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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弘

河南省网络文学学会于2016年 8月2日正式成立
了。大家推举我担任学会的负责人，我深感荣幸，同时
又非常不安。由于工作关系，我在文学界和评论界兼
任了不少职务，其中网络文学学会会长这个职务可能
是级别最低的，但对我而言，它却特别重要，我切实感
觉自己接过的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所要承担的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

就网络文学而言，我有一种无助感、无力感。其
他体裁、门类的文学样式，我们很清楚它的边界在哪
里，工作应该怎么抓。而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
学样式，正处于蓬蓬勃勃的发展阶段，新现象、新问题
层出不穷，边界也在不断延伸当中，需要我们以新思
路、新手段去应对，去解决。我想起《诗经·小雅》中的
一句诗：“战战競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在临
终的时候，把他的弟子叫到床前，让他们掀开被子看
看自己的手脚，并引用这句诗作为最后的遗言，表达
自己对于身体敬慎戒慎的态度。我引用这句话，一是
要表达我面对一个未知领域时内心的不安，二是要表
达我对于网络文学事业敬慎戒慎的态度和爱惜之情。

文学的发展与传媒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很难想
象在龟背牛骨上刀刻甚至竹简木牍上写作的时代，会
有长篇大论的文学样式出现。随着印刷技术的成熟，
才有了长篇小说的繁荣。所以，网络这种革命性传播
方式的出现，必然带来文学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我相
信网络文学一定会发展成为主流的文学样式。当然今
天对网络文学，文学界和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对网络文学狭义的认识，主要限于网络类型小说这个
层面。现在各大网络文学网站所推的作品基本都属这
一类。而广义的理解，则将依托网络进行创作和传播
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言论等，都纳入了网络文学的

范畴。这样做的好处是覆盖面更宽，但也存在着边界
不清的问题。河南省网络文学学会则是以网络类型小
说创作者为基础，兼容了其他类型网络创作者和新媒
体从业者等，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更宽的覆盖面。

总体来说，不管对网络文学如何定义，从中央到地
方，各级领导和部门，对网络文学的重视是毫无疑问
的。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专门请网络文学创作者参与，更是在群团工作、统战
工作等多种讲话中，表达了对网络工作的重视。《中共
河南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特
别把成立河南省网络文艺家协会作为一项内容写进了
文件，省文联、省作协也把这项工作作为做好网络文艺
工作的重要抓手认真落实。这对做好网络文学工作是
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对于省网络文学学会来说，宗旨是做好服务。成
立网络文学学会本身就是延伸服务手臂、扩大服务范
围的重要举措。网络文学作家与其他创作者不同，人
员分散，流动性大，很多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给联络、协
调、服务工作带来了不便。如何做好服务，没有现成的
经验可以借鉴，需要不断摸索、不断探索，加强与网络

作家的联系，建立他们与文艺领导部门、与社会沟通的
桥梁，进一步帮助他们处理好诸如版权纠纷、对外联络
等各种事务性工作，使他们能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创
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创作，是协会工作的目的和
重点。河南的文学创作这些年来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
就，但我们的网络文学创作总体来讲在全国的位次并
不靠前。同时就作品的品位、质量等方面来讲，还存在
着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创作中予以解决，使作
品水平不断提高。

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评论和宣传推广工作，是当
务之急。河南新时期文学能有今天的成就，与有一支
与创作相辅相成的评论队伍是分不开的。但相对于传
统文学而言，河南的网络文学评论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需要不断加强。这些年来，河南的评论队伍重新开始
整合起来，引导部分评论家把工作重点放在网络文学
方面，对促进河南文学评论的健康发展，更好地推动网
络文学创作，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培训工作，非常必要。网络
文学事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充分的人才保障。目前的
网络作家，总体来说处于自发写作状态。网络文学创
作中还存在着暴力、色情倾向，存在着作品价值观不正
确等问题，需要加以引导。如何提高网络写作的艺术
水平，如何引导网络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把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如何坚持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
于创作生产过程等，都需要通过培训工作予以引导。

进一步加强联系工作，要持之以恒。加强作协与
网络作家的联系、加强网络作家相互之间的联系、加强
网络作家与传统作家之间的联系、加强网络作家与社
会的联系，是网络文学学会的重要工作。通过广泛的
联系，可以更好地使这个群体凝聚在一起，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

