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赏析

泣血之弦 大爱之音

写作让我的生命从混沌
中走出来，赋予我存在的意
义。时间经常创造奇迹，我
只是在等待，等待时间把最
深刻的心碎，收敛起来，再变
成一颗颗海玻璃般晶莹的宝
石。”

中原风读书会

□冻凤秋

爱看似唾手可得，比如我们与生俱来享受
长辈无私的爱，人生路上又会遇到朋友的关爱
和扶持，青春岁月尽情品尝爱情的滋味，后来
当了父母又极为自然地爱着孩子。

爱却是很难圆满，比如爱的方式对方是否
喜欢，爱的诉求是不是夹杂着太多私心和贪
念，相爱的双方是共同成长还是互相折磨，爱
的内容局限于小我的一隅还是投向更广阔的
天地。

关于爱的困惑、爱的思索、爱的争论从来
就没有停止过。

也许，比之空谈爱的含义，焦灼于爱的错
失，或者苦苦寻觅爱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每个
人精神的成长。

终其一生，我们都需要在爱中修行。
7月 17日，应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之

邀，知名专栏作家、心理咨询师、电台情感节目
主持人叶倾城从武汉来到省会郑州，在大摩纸
的时代书店，与读者分享自己多年的创作心得
和人到中年关于爱的感悟。

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乔叶听说
叶倾城要来，欣喜地说，我们十年没有见面，我
为老友豁出去，再当一回嘉宾。

曾经，她们都是知名的“青春美文作家”，
在同一本杂志里看着彼此的文章，在电话里互
相勉励。乔叶是朴素亲切的邻家女孩，那些源
自生活的感悟清新自然，如春雨，润心无声；叶
倾城则似千娇百媚的小狐仙，以华美、凌厉、苍
凉的文字，穿透人生的欢乐与悲伤，如闪电，唤
起共鸣。

后来，“两片叶子”各自朝着不同的风向生
长。一个从乡村教师到县城工作再到省文学
院成为专业作家，在写作之路上不断磨砺、深

耕和超越自我，日渐呈现大家气象；一个从省
城的公务员辞职到北京当报社记者，到湖南做
电台午夜节目主持人，到现在成为自由写作
者，于命运的弯弯绕绕中看见深深的爱与痛。

写作改变了两个“70”后平凡女子的命运，
给了她们选择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那天，叶倾城以她独特的急促尖细的嗓音
热情而坦诚地分享：她从小就拥有完整的父母
之爱，成长过程中遭受的最大挫折便是失恋。
那时，她认为感情是简单、纯净的，笔下情感故
事的主人公仿佛生活在真空里，文字叙述也奉
行极简原则。后来，做了记者，尤其是当了情
感节目主持人后，她才接触到更宽广的世界，
聆听到更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的生活、
情感，这让她认识到爱的复杂和多样，逐渐在
文字里增加了更为饱满的内容，对社会人生有
了深刻的洞察和犀利的剖析，她说，我现在喜
欢的是河南烩面式的感情，加了很多配料，口
感丰富，营养均衡。

身为人母后，她才真正懂得如何爱一个
人。怀孕生产的过程对她而言是艰难的，经
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波折。10年之后，她才
敢提笔把当时的过程写到《三十八周零四天》
这本书中。而此后，她将推出记述陪伴女儿
小年成长的系列作品。她说，我承认对女儿
的爱里有一种焦灼感，这种爱不是无条件的，
不是无原则的包容，而是我纵然接受你的一
切，但寄予你希望；是我爱你，同时相信你会
更好。

她写过一篇《回中原》的文章，发表在
2013年的河南日报中原风版上。那篇散文写
的是她陪母亲回南阳老家的故事。她第一次
拿着发表自己文章的报纸给母亲看，母亲果
然很高兴。母亲读完高中后就离开了南阳，
到湖北工作。是在父亲突然离世后，叶倾城

才意识到爱的丧失所带来的空洞和虚妄。面
对年逾古稀的母亲，叶倾城决心重访她生活过
的地方，趁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真正为她写
一本书。

