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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听到好多声音在呼唤我，我回应着，恨不

得把心掏出去，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过去。
但我被挤在人群中，几乎无处立足，动弹不得。
往前每挪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我扶着他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闻着另外
一些人的气息。这是一座森林吗？每一棵树都
枝繁叶茂，在和煦的春风中摇曳着，释放充足的
氧气。这是一片星空吗？每一颗星都互相仰
望，在碧蓝色的天幕里闪烁，带来美丽的光亮。

这一夜，在这间叫尚书房的社区书店，我暗
暗地担心，不大的书店咖啡区会不会被这 100
多名来自全省各地的爱书人撑破？我又想，会
不会氧气太足，有人会醉氧了？会不会光芒太
强，产生眩晕感？

终于站到了两位智慧且幽默的长者身边。
此前的 24 小时，中原风读书会邀马新朝和

单占生首次对谈读书话题的消息在河南文学
界、诗歌界迅速扩散。风一样的速度。

神一样的主题：读书，让灵魂吸氧！

二
我们就这样一日日活着，大概从来都没有

问过，我们的灵魂会不会缺氧。
而诗人、书法家马新朝每天都在问。
为什么要读书？
他叩问那些伟大的作家，发现他们每个人

的内心有一座图书馆。
如何读书？
少年时，他迷醉在唐诗宋词里，在南阳唐河

一个小村庄里想象世界的瑰丽；大雪纷飞的夜
里，他听远房大哥念《离骚》，泪流满面；15 岁，
他通读了四大名著；17 岁，他参军，离开小村
庄。在部队，他深夜躲到仓库读书，为了不让人
发现，用黑布蒙住窗子，就这样一本接一本地
读；21 岁那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评
论文章，被调到部队文学创作组，人生从此改
变。后来无论是到浙江省文联工作，回郑州一
家杂志社担任副总编辑，还是到河南省文学院
任副院长，他都尽可能抽出时间读书写作，为此
不惜数次辞职。

总结大半生走过的路，他说自己基本上每
天都在跟书打交道。他创作的所有作品，都做
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写获鲁迅文学奖的长抒情
诗《幻河》之前，他阅读了大量的 20 世纪中西哲
学著作。他说，要把现代诗写好，靠的是哲学功
底和心灵感受力，否则是走不远的。

文学评论家单占生则喜欢独自和灵魂对
话。

他很少参加读书会，他一直认为读书是一
个人的事情。但这次来中原风读书会，却受到
很多启发。他赞赏马新朝的很多观点，比如一
个作家的博大是从知识，从阅读来的，一个民族
的文明程度高低也取决于知识和阅读量。比如
一个人的人生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我们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如果不读书，走得再远
意义也不大，因为没有解读空间的能力。他说，
这对我们很有启发。

他同时也收获了很多感动。学识渊博的他
说，“尚书房”是清朝雍正年间设立的地方，供皇
家子女读书。这个社区书店起这个名字，给人的
感觉很有传承意味。其实，我们身上都有遗传的
密码，这个密码是我们的文化。最早有个概念叫

“社”，社是祭奠土地的一种仪式。今天，我们的
生活仍然离不开仪式，需要某种文化传统的方
式。我们今天的读书会也是一个社，在祭奠这种
读书感觉的重新回归，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他说，是文化的感召力把我们带到中原风读书会
来了。今天可谓群贤毕至，大家来到这里，说明
读书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焕发了魅力，读书会也
成为省会郑州一道迷人的风景。

他说，这种仪式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个人的
阅读状态。读书本身是一件孤独的事情，我们
要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跟灵魂对话。

三
那些聆听者，呼吸连着呼吸，眼神对着眼

神，灵魂触碰着灵魂，都是一类人，同样地，读书
上了瘾，谈诗上了瘾，聆听上了瘾。

他站起来，有点羞涩，拿起马新朝的诗集
《红花触地》，朗诵他喜欢的《回来吧》和《我所
说的往昔》两首诗。这样近距离听他朗诵，能
听出他声线里偶尔流露出的点点犹豫和不安，

不知为什么反而觉得很贴心。他是著名朗诵家
于同云。

还有一个人，没有到场，但他仿佛也坐着聆
听，交流。那一天，我问他，这期读书会主题怎
么表达更精准，他脱口而出：“读书，让灵魂吸
氧。”他的灵光乍现让我惊叹。他热心地为这期
读书会策划，和主讲人联络。他是河南日报文
体新闻部主任张鲜明。

后来的文朋诗友，他们一个个地坐到两位
长者的身边，也仿佛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只是说
说心里沉淀已久的话。