中原作家群具有关注现实、注重对作品价值和意
义追求的优良传统，这是河南作家在全国具有巨大影
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对而言，网络文学创作在这
一方面比较薄弱。网络文学要想在全社会产生更大的
影响，真正成为主流的文学样式，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所
突破。

河南是文学大省，中原作家群曾取得辉煌的成
就。如何让绵延数千年的中原文脉在我们这里延续下
去，需要网络文学界的全体同仁加倍努力。3

我想起《诗经·小雅》中
的一句诗：战战競競，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引用这句话，
一是要表达我面对一个未知
领域时内心的不安，二是要
表达我对于网络文学事业敬
慎戒慎的态度和爱惜之情。

新风向·弘文堂

——何弘

□张宇

书法家曹向春起点其实很低。因为出身不
好，从小的远大理想里没有政治前途，就剩下找
工作娶老婆这两个目标。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曹向春把命赌在了读书
上。但是，由于严重偏科，数学和英语怎么也读不
进去。一直上了六年高中，才勉强考上了南阳粮
校。在高中的最后两年里，家里人基本放弃，不再
给钱，也确实无钱可给，也不去看他，基本上不管
他的死活。为挣学费，他只好下广州捡垃圾卖废
品。为此，他睡过火车站和建筑工地的水泥筒子，
当然也要过饭。那时候在大城市的低处，他看够
了这个世界的冷暖。但他并没有觉得生活有多
苦，反而觉得自己很能干。因为考大学找工作娶
老婆的幸福生活在等待着他，他就这么努力着。

好像生活的现在进行时里本没有痛苦，痛苦
的感觉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够发现和品尝。

在南阳粮校学习期间他发现了书法，或者说
是书法发现了他。他开始痴迷书法，也在同学们
中间出尽了风头。完全没有想到书法也是贼船，
上去容易下来难。毕业后再也不能面对正常的
工作。在他工作过的六家企业中，都没有干好，
一次又一次被人家开除了。理由也基本雷同：

“不务正业，好写字”，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不正
常的人”。好像企业也没做错，心里总是迷着书
法，如何能够正常工作?

当然也因为他入世尚浅，没有学会伪装。他
还没有明白在社会上混生活也需要手段，起码知
道能干的不说，能说的不干。他还没有成熟。

曹向春彻底失业是在2006年，从此再也找不
到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他还有饭吃，全因为
他找对了老婆。老婆有工资，他可以“吃软饭”。

那时候他老婆月工资也就1400元，竟然盲
目地认定，丈夫在别人眼里是棵草，在她眼里永
远是个宝。她果断地让向春别出去应聘了，她来
养活他，让他就在家读书写字吧。当时，她并不
知道曹向春会有出头的那一天。在曹向春最困
难的日子里，是他的老婆站出来张开宽阔的胸
怀，包容、纵容了他和他的书法。从此，他成了真
正的专业书法家。

大概从2006年开始，经过四年时间，曹向春
专心研习书法。他的手机摆在书桌上，常常一个
星期也接不到一个电话，大家都忙，关心他的人
不多。也正因为耐得住寂寞，他的书法水平突飞
猛进。竟然于2009年末一举获得了中国书法兰
亭奖，终于跃过了龙门。并于2012年获得首届

“墨舞神州”全国电视书法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奖
品是一辆价值17万元的轿车，从而轰动天下。

俗话讲名利双收。曹向春因为成了书法名
人，自然也挣到了钱，也自然找到了体面的工
作。他们家再也不缺吃穿，开始过上富裕的生
活。再行走江湖，曹向春开始成熟，人前人后人
模狗样也学会摆出书法家的派头儿了。

如果说曹向春是千里马，他老婆才是他真正
的伯乐。完全是他老婆伟大的爱，在物质和精神
上哺育了他的成长。

曹向春有良心。开始回报他老婆的恩德。
由于没有了生存困难，他坚持自己带孩子，让老
婆辞职去河南大学重新读书，学习画画。因师从

名家，几年后他老婆也成长为一个山水画家。
现在丈夫是书法家，老婆是画家，他们完全

由贫贱夫妻过渡到了艺术之家，好像从现实走进
了童话。

书法就这样改变了曹向春的命运。如今他
自在地生活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如果回顾曹
向春的奋斗历程，一直都放射着“执着”的光芒。
他向我们证明，一个平民经过努力，同样也可以
走进艺术殿堂。