如今，她心目中的爱不是激烈澎湃的，是
绵密久远的，一点点释放，从而细水长流。

写作20年，叶倾城推出十多部散文集、三
部长篇小说和翻译作品《走出非洲》等。新近
出版的随笔集《爱我少一点 爱我久一点》中，
她笔下的爱因为宽广的视野和悲天悯人的情
怀而深沉、丰富，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她勤奋，执着，如精灵般飞舞在文字的

天地。她曾说：只因为一点梦想的束系，让
我心甘情愿，在灯火落尽后的夜晚，将日里
的发生与夜里的梦绘一一炼就。仿佛粗糙
的砾石，以烈焰将它熔炼成沸腾的河流，再
用疾风鼓吹使它渐渐冷凝，终于成就一片片
文字的玻璃。

如今她说，写作让我的生命从混沌中走出
来，赋予我存在的意义。时间经常创造奇迹，
我只是在等待，等待时间把最深刻的心碎，收
敛起来，再变成一颗颗海玻璃般晶莹的宝石。

而对于乔叶来说，曾经写作也许是为了不
甘于眼前的日子，也许是为着挣得不菲稿费的

激励。如今，她说：我热爱这个世界，仿佛也热
爱所有人。凡事与人有关，就不会不与我有
关。再丑恶，再阴暗，仿佛于我也有一种奇怪
的亲切。我似乎是一个活了千年百年的人，似
乎对每个角落都熟悉，对每个灵魂都容纳。他
们似乎都可以被我理解，被我吸融，由我的手
导入，成为我生命里的一个个分支。这种感觉
很疯狂。——写作于我而言的意义，就是可以
过很多种人生……

那天，她们两个谈到曾经的相识，谈到翻
译的得与失，谈到小说与散文创作的差异，谈
到写作与金钱的关系，谈到阅读的深度与广
度，谈到爱的轻盈与沉重，总是那么鲜明的对
比，叶倾城的回答急促率真，尖锐深刻；乔叶的
话语不疾不徐，智慧大气。

她们和读者一起静静聆听朗诵艺术家肖
月优雅深情地诵读，声音赋予她们的文章——
《星星烙》和《两种幸福》更多的意义。肖月认
真地准备，在打印出来的文章上密密麻麻划分
了节奏。一开口，清朗的声音将所有的注意力
携裹进来，带给人别样的享受。

她们和另一位“70”后女作家周瑄璞坐在
一起，听她说文学是自己的全部，塑造了她，改
变了她的命运。她循着作家陈忠实的脚步，以
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完成了一部厚重的史诗般
的小说《多湾》，在文坛备受瞩目。

她们都扪心自问，写作苦不苦？但，做什
么事情没有辛苦呢？

之所以沉醉其中，是因为有爱，有巨大的
乐趣。

正如叶倾城曾经的自白：若心灵有翅，可
以翱翔，稿纸便是无边的天空。谁说一片绿叶
不可以倾城？

正如现场“风花粉”的心声：这样一直站着
聆听“双叶”的精彩对话，也是莫大的幸福。3

凄美的旋律下，诸般人物粉墨登场，悲
欢离合在散射的音符中肃穆上演，弦音绕
梁，弹尽爱恨荣枯，直至歌灭音散，终之以

“殇”……一片静寂中仿若有生机萌动，经历
烈火涅槃重生的，必将是真爱与警醒。读完
青年作家张小莉的反腐新作《爱之殇》，余韵
悠扬，触人肝肠。问如剑刃，引人思量！

持弦而弹——弹出智愚之判！
何谓“智”，何谓“愚”？如果单从字典

中浏览释义，好似简单直白，但若将其投
入经纬交错的社会熔炉之中，置于光怪陆
离的特定环境之内，能够清醒准确地作出
判断，则颇为不易！领导干部身居高位，
运筹帷幄，过人的思想能力、组织能力、实
践能力是其共性特征。以智商、情商为标
准进行判断，这一群体应该在规避风险方
面具备超越常人的智慧，而现实中有些官
员的贪腐问题却显示出与这一特征极不
相符的浅薄和愚蠢。大智若愚者凤毛麟
角，但似智实愚者却比比皆是。是什么样
的原因把“智者”变成了“愚公”，不能不引
人深思。《爱之殇》一书中主人公马海旭超
强的工作能力与错位的权力运用两个方
面形成强烈对比，成功投射出智愚之形，
做出了智愚之判。伏笔于此，启心明智于
无形之间。

