客
栈”，在轻缓悠雅的古乐声中，一

边品尝着赊店老酒，一边观赏着
已有四百多年树龄的凌霄树的芳
容，以及已生存了四百年的古槐
的天姿，可谓大饱眼福，不虚此行。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时，赊店
古镇的大街小巷灯火辉煌。街道
两旁古朴的房檐上高高挂起了串
串红灯笼，这如影如幻的夜景，烘
托出悠悠的古韵，让人心醉神迷，
不知今夕何夕，忘却了归路。

（作者系社旗县移民局党组
书记、南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孙明哲
通讯员朱付新）3 月 16 日，记者从
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
解到，“黄标车”和无环保检验合
格标志的机动车自 3 月 1 日起在
特定时段不得驶入南阳市主城
区。

3 月 1 日起，南阳市主城区内
上午 7 时至晚上 10 时禁止无环保
检验合格标志和持黄色环保检验
合格标志的机动车（不含军车、警
车、消防车、摩托车）在市中心城

区通行。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为
宣传过渡期，其间以宣传教育为
主，不予相应处罚，宣传期过后，
将予以驾驶员记3分，罚款200元。

据了解，一辆黄标车，其污染
物的排放量相当于新车的 5 至 10
倍，黄标车造成的大气污染占汽
车尾气污染总量的 50%以上。采
取限行措施，倒逼黄标车、老旧车
加快淘汰的速度，能够有效减轻
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带来
的压力。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孙明哲
通讯员杜福建）“林场村部分群众
看到邻居使用沼气池的好处，希
望自家也建一个。”“陈留店村水
渠年久失修，企盼早日整修。”“罗
贩村村民希望提高土地流转价
格。”……3 月 17 日，记者走访桐
柏县吴城镇时发现，像这样记载
群众诉求的“民情日记”，这里的
党员干部人手一本。

“以前我们走访，群众有了
诉求我们就是听，回来整理时总
会有一些遗漏，现在有‘民情日
记 ’将 群 众 的 意 愿 详 细 记 录 下
来，以便于我们最大限度地实现

他们的要求。”吴城镇党委一名
负责人说。

“看着他们将我们的诉求记
下来，让我们看到了党员干部真
心给咱办事的决心。”林场村村民
李秀琴说。

“协调沼气巩固项目资金10余
万元，使林场村46户群众免费用上
了沼气；帮助林场村胡付成、胡立
所两位有志青年选定有机肥生产
项目……”如今，一件件“记录在
案”的群众诉求得到落实。截至目
前，吴城镇党委通过“民情日记”共
收集群众意见和诉求 260 件，已解
决170件，正在协调解决的9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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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悠悠赊店镇

人是趣味之本
——谈李天岑的《人伦》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茅盾文
学奖评委，第一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等，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李天岑，河南镇平人，根据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精》改变
的电视剧《小鼓大戏》多次获全国大奖，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人
道》、《人伦》分别获河南省第九届、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应用型教学催生人才培养硕果——

“小语种”缘何走上大舞台？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李 乐 本报通讯员 杨 洋

“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为学生未来就业
提供方便，日语专业重视给学生提供实践和
应用的平台与机会，特别设计了‘一个导向、
两个模块’的应用型教学体系。”3 月 9 日，南
阳师范学院新学期开学第一天，记者在外语
楼的 410 实训室见到了外语学院院长宗云，
她向记者解释，“‘两个模块’指的是第二课
堂模块和实训模块；‘一个导向’则是学生就
业。”

410实训室助力“两个模块”
在 410 实训室，大二的杨青华、杨松林

等同学身着和服，一边用日语交流，一边有
条不紊地点茶、煮茶、冲茶、献茶。这里是新
学期“日本民俗文化课”的学习课堂，他们正
在学习日本的茶艺文化。

“410 实训室是按照日式房间设计的。”
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张亚峰说，“日语专业的
同学可以在仿真场景中模拟学习日本文化，
大大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除了
实训室，我们还引导学生参与各式各样的