我看过曹向春的许多作品，书法、篆刻、诗歌
和散文，很容易就发现，他把生活的精神带进了
艺术。不论他的书法篆刻或者诗歌散文，无论他
如何转换笔墨和语言，他的作品里永远洋溢着一
种倔强和执着。还有点儿什么?再就是幽默和趣
味，不论你如何观赏，他的作品里总有一种有趣
的味道。

执着和幽默，我想从这两点出发，曹向春应
该发现了自己的风格。当然，也仅仅是发现，小
荷才露尖尖角。究竟能够走多远，这就要看他的
造化了。说白了，这年头生产的书法家太多，多
如牛毛。书法家虽然很多，但在书法品位上有修
为的又不多见，想在书法上有造诣，不容易。因
为一个书法家和任何艺术家一样，都有自己的局
限。能不能克服缺陷，走出局限，完全依赖觉
悟。觉悟又分渐悟和顿悟，这就讲缘分了。就像
执着只是一个台阶，台阶上面是不执着，不执着
才是境界。虽然两者并不矛盾，却高低不同造化
不同……

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理由期待曹向春继续成
长，期待他走得更远。3

我所歌咏的“黛眉”，既非红
颜知己，也非昔日恋人；它是一座
山，就是那座位于洛阳新安境内、
黄河南岸、小浪底万山湖靠近太
阳一侧的山。

这山，与我有缘！
作为夏商周断代史的痴迷

者，我曾长期陷入一个历史谜团：
商朝开国君王成汤的王后吉妃，
这位千古贤后，究竟安葬何处？
有人说在河南商丘，有人说在偃
师、武陟，还有人说在陕西三原、
山西荣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茫茫然，我戚戚然！
如此牵念吉妃，因为她是我

的同乡，尽管关系疏淡了点儿，时
间久远了点儿。

3680年前，在今河南商丘一
带，有有莘氏，属夏朝方国，水乡
茂原，物美粮丰，民风淳厚，我的
先祖就居住于此。河湾有村，村
有构林，林中有奇花异鸟；至于村
名，如今已渺然难考，就姑且叫它

“河湾构林”吧。
这“河湾构林”肯定发生过很

多故事，只是传到我这一辈儿，就
只剩一个大概。偏偏是这个“大
概”，把我引到了黛眉山。

2016年仲夏某日，忽收到朋
友大嘴频频微信、短信、电话急
告：“记者哥哥速来！黛眉山发现
奇景，超你想象！”

大嘴引路，导游陪同，我们过
天路奇观、云顶花园，经高山草
甸、地质画廊，穿过那道新开石
门，眼前的情景叫我心跳加速，目
瞪眦决——

两尊近百米高的赭红色石
柱，独立于山体，相向而立，俨然
一男一女！

他，痴然，昂然；她，谦然，卑
然。两“人”凝目对视，欲拥未拥，
似在诉说着什么。夕阳泼金，远
天霞蔚，在青黛苍茫的大山背景
下，这画面显得异常圣洁而凄婉。

难道是她？是他？是他俩？
瞬间，我被抛到时间的深处。
公元前1680年的一天，有莘

氏国王为平息部族叛乱，让宠臣
携其家小，隐名埋姓来到河湾构
林，过起普通人家的光景。其女
翠儿与本村的柱娃儿相识相知，
青梅竹马。有次，柱娃儿为救被
猛犸卷住的翠儿，抱一石块砸瞎
猛犸的一只眼睛，却被猛犸挑破
额头，留下一道直达头顶的疤
痕。翠儿为报柱娃儿救命之恩，
送他项坠作为纪念。

春秋三度，两人已届舞勺之
年。有莘氏国王平定了叛乱，接
家眷回都。离别之时，翠儿和柱
娃儿相拥而泣，对月盟誓：非对方
不嫁不娶！

汤是契的第十四代孙，亦称
成汤。那年，英姿勃发的国王成
汤东巡有莘国，原本是为了向有
莘国讨要奴隶伊尹为相，却被有
莘国王一眼相中。有莘国国王把
他的独生女翠儿嫁给了成汤，把
伊尹作为陪嫁。

失去翠儿的柱娃儿丢了魂。
他只知道翠儿嫁到了新安一带的

黄河北岸，那是汤王游猎居住之
所。某个清晨，他跪别父老，踏上
了寻找翠儿的道路。

却说那汤王，特别喜爱吉妃
——早前的那个翠儿，如今已被
封为王妃了——尤爱她的眉眼：
柳眉如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百看不厌。某日，汤王兴致大发，
遥指黄河南岸那黛青之山，昵称
吉妃为“黛眉娘娘”，以示宠爱。
百官喝彩，天下响应。