诗人邓万鹏从和马新朝的读书交往经历，
讲到对读书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这句话的体
悟。他说，时光易逝，去读书，写诗，去创作，不
要留遗憾；

来自济源的刘慧华、艺术学校老师王素萍
分享关于读书的困惑和感受；

诗人萍子说，马新朝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好
的诗，是因为他的慈悲，他的干净和他的真实。
这三点加上他庞大的阅读量，才成就了今天的
杰出诗人。

诗 人 吴 元 成 请 马 新 朝 推 荐 10 本 书 给 读
者。马新朝说，要读经典的精神含量高的书，比
如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曼德尔施塔姆的书、杜甫
的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爱书人王小安问马新朝退休后最想做的
事。他说，我梦想的生活，就是一杯茶，一本书，
一张躺椅，简简单单，足矣。退休之后，我的生
活清零，一切都似乎重新开始。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读书，专心写东西，总感觉有很多重要
的作品还没写出来。

四
夜已深。
还在静静地讲，轻轻地问，慢慢地答。
他们在听，从头到尾没有挪动过，没有人知

道他们身居要职。这一刻，马海盈是那个写乡
愁的诗人，李玉梅是普通的读书人，高金光是低
调的作家，殷江林是平凡的文学爱好者。

儒雅的河南日报肖总一直专注地听着，读书
会临近结束的时候，主持人王小萍让他发言，他
一连说了三个想不到，惹得大家一片笑声。他还
说这是第一次听马新朝老师结合自身的经历谈
读书，谈创作，谈人生，有很多动人故事和深刻感
悟；单占生是今天在座很多人的大学老师，他在
诗歌评论上造诣让我们高山仰止，他今晚和马新
朝的对谈是珠联璧合；互动环节大家的分享见仁
见智，引起了今天在座的爱书人的许多共鸣。

他还代表读书会主办方河南日报表达了很
多感谢，很多祝福，听得人心里暖意融融的。

读书会要结束了，大家相拥着，笑谈着，舍
不得离开。

走出书店，人们又在门前广场久久留恋。
回头看，书店的橘色的灯光暖暖的，夜色幽

蓝幽蓝的。
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恒的仪式。
欢聚过后，我们要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灵魂。
要喜欢这份孤独，享受这份孤独，你就会爱

上阅读。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一个人静静地读，在

心里仰望、怀念那个叫莎士比亚和那个叫塞万提
斯的人。④ 6 （本期摄影 张大勇 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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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作家、诗人，都
是爱读书的人，都是饱学之士。我们
从中国古代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诗中
可以看到他们引经据典，知识渊博；从
20世纪西方一些杰出的诗人作家比如
萨特、帕斯、博尔赫斯等人来看，他们
好像每人心中都装着一个图书馆。

世界上任何先进的民族、先进的
国家和地域，都是读书成风的。你去
以色列，你去德国，你去俄罗斯，看看
那里的人们空闲时在干什么，不是研
究 菜 谱 ，不 是 在 打 麻 将 ，而 是 在 读

书。我的一个朋友曾只身深入俄罗
斯乡村，一个农民，并不富裕，农闲时
每天读书写作，居然还出了一本诗
集，他出诗集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内
心需要。西方很多国家盛行休假，总
统也要休假，而且时间很长。他们休
假干什么，有很多人是去读书的，是
去补充精神能量的。我曾经问过一
个将要休假的人，在休假期间做什
么，他说他列了一个书单，平时没有
时间读，要趁休假时间读。以色列人
酷爱读书，尊重人，诗人死后，会在他

的坟墓上建一个小箱子，诗人一生出
的书都会放进去，像一个小型图书
馆，喜欢他的诗的人会到他的坟墓边
去阅读。

所以读书对一个作家特别重要。
读书就是借用前人的经验。
读书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读书，就是让灵魂吸氧。
书本世界上最公平的事物，书中

的知识就在那里，谁都可以去拿，谁
都可以去取，就看你去不去，它不拒
绝任何人。

因为我自己写诗，我就想伟大的
诗人是一些什么人，大概就是一些内
心强大的人。要成为一个内心强大
的人，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
是要吸取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唯一的
途径就是读书。

鲁迅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为数不
多的内心强大的人。鲁迅的伟大，不
是他的作品中的技术，而是他作品中
的精神。有人说，鲁迅在当下被打
压，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全都复活
了。这些复活的人物看着鲁迅的作
品就会不顺眼。

