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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国

这是我参加省委宣传部“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实践活动时的写生作
品。大别山是革命根据地，如今也是红色旅游景区，作品中所绘的红房是
当地典型的老屋，房子的旁边生长着一丛丛芭蕉，这样的风景在大别山很
是平常，但还是让我激动不已。红色的墙体与浓绿的芭蕉叶相互映衬，色
彩对比强烈，灰色的路面和远处的大别山给人增添了许多想象空间，青蓝
的天空使画面更加明快。在写生中我有意加重红色，使其既耀眼又沉稳，
象征革命者的澎湃热血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绿色芭蕉部分则用
笔方正有力度，外形夸张奔放，意喻大别山老百姓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这
幅作品初看好似一幅漂亮的油画，细细品味，能够感到一种既深沉又昂扬
的力量。3

□何弘

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随后出台的《中共
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的意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
神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
日前正式印发的《中共河南省委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则是
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和中央意见
精神的具体落实，并结合我省的工
作实际，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实施
意见》以中原人文精神文艺精品创
作、文艺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文艺人才培养、特色文化基地建设

“五大工程”为抓手，统摄文艺工作
的各个方面，既突出了地方特色，
又易于操作和把握。

出作品，永远是文艺工作的重
中之重、核心之核心。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强调，文艺家要以作品立
身，要把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作
为中心环节。所谓出作品，并非指
泛泛推出一些平庸的文艺作品，图
个热闹，而是指要推出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
这是改变当前文艺创作有数量缺
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局面的关
键。就文学创作而言，现在每年光
长篇小说的出版量已达四千到五
千部，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网络小
说。但是，尽管作品数量如此巨
大，全社会对文学的不满却在日益
加剧。究其原因，还是精品力作太
少。最深层的原因，不只在于作家
们叙事能力、艺术表现力不够，更
在于我们对时代经验的把握不够，
对人们内在情感的理解不够，无法
触及大众内心的痛点和兴奋点。
因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成为
作家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的基本功课。在深入生活方面，河
南作家有很好的传统。这也是中
原作家群能够在全国产生广泛影
响的重要原因之一。文艺要引领
时代，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撑，文艺
家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以精湛的艺术形式表现时代
大潮中人们的经验和情感，如此才
能创作出精品力作，才能从“高原”
登上“高峰”。

出人才，永远是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原作家群在
全国能够产生如此的影响，就在于
我们有一支优秀的作家队伍。但
人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持
续不断地做好，否则就会出现人才
断层问题。《实施意见》特别把文艺
人才培养列为“五大工程”之一，从
政策、制度、资金、项目、保障等各
个方面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
件，为名家大师的成长奠定了基
础。文学方面，我们通过实施签约
作家制度、开办培训班等多种方式

努力使中原作家群保持一个完整
的人才梯队。最近，我们组织了

“中原八金刚”作品研讨会，重点推
介了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的八
位男性青年作家，社会反响很好。
其实目前河南还有些青年女作家，
中短篇小说写得也不错；散文、诗
歌、小小说等其他文体，也都有一
批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在进行创
作。因此以更多更有效的形式，尽
快使青年文艺人才在全国冒出头
来、红起来、火起来，我们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

文艺评论是保持正确创作导
向和推出精品力作的重要保证。
一个时期以来，尽管文艺评论的从
业人员和文章数量不断增加，但从
作家艺术家、读者观众到文艺管理
部门，似乎全社会都对文艺评论的
现状极为不满。究其原因，可能就
在于我们的文艺评论既脱离了创
作的实际又脱离了社会实际，变成
一种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当前
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从理论层面
讲，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建设，二是要加强中华美学精神
的建构，这是文艺创作能够讲好中
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理论
保证。从批评层面讲，要加强文艺
批评的有效性，就是要使我们的评
论真正切合文艺创作的实际，切合
社会实际，能够真正褒优贬劣，对
文艺家和受众起到切实的引领作
用。在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方面，
《实施意见》特别提出要“积极引导
文艺评论前置，推动文艺评论参与
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全过程”。这可
有效改变文艺评论放“马后炮”的
局面，切实助推精品力作。在文艺
评论队伍建设方面，充分发挥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的作用，整合各方力
量，实行签约评论家制度，创办文
艺评论刊物，必然会使我省的文艺
评论局面有大的改观。