柱娃儿不知此情，整日山果
果腹，天棚地床，于黛眉之巅驯鹿
牧羊，骨笛寄情。可怜的柱娃儿，
日日北眺汤营，时时引颈长啸，其
声呜然，煞是悲凉：

生我上苍兮，又令我殇。既

已许我兮，何不成双？

陟彼高巅兮，睥目玄黄。佳

人于归兮，大河之阳。

既为梓童兮，殷勤侍王。子

若星汉兮，社稷永汤。

盈盈仓廪兮，蕡蕡牛羊。不

我遐弃兮，永无奢望！

上天眷顾成汤。那次有莘国
之行，不仅得到一位美丽贤惠的
绝代妃子，还得到伊尹这个治国
安邦的旷世奇才。此后，正是得
吉妃、伊尹、钟虺等人辅佐，成汤
最终消灭夏朝，建立了强盛统一
的商王朝。这一切，都是在我那
可怜的老乡柱娃儿日夜北眺、风
雨凝视里发生的。其间，他的鬓
角染了白霜，虎背开始微驼，他
那悲怆的长啸里多了嘶哑，少了
嘹亮。

那一年，久旱不雨，赤地千
里。吉妃夜渡黄河至黛眉山代天
子祈雨。作为山间“野人”，柱娃
儿面对吉妃，只可远视，却不能近
前，只能吻着翠儿送他的玉坠，肝
肠寸断。

就在此时，突然雷电交加，
大雨倾盆，云幔雨幕中，一块状
若玉坠的巨石呼啸而至。其石，
巍巍乎十几丈高，沉沉乎数万钧
重，急停于柱娃儿身侧，骇得他两
膝发软。

祈雨的队伍因“飞来神石”而
队形大乱，众人仰望巨石，赫然，
愕然，悚然；唯有吉妃知其何物，
凝视良久，泪如雨下：“苍天啊，既
仍眷他，赐我一面！”话音刚落，豪
雨骤歇，霞光万道，可怜的柱娃儿
悄然隐身于石门之后，抱头饮泣，
抖若米筛。

此后，翠儿多次以各种理由
巡游黛眉，只为与她的柱娃儿哥
一见，却因柱娃儿有意回避，屡屡
未能如愿。

悠悠若年，商汤驾崩。吉妃
第二个儿子外丙继位，社稷泰靖，
黎民安康。

日升日落，岁月如梭。忽一
日，大地巨震，垂暮的吉妃，即将
宾天！

但见天地间一缕青烟，翩然
越河，直奔黛眉峰巅。翠儿的灵
魂披风挟电，匆匆来到她的柱娃
儿哥面前。正当柱娃儿倾身相
迎，将与翠儿相拥之时，一道亮
闪，一声霹雳，二人瞬间成石！

品味这感天动地的“翠柱之
吻”、“黛眉之约”、“旷世之恋”，我
不禁仰天长啸！

人生 莫非真的是一个圆？
在哪儿离，在哪儿合；从哪儿分，
到哪儿见；明得了初心，看得见
原点；人生的画布，历史的漂染；
上帝的无形手，命运的调色盘；
唱不完的阴晴圆缺，道不尽的离
合悲欢。无奈到头来终究是剪
不断、理还乱，挣不断的恋，撕不
开的缘。

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凡尘
喧嚣、人间嘈杂已然淡远，天地间
唯余蓝天下的万山湖、白云中的
黛眉山。3

□张富国

小时候，每逢夏至吃凉拌面，母亲总会
问一句，“要什么浇淘？”这浇淘，也叫浇头
——拌面的菜，有荤有素，炸酱的、打卤的、
煎炒的、汆卤的。招待客人时，摆上过水
面，几样浇淘分盛几碗，挑选自己喜欢的，
浇到面上，拌和均匀，“哧溜哧溜”，清凉与
美味一起下肚，好不畅快！这种吃法比较
张扬，还有一种内敛的：浇淘放碗底，然后
盛面，浇淘越吃越多，惊喜也就越来越多！