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学，不够强
大 。 基 本 丧 失 了 对 现 实 说 话 的 能
力。不是深陷在生活的泥潭中拔不
出来，就是像怨妇一样诉说着一己之
哀怨。我形容当下的作家，很多都像
是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作家没有了精神的强力就站不
起来。现代诗歌反对理性，反对说
理，这是指从诗歌艺术本质上要求
的，诗人要写出好诗，首先必须是个
有理性的人，有精神高度的人，诗歌
中不是没有理性，诗歌中的理性是看
不见的，超越理性的，那是一种更高
更为普遍的理性。

有的作家告诉我说，他不是不读
书，他要读社会这本大书。我的看法
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是看不懂社会这
本大书的。一个作家要读两本书，既
要读社会这本书，也要读你手上的那
本书。他们互补的，是相互进入的。

过去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二者也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如果你不读书，你行万里路是没有用
的，行一百万里路也没有用，你还是看
不懂，就像没有看一样。当然，你是只
读书，不去思考社会，不去参与社会，
就会成为一个书呆子，所以二者是一
个整体，缺一不可。

当代社会，留给个人的空间越来
越少，留给读书的空间越来越少。

由于交通的便利，由于通讯的便
利，现代人的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
容易。大的聚会，小的聚会，朋友聚
会，单位聚会，学术聚会，圈子聚会，
有 的 人 一 年 到 头 都 泡 在 各 种 聚 会
上。有的人乐于参加聚会，是因为孤
独，然而，聚会并不能消除个人的孤

独，有很多人在聚会时或在众人面前
会显得更加孤独。

聚会也不能代替读书，我们都有
这个体会，有很多聚会，包括一些专
业的学术聚会，比如说讲座、研讨会
等，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有用的知
识和真理。

现代社会因为聚会盛行，培养了
众多职业的或是业余的演说家。这
些演说家，一看到聚会就兴奋，他们
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滴水不漏，天下
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对这些
人总是有所怀疑，一个演说者，或是
叫善言者，一旦成为职业，就不可信，
或者是有娱乐的嫌疑，或者是有表演
的嫌疑。

因为真理和知识总是弱小的，真
理和知识存在于寂静之处，而不是喧
嚣之中，存在于思考之中，而不是表
演之中。

因此，聚会不能替代读书，反而
导致个人空间的缩小。

当代人已经被异化，已经没有古
代人那么从容，悠闲。多数人的生活
程式化，工具化。上班，吃饭，睡觉；
睡觉，吃饭，上班，人们像机器一样转
着，无意识地转着，根本没有时间思
考。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
人会思想。人如果没有了思想，与动
物有什么区别？

我们从古代作家那里读到闲适，
读到了天人合一。这正是当代作家
所缺少的元素，为什么我们缺少幸福
感，因为我们被异化，与自然分离开
了，自然才是我们的家园，失去了自
然，我们就失去了家园。

从异化中走出来，读书，并学会思
考，让书籍真正滋养我们的灵魂。④6

如果要为中国社会选取一个而且只能选一个
文化标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乡土文学”。
因为，众所周知，这里是“乡土中国”，在这片被农耕
文明和乡土文化浸润了上千年的土地上，一切曾经
发生的，以及无数正在发生的，都不可避免地带有
或多或少的“乡土”基因。而深具本土精神的乡土
文学，正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显现这一基因的文化
载体。想要读懂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形态和文
化心理，从乡土文学开始无疑是一条捷径。路遥三
十年前创作的那部长篇力作《平凡的世界》长销畅
销，常进各类图书榜，今天还能在屏幕热播，让数代
人难得地共同喜爱共同欣赏，就是对乡土文学超时
空永恒价值的最好证明。

也许，成为乡土社会的文化标识，并不是乡土
文学的原有之意。扎根于农业时代的乡土文学，从
诞生之初便已注定要成为农业文明的诗意的缩影。
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中，它以田园牧歌式的静态形
式完成了这一命题，但同时也局限于封闭而凝固的
困境。终于，现代文明以摧枯拉朽之势袭来，乡土文
学同它寄身的农业社会一道，卷入了工业文明和农
业文明的激烈冲突之中。幸运的是，这种现代性的
冲突，反倒为乡土文学提供了全新而多样的表现内
容，赋予了它新的生命能量，使乡土文学，更具体地
说是乡土小说，找到了能够凸显自身存在的动态参
照系，并由此对照出自身存在的坐标和指向。