文艺评奖对文艺创作和评论
具有重要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一
个时期以来，评奖过多过滥、评奖
不规范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文艺
评奖的声誉，中央有关部门加大
力度进行了整顿。但目前我省原
有的政府奖文学艺术优秀成果
奖，因故多年未评；省各文艺家协
会的奖项也因故未能列入整顿后
的奖项目录。这对我们积极发挥
文艺评奖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需要我们按照中央有关精神，
进一步规范和改进，改变我省目
前没有正式省级文艺大奖的局
面，使文艺评奖的积极作用能够
充分发挥出来。

《实施意见》涉及了方方面面
与文艺相关的工作，既有宏观指导
意见，更有详细、具体、可操作的方
案，只要我们全面深入地落实，我
省的文艺事业一定会出现进一步
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3

□高自双

时间过得真快。1985年，我
从安阳搬到郑州，一晃30年了。

当时，全部家当不过是一张
单人床，一张书桌，两把木椅，一
个煤球炉子，一个木框纸板钉成
的包装书箱，还有凭煤本从安阳
市南关煤球厂购买的煤球，凭副
食票从安阳中山街国营菜店购买
的几棵大白菜、萝卜以及凭粮油
证从粮店购买的面粉和一瓶菜籽
油。朋友帮忙找了一辆敞篷卡
车，在冬日的寒风中，费尽周折，
终于把行李运到郑州。

我事先在燕庄租好了房子。
像省委机关大多青年干部一样，租
房的目标是以省委机关所在地为
半径，目光投向近郊的农村。当
时，机关干部分别在胜岗、聂庄、燕
庄、司家庄、杜岭、关虎屯、姚寨、黑
朱庄等村子租房。租房时，房东要
的租金满口才一个月70元，我主
动提出给90元包电费。省委宣传
部几个年轻小伙子同事，七手八脚
帮我从车上卸下了不多的家当行
李。这就算是在郑州安家了。

住处是一个农家小院，房东
住四间门朝南的北屋，我租住的
是门朝东的三间西屋。那时，燕
庄还是农村，多是平房。我的租
屋是水泥板平房顶，冬冷夏热。
村子北边是稻田，夏日晚饭后拿
把芭蕉扇子一摇，成群的蚊子碰
打得砰砰啪啪响。窗户上没有
窗纱，睡觉时必须把蚊帐掖严
实。一次，半夜醒来，拉开电灯，
看见蚊子隔着蚊帐叮咬女儿的
手，一个小手指上竟然叮有 9只
蚊子，看了着实让人心疼。

房间里老鼠也多。我有一个
箱子，是在安阳制药厂工作的表
哥送给我的废弃的包装药瓶的箱
子。箱子由木框钉制而成，箱底
箱盖和箱子的四面包裹以纸浆压
缩版，老鼠牙齿尖锐锋利，竟然破
洞而入。箱子里放着我学生时的
创作草稿和信件。夜深人静时，
老鼠在箱子里咬啮纸张，扑腾乱
窜。有时拍打有时学猫叫，我不
停地在和老鼠作斗争，总是这样，
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进入梦
乡，不知东方之既白。

直到1995年，我搬到燕庄行
政村下辖的自然村司家庄继续租
屋住，同事送给我一只小猫，情况
才有所改善。开始，老鼠欺负猫
幼小，仍然猖獗如常。可是，随着
小猫渐渐长大，老鼠与小猫的力
量对比也发生变化。有一回，我
们从凉台上回到屋里，开门看见
小猫捕获到一只个头不小的老
鼠，撩起来玩耍，老鼠惊恐万状。
小猫耍着不知怎么失了手，老鼠

虽然乘隙脱逃，但鼠害从此绝
迹。一同事在经四路省公安厅家
属院一处旧的平房里居住，老鼠
多，鼠害严重，下老鼠药，老鼠不
闻；下老鼠夹子，老鼠不钻，想了
许多办法，都不灵，就把我家的小
猫借了去。老鼠当即闻风丧胆，
从此不敢“光顾”张府。