拂弦而问——问出亲仇之辨！
亲乎、仇乎？若为亲，何故陷之于不测之

地；若为仇，骨肉亲情岂不血浓于水！亲情是
以血缘为基础的独特情感，是人类所有情感
中最原始、最本真、最纯粹的一种。人的社会
关系中有一大部分要靠血缘来维系。情之所
至，何畏生死？所以，要跨越亲情关很难。分
享权力作为古已有之的不良文化认知，在当

前仍然突出表现为亲人、子女对权力者回馈
的自然期盼。由此，智止于亲，严于外而疏于
内，“夫人”“子女”路线大行其道，被配偶、子
女拉下马的层出不穷。扭曲的亲情像一剂慢
性的剧毒药物，赋予权力“癌变”的基因，使之
转化为“夫贵妻荣”的资本，最终诀别于不归
路上。循着亲仇爱恨这一主线，《爱之殇》用
细腻的笔法、起伏的落差和多角度的情节熏
染，生动再现来自“后院”的熊熊大火。喜与
悲交替上演，欢与痛反复纠缠，仿若在切肤之
痛中发问：亲乎、仇乎？

引弦而划——划出公私之线！
“防微杜渐”的成语故事阐释了事物发展

的渐变过程，一次次的量变必然导致质变。
官员的腐化，同样概莫能外。将视线前移至
这一过程的起点，缺乏严格的公私分界正是
腐败最原始的“孵化器”。从公款旅游、公车
私用、公款吃请等“三公”消费，到权力的私
用、滥用，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只一线
之隔，实已踩过“红线”。在温水煮青蛙的惬
意中，弄权的技巧渐趋纯熟，敛财的手段大幅
提升，追求的数额更为巨大，最终滑入深渊，
误了卿卿性命。公私须有界。权为公器，乃
人民所赋，是党员干部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是其服务社会、施展抱负的平台，绝非谋取私
利的工具。《爱之殇》的主人公用自己的“脚
印”雕刻出这条线，将腐败轨迹立体呈现给读
者，用血和泪印证：公私之线不仅是贪廉之
线，更是荣辱之线、生死之线！

综上思之，《爱之殇》成在充分勾勒出冲
突剧烈的悲剧情节，更成在对智愚之判、亲仇
之辨、公私之线做出的独特诠释，弹奏出警醒
世人的大爱之音！这部小说的问世可谓正当
其时、正应时势。在中央纪委十八届六次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16年纪检工作要
把握好的重点方面是：“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
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与此
相呼应，王岐山也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工
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汲取家规家风、乡规民约中的精华，
来推动社会风气持续好转。“家风建设”上了
中央纪委全会，摆在了总书记要求全党重视
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爱之殇》以独具特
色的视角、曲径通幽的情节、敏锐细腻的笔法
和引人深思的心理描写，提出领导干部“正家
风”这一命题，对当今社会，不但是党员干部，
甚至普通百姓的行为都有很强的启发作用，
是一本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好书。

作者张小莉是我省优秀的青年作家，她
本身是一名纪检监察干部，长期奋战在反腐
第一线，却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人生不能重
来》等优秀反腐长篇小说，并被改编成同名廉
政电影，已在全国播放；主编了一部反映许昌
历代廉洁故事集《千秋廉吏》，创作了《金手
铐》、《代价》、《畸变》等廉政影片，没有家国情
怀，不存着反腐倡廉的担当与抱负，恐怕是很
难做到的。愿其以一书之芳，启众人之思，展
教化之功，善莫大焉！3

□吕晓丽

谷雨过后，楼顶种菜的花盆里，自生出一
棵小瓜苗。这样的意外惊喜，已经接连出现
两年了。两次收获三个瓜，一青二白，鹅蛋
大小，比儿时豆地里见到的马包蛋大很多。
自以为是我管理得好：马包蛋是可以长成大
个的。