‘第二课堂’，例如日文书法比赛、口语比赛、
配音比赛、日本文化节、日语角等，通过‘第二
课堂’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目前，南阳师院日语专业有在校学生

227 人，专任教师 14 人，其中外教 3 人，师生
同心协力投入“第二课堂”和教学创新。

来自日本北海道的成田裕己和野田奈
宝美，为了辅导学生的发音、书写，常常与学
生一起奋战至物业人员来教室关门。

去年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夏建雪引入
情境教学模式，结合《基础日语》中“东京迪
斯尼乐园”内容，请学生模拟导游，用日语介
绍各种场景、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打铁还得自身硬。”主抓教学的副校长
刘明阁说，“想要提高教学质量，就要培养高
水平的师资队伍。师院鼓励教师进行多渠
道、多领域的出国深造，日语专业的专任教
师基本都具有日本留学或访问经历，常常探
索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学以致用”的就业导向
“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师院院长王利

亚说，“日语专业坚持培养‘有质量、有水平、
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创造各种条件让学
生能够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日语专业与南阳中光学集团、上海酬勤
家具有限公司、郑州富士康科技集团、东京
富士国际语学院等企业单位合作，学生可以
去这些单位实习锻炼，达到学以致用、学用

结合的目的。
新学期一开始，2015 届毕业生尚展、郭

甜甜、王磊、付婵等多位同学已经与上海恒
盛出入境公司、楷旭实业公司、昀寰文化传
播公司、中擎网络科技公司等签订了就业协
议。

去年获得河南省高校日语演讲比赛特
等奖的杨驰同学，即将奔赴日本东京富士国
际语学院留学。

2010 届毕业生侯永平目前在郑州富士
康担任日文翻译，他表示大学阶段的配音、
演讲练习大大提高了自己日文口语能力，因
此在人才市场上屡获用人单位的青睐，在工
作的时候也得心应手。

“企业需要的是‘来之能用’的学生。”南
阳中光学集团人力资源部的张丽萍告诉记
者，每年都有师院日语专业的学生来实习，
负责与日方客户联系，流利的日语使他们在
开拓业务时如虎添翼，“表现出色的学生就
留下来，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

师院党委书记黄荣杰说：“学校正在向
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日语专业通过
创新应用型教育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校企合
作、产学互动的良性发展之路，提升了学校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时下正值就业季，今年有749万名高校毕业生即将进
入就业市场，历年来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听到两种声音，一
方面学生抱怨工作中需要的东西没学过，另一方面企业
埋怨学生学过的东西在工作中用不上，于是“就业难”与

“用工荒”仿佛成为跳不出的怪圈。然而南阳师院作为内
陆城市的综合院校，日语专业更是应用面窄的小语种，毕
业生就业率却逐年上升，2014年更是达到了 96.80%。同
时，日语专业学生近年来屡屡获得全国全省演讲比赛和
知识比赛大奖。南阳师院日语教学何以逆势而上表现惊
艳，学生缘何能够在就业大舞台上尽显风采？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吴曼迪
通讯员封德） 3 月 12 日，郑州银
行西峡支行挂牌成立，为西峡县
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

郑州银行前身为郑州市商
业 银 行 ，成 立 于 2000 年 2 月 ，
2009 年 12 月 正 式 更 名 为“ 郑 州
银行”。截至 2014 年底，全行总
资 产 达 2037 亿 元 ，资 产 规 模 和

一级资本排名双双进入世界银
行 500 强。

郑州银行西峡支行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西峡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优越的投资环境是其选择落户
西峡的重要原因，该行将坚持“服
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
城镇居民”的市场定位，全力助推
西峡社会经济发展。

“民情日记”
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郑州银行落户西峡

南阳限行无环保标志车辆

南阳
作作家群家群

【作者简介】

核心提示

学生在 410实训室学习日本文化。 王 蓬 摄

□魏春明

□雷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