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我第一次穿上了皮鞋。房东
最小的四女儿在一家皮鞋厂打
工。为节省钱，我托房东的女儿
在皮鞋厂定做了一双。皮鞋做好
后，房东特意领着我到鞋厂去
取。记得是在一天晚饭之后，房
东骑一辆自行车，我骑一辆自行
车，出燕庄往东，走了一阵，又拐
弯往正南走。我们骑得飞快，穿
过陇海铁路下面的一个黑乎乎的
涵洞，继续南走，东拐，到了一个
村子，才看到一家皮鞋作坊。我
试穿了皮鞋，正好合脚。原来说
好的30元钱，厂主为给房东一点
面子，收了 26元钱。皮鞋是“三
接头”式，牛皮面料，半高跟桐木
垫跟，穿着倒是轻巧，只是有点磨
脚，猛一穿不如布鞋舒服。现在
想来，皮鞋作坊所在的村子位置
大概是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那
一片地方。当年在皮鞋小厂打工
的房东的四女儿，后来自己开化
妆品门店做生意，相当成功。

上世纪 80 年代时兴打制家
具。我也从二里岗那里一家木材
厂买了两根木料和三合板，找来木
工打制了一张双人床，两个书架，
一个衣柜。在这之前，我们和小孩
子一家三口睡的是一张单人的小
铁床，单人小床太窄，睡不下，就在
里边靠墙位置垒了两摞砖头，砖头
上支了一块木板，把床“拓宽”了一
点。可是由于高低不平，睡在床
上，常常有从斜坡向低处滑落之
虞。有了大床后，睡觉舒服多了。

我们帮房东割过麦子。那时，
燕庄周围都是麦田。今天省高级
法院的对面，毛泽东主席当年曾在
那里视察过麦田。那块麦田，是我
们星期天带孩子悠闲散步的地
方。现在那里树立了一通视察纪
念碑和一尊毛泽东铜像。法院所
在地，是当年燕庄种植莲藕荷花的
池塘。夏天的晚上，我们常到那里
听青蛙合唱。

昔日的市郊燕庄，现在已是繁
华的商业中心。2005年，在媒体上
看到燕庄要拆迁改造的消息，我和
妻子想去再看一眼我们曾经住过
的小院。到那里才发现，村民不知
什么时候已经全部搬走了，房屋正
在拆除，一片狼藉。我们在曾经居
住过的一条熟悉的胡同里来回走
了好几趟，隔几天又去了一回，依
依不舍啊。3

□肖复兴

“六一”儿童节的黄昏，我坐在颐和园的长廊里写
生。我在画停泊在排云殿前的画舫，忽然听到身边有个
脆生生的声音：爷爷，你画的这个龙船还真像！我转过
头来，看见一个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我的身边，大
概一直等我把这艘她说的龙船画完，忍不住夸奖了我。

我觉得她的口气像老师在鼓励学生，故意问她：你
真的觉得像吗？她拧着脖子，很认真地说：真的，就跟
我们课本里印的画一样！

这话说得更像老师在鼓励学生了。我注意打量了
她，一身连衣裙，一双塑料凉鞋，都有些脏兮兮的，脚上
的丝袜明显有些大，像是母亲穿过的。因为她有点儿
外地口音，我问她是哪里人，她告诉我是河南泌阳的。
泌阳？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问她泌字怎么写，她很
得意地在我的画本上写上了“泌”字，又补充告诉我，是
属于驻马店地区。

我以为她是随父母旅游的，便问她是跟谁来颐和
园玩的。她又一拧脖子说：我和我弟弟。我有些奇怪，
叮问她：就你们两个孩子？从河南？你上小学几年级
呀？她说：我上四年级，可我就住在北京。离颐和园很

近，走路十多分钟就到了。我和弟弟常到这里来玩。
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放假吗？上午我们都玩半天
了，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又来了。我问她中午谁做
饭？她一扬下巴：我呀！我问她：你会做什么？西红柿
炒鸡蛋，煮面条，我都会。