就中国的乡土小说而言，情形的不同在于，它
不是在两种文明的夹击之下产生了蜕变，而是诞生
于其间，天生就有如此的面貌和品性。而它一旦诞
生，便注定会因为与乡土中国的先天性契合而成长
为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主流。看看鲁迅的乡土小说
首创、周作人开风气之先的乡土文学理论，再看看
王鲁彦、许地山、蹇先艾等人的乡土“写实”，废名、
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乡土“浪漫”，茅盾、沙汀、艾
芜等人的乡土“剖析”，柔石、蒋光慈等人的乡土“革
命”，再加上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的“东北”乡
土，芦焚的“果园”乡土和李劼人的“川味”乡土，还
有后来赵树理、孙犁等人的“风味”乡土，就不难理
解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位
置。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是，现代作家们虽然名望
不等、流派各异，但在对于乡土的书写上，大都有着
不约而同的主动意识，只有少数作家从未写过乡土
小说。即便是都市化到骨子里的张爱玲，也还写出
了乡土性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呢。

其实，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无限风
光，早已被充分认可和高度礼赞，无需赘言。我们
不妨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因为在
这里，乡土小说又一次历史性的绽放。不管是早期
大量涌现的伤痕小说、知青小说和反思小说，还是
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佳作频出的新写实小说，抑
或是突破重大的先锋小说和多元的新历史、新流
派创作，都不乏卓异出众的乡土书写。而诸多不
同代际不同风格的作家们，如路遥、古华、梁晓声、
张承志、张炜、李佩甫、刘震云、韩少功、史铁生、贾
平凹、余华、莫言、王安忆、铁凝等，也都先后创作
出了或具代表性或具开创性的乡土小说。至于具
体的作品，从《平凡的世界》、《陈奂生上城》、《我的
遥远的清平湾》、《人生》、《小鲍庄》、《活着》、《羊的
门》、《秦腔》、《笨花》、《蛙》到《一句顶一万句》，更
是不胜枚举、灿若星辰。这些乡土书写所描绘的
风俗、风物、风情，所讲述的乡镇生活、人生阅历、
生存境况，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精神境
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结构和民族文化的心理结
构，已然在最广泛的可能性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社
会文化的诸多方面。所以说，从新时期以降的乡
土小说中，能够读到文学所能呈现的最为真实也
最为广阔的中国社会。

我想，面对这些堪称景观的乡土写作，没有人
会否认它们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但是，仅仅
不否认就足够了吗？或者说，仅仅是阅读就足够了
吗？在最初的阅读和认可之后，会不会是习以为常
的漠视甚至遗忘？而文学上的忘记，又何尝不是一
种心灵的背叛。更何况，如此丰盛而重大的文学成
果，值得我们更为郑重地对待和更为周全地保存，
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都大步跨越的
今天，“乡土中国”那古老的乡土性也在飞速流逝，
乡土小说的此番盛况很可能已是“后无来者”，近期
央视热播影响巨大的百集文化纪录片《记住乡愁》，
传达的正是人们对乡土文化的珍视和这种文化正
在加速流逝的忧虑，怕见不到才尤其要记住。在此
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只满足于单纯的阅读？如果
能对这些成果加以收集、筛选、整理和汇总，既做出
系统的史料性的保存，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为更多
的人提供阅读的便利和可能，那将是一项具有巨大
历史意义和深远文化价值的事业。

但是，这注定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事业。完成
这一伟业需要因缘际会，要有出版家投入大量的资
本和精力，有具备专业知识和权威眼光、对乡土小
说热爱并且熟悉、在业界有影响力和广泛人脉的出
版人担纲操盘，有极具爱心耐心并有专业水准的团
队广泛阅览、披沙拣金，有业界权威作家专家组成
的智库把关定向。历史把这一责任这一荣耀赐予
了专心三农、目前国内地方出版社中唯一保留“农
民”二字的中原农民出版社，赐予了在乡土小说领
域深耕几十年的资深编辑、对乡土小说情有独钟并
有独到见解独到研究的郑电波先生和相关团队，经
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我们面前这套皇皇三
十六卷、内容精当、印制精美、堪称新时期乡土小说
集大成之作的《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这样一
种为乡土文学立传、为乡土中国继绝学的胸襟与抱
负、担当与坚韧，本身就是中原优秀文化传统的最
好体现和具体实践。

大系将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短篇乡土小说
的精华汇集其中，将获奖名篇、被选载被评论被关
注的影响力作品尽数收纳，送给我们的是一场前所
未有的乡土小说的饕餮盛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用文字勾画出的时代画卷，用文字见证过的文明
进程，也是用文字记录下的乡土中国。从这个角度
而言，大系不只是一部文集，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性
史诗。天意君休问，人间要好书。吟得打油小诗一
首，聊致敬意：魂牵梦萦是乡愁，千古文人赋未休。
煌煌大系冠海内，对此可以酣高楼。④6