凉拌面，也叫冷面，古称冷淘。母亲
说的“浇淘”，现在想来，比“浇头”一词要
有文化得多。

冷淘，源于唐代长安的宫廷。唐时朝
会，皇帝为官员准备免费的餐饮——“廊
下食”。炎夏时节，九品以上官员享用的

是槐叶冷淘。据说，长安是冷淘的发源
地，“小麦关中者为上品”，而且满街国
槐，食材丰富。但它并非百姓的腹中之
物：这嫩叶，“味甘性平”，一过时辰，入口
苦涩，必须及时采摘；“长安冰雪，至夏日
则价等金璧”，百姓怎能消用得起呢？杜
甫有首诗记述此事：“青青高槐叶，采掇
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嫩
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
入冰水浸漂。捞起，熟油浇拌，冷藏井或
冰窖中，加上佐料调味，随时可用。冷热
交替的颠覆，清热去火，才有“经齿冷于
雪，劝人投此珠”的感觉。如此美味，朕
不独享，赐予臣下，好好做事吧。皇帝的
恩宠，让“冷淘”走近普通官员。炎炎烈
日，冷淘犒劳，颊齿留香，暑蒸顿消；若不
尽心卖力，愧对人生！

到了北宋，帝都汴梁“人口逾百万，货
物集南北”，几乎所有的食肆都出售冷
淘。依然一冷到底，但甘菊、猪肉等纷纷
加入，面条改良了不少。“淮南地甚暖，甘
菊生篱根。长芽触土膏，小叶弄晴暾。采
采忽盈把，洗去朝露痕。俸面新且细，溲
摄如玉墩。随刀落银镂，煮投寒泉盆”，北
宋的王禹偁食过甘菊冷淘，惊呼“杂此青
青色，芬草敌兰荪”！南宋时，临安的冷淘
有了“丝鸡淘”、“笋淘”等新品，甚至使用
挂面来代替手擀面，创出了“银丝冷淘”的
品牌！“物无定味，适口者珍”，口味不一，
品种必丰，汴梁、临安的官民纷纷加盟，热
情地追捧冷淘。文人难过口欲关，晁说之
绘过《鹰逐野禽图》，为人冷硬，可是，吃冷
淘的时候，不顾年迈，着急火燎的样子，

“槐叶冷淘来急吃，君家醪瓮却须休”，让

人忍俊不禁！
宋元时期，小麦取代了小米，冷淘在

北方遍地开花；南方人钟爱的过水米线悄
然进入千家万户。过水，在缤纷的食材中
灵活变通，居然成为国人的烹饪习惯！元
末明初画家倪瓒记述了这个时期的“冷淘
面法”，“生姜去皮，擂自然汁，花椒末用醋
调，酱滤清，作汁。不入别汁水。以冻鳜
鱼、鲈鱼、江鱼皆可。旋挑入咸汁肉。虾
肉亦可，虾不须冻。汁内细切胡荽或韭芽
生者。搜冷淘面在内。用冷肉汁入少盐
和剂。冻鳜鱼、江鱼等用鱼去骨、皮，批片
排盆中，或小定盘中，用鱼汁及江鱼胶熬
汁，调和清汁浇冻”。万物本自天成，一碗
冷淘配以精美的浇淘，在名家笔下，居然
如此灵性！

到了清代，冷淘成为夏至的节俗食

品。清初词家曹贞吉写到老家山东的“冷
淘”：“ 五月黄云全覆地。打麦场中，咿轧
声齐起。野老讴歌天籁耳，那能略辨宫
商字？屋角槐阴耽美睡，梦到华胥，蝴蝶
翩翩矣。客至夕阳留薄醉，冷淘饦馎穷
家计。”吃冷淘，也成为官方宣布入夏的

“国之大典”：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
胜》记载，“夏至大祀方泽，乃国之大典。
京师于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
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爽口适宜，天
下无比。”自此，冷淘一词，渐出国人视
野，取而代之的，是北京的炸酱面、陕西的
凉皮、吉林的冷面、河北的金丝杂面、台湾
的担仔面……凉面、过水面、冷面、凉皮、
凉拌面……不一而足，成为华人的挚爱！

冷暖转换的博大精深里，总有一款是
你喜欢的。3

战战競競 敬慎以待
心灵感悟

黛眉猜想

□戴鹏

黛眉秀，黛眉柔，

黛眉披着绿丝绸。

黛眉惠，黛眉遒，

黛眉与人解烦忧。

黛眉一皱水生烟，

黛眉一展百花羞。

黛眉生来养诗句，

黛眉最能染画轴。

黛眉滋润英雄胆，

黛眉亦可熔吴钩。

黛眉使我魂梦绕，

黛眉令我不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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