我猜出来了，父母打工，她是和父母一起从河
南来北京的，而且来的时间不短，河南话里已经有
明显的北京味儿。并不是我有意问她，是我在画长
廊和排云殿相接处的一角飞檐的时候，随便问了
句：长廊附近有卖冰棍的吗？她看着我的画头也没
抬说：有也别买，这里卖的都贵，要买就到外面买
去。我妈就是卖冰棍的。然后，她指着我画的松针
问：这画的什么？我说是松针，不像吧？她说，你还
没画完，画完就像了。她挺会安慰人，是个小大人。

我不知道如今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有多少，他们
的子女到北京来上学的又有多少？我们都管这个小
姑娘的父母叫作农民工，这是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
的新名词。这个偏正词组，让他们一脚踩着两条河
流，却又哪一头都靠不上。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
的农民，早就脱离了土地而进入了城市，工作在城
市，生活在城市，按理说，他们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

了城市有机的一分子。由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使得他们又不是城
市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尴尬和焦虑的位置
上。作为城市里出现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他
们最终归宿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农村去的。
但是，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
于农村的印象和归属感，没有父母那样强，城市生
活的影响和诱惑，又会使得他们不可能如父母一样
只是把城市当成打工的漂泊之地。他们更愿意成为
城里人，这从他们的打扮、饮食和爱好可以看出，他
们已经越发显示出趋光性一般向城市靠拢的天性。
但是，城市并没有完全地接纳他们，首当其冲的，没
有城市户口，便如一道石门，令他们无法打开真正
通往城市的道路。读小学借读还可以，高考就被打
回老家。他们变成中国城市中第一代边缘人，他们
是无根的一代。

我想起曾经来过北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
尼尔·麦克法登说过的话：如果向贵国领导人提建议，
我会建议他关注农民工下一代教育问题。望着身边的
这个小姑娘，我想，颐和园可以让她这样的农民工的孩
子与北京的孩子共有，学校也应该让她和北京的孩子
一样共有，这应该是起码的公平，是解决农民工下一代
教育问题的前提。

爷爷，你怎么不画了呀？我有些走神，停下了画
笔，她在催促我。我对她说：太阳快落山了，你弟弟
呢？你怎么不找找你弟弟，得回家了。她一拧脖子，
说：我才不找他呢。我们净打架，我得等他来找我！我
问她：你弟弟几岁了？你不怕他找不到你？我弟弟比
我小一岁，我们常在这里玩，这里，他可熟了，不会找不
到我的。

弟弟不知还在哪里疯跑？姐姐还在长廊里等着我
把飞檐画完。他们的母亲不知在哪里卖冰棍？晚饭，
还是要她来做吗？

暮色四垂，昆明湖的色彩暗了下来，那艘龙船不知
什么时候开走了。3

□胡巨成

过完端午回来已经好多天了，但耳边响起的
还是老家水中激越的锣鼓声，脑子里盘桓的还是
老家村前村后的事。因为一开门，就能看见桌上
一大碗盛开的栀子花，满屋的花香扑鼻而来，让
人觉得还在老家。

一
老家在湖北武穴乡下，那里是鱼米之乡，却

很少有花。儿时的记忆里，开得最艳，最香，最让
人留恋的就是这栀子花。

栀子花开在五、六月间，别的花开败了她才
开。水灵灵的花瓣洁白如雪，缀满枝头。像温婉
静雅的少女，不求光彩夺目，却能清香诱人。

故乡的女人们，无论老幼都喜欢在头上插
一朵栀子花，也有把花别在衣服上的，移动的花
香便是故乡特有的“气息”。清晨起来，大姑娘
小媳妇们拿着小盆来到花树前摘花成了村里的
风景。不管谁家的花，无须打招呼，谁都可以
摘，栀子花树旁的临时“共产主义”更让乡村充
满了温馨。

于是，远行的人都喜欢带上栀子花，半开的
最好。到地方后，无论将它挤放在不起眼的粗瓷
碗里，还是放在精致的水晶花瓶里，它都会旺盛
地绽放，让整个空间又弥漫着故乡的味道。直到
柔嫩的花瓣如古老的信笺渐渐泛黄，沁人心脾的
花香仍不增不减……