乡土画卷
家园史诗

每个作家的内心都有一座图书馆

这一夜，文化的感召力唤我们来

上图为马新朝（右）和单占生在中原风读书会上

隆冬时节，到海南去旅行。为行走方
便，我们首站下榻在离机场仅有数公里的
三亚凤凰镇回新村。这里是一座回族同
胞聚居的古老村镇。村内街巷纵横、曲径
通海、商贸繁荣、民风独具。全村上下门
首镶嵌阿拉伯经文的楼群、民舍鳞次栉
比、色彩绚丽。村里无论老幼皆身着民族
服装：男人头戴洁白的礼拜帽；女士则一律
各色纱巾盖头掩颈，上衣袖长及腕，下装
筒裙盖膝，个个端庄典雅。在这不闻歌乐
喧嚣，但闻每日五个时辰悠扬悦耳唤礼声
的静谧的街市上，只见成群结队的穆斯林
迈着昂扬的步伐走向清真寺。身着回族
装束的穆斯林男女，无论生熟面孔，见面
皆亲切地互致问候：“按塞俩目尔唻库
目！”颔首致礼，面露微笑。

友善的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他家
自建的五层橘黄色小楼，独门独院，紧邻
街市。我和同伴夫妇均被安置在设有前
后景观阳台的三层 A、B 间。室内光线明
亮，通风凉爽，双人卧榻、沙发、茶几、橱

柜等简单实用。卫生间装有热水器可供
二十四小时沐浴和大小净，生活家具一
应俱全。和房东互道“色兰”后，男主人
便心照不宣地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崭新的
拜垫，以便在清净无染的室内做礼拜，还
着重提示“卡尔白”（正西）朝向。

次日凌晨六时许，一阵鸡啼过后，广
播里响起“安拉乎艾口拜尔！”“安拉乎艾
口拜尔！”的共鸣声，原来两座清真寺都
近在咫尺。召唤晨礼的“邦克”声仿佛将
我们带进神秘的阿拉伯国度。拉开窗帘
但见天蓝月皎、星光闪耀，一股裹着椰香
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遥望海滨方向，翱
翔的鸥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思。

早出响归，几度海滨游玩归来，我和
同伴夫妇同时惊奇地发现：房东夫妻每
天凌晨外出务工直至夜幕降临，家中空无
一人。院门、房门一律大敞，院中几辆崭
新的电动车、自行车等大大方方置于睽睽
众目之下不屑上锁。室内、厨下大小电器
诸般饮食一览无余，不事防范。似乎告诉

造访者“敬请参观，恕礼不周”。正可谓：
“知我者见怪不怪，不识我者少见多怪。”
渐渐我们发现其左邻右舍乃至村内所有
从事农商的住户家家如此。尤其惹人眼
馋的是，每行走在一处名曰“回新巷”的坊
间，一座座毫无遮拦的庭院内外绿树婆
娑、果香浓郁；成串的香蕉、诱人的杨桃、
圆溜溜的龙眼、红彤彤的莲雾、鹅卵般大
的大青枣、成片的甘蔗林、令人垂涎的菠
萝蜜，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奇瓜异果皆能
顺手可摘。然而即使瓜熟蒂落静置道旁，
亦无人捡拾。就连村中各家超市、店铺也
在夜间打烊后将不易搬挪的香甜椰子堆
在门口……

每遇同是“外来客”的老住户谈及此
事，他们也颇有感触地夸赞该村从未见
有一户人家安装防盗门窗。为一探究
竟，我求教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阿訇、教
长。这位温文尔雅、颇具学者风度的杨
阿訇用深入浅出的古兰教义告诉我：这
里民风淳厚，人们用信仰的力量辨别是

非，规范行为，“劝人行善、止人干歹”。近
几年村里还成立了以宣传国法、教法乃至
方针、时事为内容的各类“爱心学习班”、

“回新劝善会”、“真善社工服务中心”等。
是这种正能量将运动后一度出现的饮酒、
赌博、麻将桌、红灯、酒吧、吃卡拿等恶风
陋习一一荡除，方才换来今日太平与祥
和。

在这座传说中曾有凤凰来仪的凤凰
镇回新村悠游，所见所闻倍感新奇，也使
心灵受到一次次震撼与洗涤。尤其让人
感慨的是：近几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
回新村迅速由小康走向富裕。于是，几
乎家家都建有或在建少则五至八层，多
达十至十二层一水儿钢混结构楼房。然
而，稍加留意，则可发现楼与楼之间只留
很小间距。甚至两户人家尽可十分便当
地在窗口交流对话，即便互遮阳光也从
心 无 芥 蒂 一 笑 释 然 ，充 分 体 现 邻 里 和
谐。许多外地游客把此现象称作“回新
村一奇”。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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