直到几天前，在网上查资料，无意中搜
到“小马泡”，才知道小马泡是老家马包蛋的
学名，属野生种，它自有逻辑，不会因为吃得
好就轻易改变自己的青皮和小个儿，更不是
有机肥料中没被腐熟掉的甜瓜籽自生的。

我不仅思忖，马包蛋也是一种作物的祖
先吗？比如西瓜。事实上，我们熟悉的农作
物无一不是源自野生，无一不是原始先民对
野地植物长期选择培育的结果。像谷子来
自狗尾草，大豆来自野大豆，小麦来自山羊
草等。

每一种野草都有一个古老的身份。生
活中我们却很少这样想，也叫不出几个草
名，更多的时候，还要有意无意地轻贱，表
达一个生命卑微、无价值时，我们常说“如
草芥”。

马包蛋就是老家众多草芥中的一种。
它多产，几乎是一片叶子一个果。没长熟
的马包蛋吃着苦，但它皮厚结实，可当弹珠
玩；揉捏一番变软后，又像个盛水的气球。
马包蛋越软越有一股香甜的味道，禁不住
这诱惑，尝过多次，结果还是苦的。秋天割
豆子时，马包蛋长熟变黄，自然散发着瓜
香，这时候再吃，微甜微酸。在那个没有反
季节瓜果蔬菜的年代里，秋天遇到马包蛋
是一种惊喜。

过去，大人们从地里干活回来，有时也
会拿回马包蛋，给小孩们吃或者玩。但是，
锄地时还是会把它当杂草对待。马包蛋生
命力顽强，总有一些能逃过此劫。年复一

年，马包蛋就这样和庄稼共生，与锄头周旋，
成为老家人祖祖辈辈都熟悉的伙伴。在老
家，要是哪个人长得圆胖，个子又矮，大家就
戏称他“马包蛋”。

前年，在一个珠宝展销会上，见到一堆
用边角料磨成的串珠，在不辨质地是人造还
是天然原石的情况下，买了几颗。一是价格
不贵，二是串珠的形色让我瞬间想起了小马
包蛋。

因为暗合一些记忆而引发的购买，在我
的生活中多了去了，而且年龄越大越好这
样，真是应了柏拉图的话：“人的灵魂来自一
个完美的家园，那里只有纯洁和美丽。生命
的历程就是灵魂寻找它美丽故乡的归途。”

6年前的一个夏天傍晚，和儿子去北郊
森林公园，在一片桃园栅栏外的土堆上，意
外见到一株马包蛋。它匍匐在地，结了不少
马包蛋，有个别已经褪去绒毛变得圆滚光
亮。我摘下一个揉软后交给儿子，儿子没觉
得有多好玩。我不甘心，极力强调马包蛋的
香气与可爱，儿子依旧反应淡淡。

唉，对它不熟悉，就生不出亲切的情感。
很长时间，我对物种单一带来的缺憾，都

停留在生物丰富性丧失、田野诗意退化的审
美层面。后来看了一些报道，才知道野生物
种是研究遗传育种生物技术必不可少的载
体。一般说来，野生物种都具备生命力强、适
应性强、多产、抗病虫害能力强的特点，因此，
都是非常重要、稀缺的科研育种种质资源，都
可以作为优质基因资源培养。再者，长期人
工养殖势必会走向近亲繁殖的死胡同，从而
导致物种退化，抗病能力很差，这就需要野生
特殊优质基因的参与，通过远缘杂交实现拯
救的目的。

当我知道还能从这个角度看野生物种
时，那些曾经给我童年带来很多快乐的野花
野草野菜野果中的大部分，已无处可寻多
年。3

爱是一生的修行

□二月河

马包蛋

上图为嘉宾和部分读者合影，本期读书会图片均由曹森拍摄。

作家叶倾城在读书会上。

皮痞祖 绘（选自《阳光里的微童话》）

心灵感悟

——叶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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