在异乡的这些年，很少闻到过这样的花香。
北方的都市烟尘，让人更留恋故乡的栀子气息。
曾不止一次从家乡带来栀子花树，甚至连泥土一
起包来，栽在自家阳台上，但每次的结局都是伤心
地看着花枝变黄、变枯，“橘生淮北则为枳”，奈何！

二
枙子花开了，端午节该到了。
端午看船，是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每到端午

节前，老家村前官桥港里便锣鼓喧天，热闹非
凡。大人们都在比“划船”，后来电视上叫“赛龙
舟”。端午节那天午后正式“开划”，插着栀子花
的姑娘、媳妇们打着小花伞，把一港两岸挤得满
满当当的。

中间很多年，不再有人“划船”了，不知是因
为生产队的船没了，还是别的原因，反正港里静
悄悄地。端午节除了吃些粽子和麻花，和平常没
啥不同。所以外出的人也很少有人回来，孝顺的
往家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父母就算是过节了。

去年端午前，港里的锣鼓又响了。有人还从
龙舟的故乡汨罗买回了龙舟，中断多年的船又

“划”起来了。
从过年起，垸里的年轻人就嚷嚷着划船。老人

们支持，不仅对钱买船，还提前盖好了放船的礼
堂。农历四月二十四，离端午还有10天，船就买回
来了，直接下水，在家的人上船先练。

在外面打工的、做事的游子们坐不住了，纷
纷踏上归途，连年过半百的我也在其列。因为多
少有些颜面，伙伴们分配我打鼓。划船听鼓点，
鼓手是全船的“灵魂”，用心还得用力。第一天下
来，双手都是血泡，两只胳膊酸疼难忍，几乎一夜
无眠。但第二天中午一点多，又顶着骄阳和老少
爷们下水了。

端午那天，陆续归来的后生不仅把40多人的
龙舟坐满了，岸上还有替补的。我指挥自己的“战
船”，像斗的公鸡，见船就比，所向披靡，尤其是胜
了邻垸的船，让伙伴们扬眉吐气，心中狂喜。心满
意足本该见好就收，可我见伙伴们斗志尤甚，决意

乘胜追击，结果最后一战，败绩而归。伙伴们脸上
都悻悻的，我亦后悔不已。不过伙伴们很快找到
失利的借口，安慰自己，也安慰失策的“主帅”。

三
栀子花开了，走出考场的学子们该毕业了。
35年前的那个夏日，当父亲挑着儿子的书

箱走出长江边这所古老中学的时候，身后跟着的
是一位想坐船离开这里，越远越好的懵懂少年。

35年后，他又回来了。端午节的第二天，昔日
一起苦读的少男少女们相约在这里“寻梦”。

母校武穴中学是当年广济县中学里的“最高
学府”，1979年破天荒从农村招生，我有幸从乡
间来到城里。

是头上的白发填平了城乡的沟壑。30多年
了，学校不再是原来的学校，但同学还是原来的
同学。有些虽一时叫不出名字，但面孔竟像显影
液里的黑白照片，愈来愈清晰。是他，是她，毕业
照里有，记忆深处也有，很快，名字和影像便叠而
为一了。

褪尽了青涩与浮华，天命之年的男同学从容淡
定，女同学雍容贤淑。还有两位银丝如染的老师加
入，更平添万千感慨。畅叙、留影、畅饮、欢歌……
从下午一直聚到凌晨仍不忍离去。分手时天降小
雨，有如丝丝泪垂。

第二天，有同学在群里“晒”出一堆栀子花，更
添“离愁别恨”。栀子，花期是苦短的，绽放之后的
枯萎凋谢，恰似生命中的聚短离长。江淹《别赋》
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所幸对我等游子而
言，这种黯然销魂，浑然已成常态。

但，栀子花树还在，来年花还会开。有离愁
就会有爱，有爱就会有约定，有约定就会有再来！

这，也许就是栀子的花语。3

颐和园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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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可以让她这样的农民工的孩子
与北京的孩子共有，学校也应该让她和北
京的孩子一样共有，这应该是起码的公平，
是解决农民工下一代教育问题的前提。”

——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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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体之，全力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