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感悟

□墨白

到目前为止，《幻河》是我见过的在装帧设计上最为独
特的一本书。这本内容竖排关于黄河图文并茂的诗集，你
要在大约16米长的空间里才能全部展开，而这长卷的另一
面，则是一张漫长的空白纸，就像一条从来不曾被污染的河
流，可以用手中的笔来任意摆渡时间。

1987年春天，马新朝作为一名记者，跟随当年著名的
黄河漂流探险队一起来到了黄河源头，就像后来诗人在《幻
河》里所呈现的那样，他们一路穿越黄土高原，沿着黄河中
下游直至入海口，历时半年，诗人把中华民族在时间长河中
思考的有关历史、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人性
的结晶像珍珠一样都镶嵌在了弯曲的黄河两岸。应该说
《幻河》是诗人在文学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在我看来，
《幻河》只是新朝诗歌生命里的一个序曲。

2016年的 6月 8日，我去郑大二附院探望因身患胰腺
癌住院的马新朝，看上去面容已有几分消瘦的诗人那天上
午半卧在病床上，在一丝伤感和无助从他眼神里消失之后，
他对我说：这个病，我想通了。咱农民的孩子，该经历的都
经历了，该得到的都得到了……那一刻他脸上露出了一丝
孩子般的笑容。在以往的岁月里，我和新朝常常谈起人生，
谈到我们身后那一望无际的田野。我深深地理解，这位以
土地为背景的诗人，从来没有背离过那个名叫“马营”的村
庄，记忆里的阳光与鸟鸣，树叶在雨水里的摇曳，聚集在响
器声里的哀鸣与欢乐，诗人都视为自己的呼吸；乡村的房屋
与土地、从村口出进的身影他都视为自己的血肉。我知道，
他无法摆脱这些：一个人不断被删减。减去枝叶的繁华/词

语的修饰，减去内心的风暴，使他不再摇晃/他的话越来越

少，后来只剩下骨头/在大地上行走（《幻象平原》）；假若我

往后退，后退/马营村一定是我最后的屏障，最后依靠的/亲

人。到了那一天/它会瞬间站立，和我抱在一起（《到了那一
天》）；我的脸在衰老/就像挂在门口的牌子，被风雨/漂着。

它只是我的一个符号或标记/在人群中漂浮。我活在我的

思想或想法里/我的思想，是用平原上村庄的梦/还有远山

的阴影作为营养，让它一寸一寸地/生长（《我的脸》）；夜深

人静时，冥火为路，死者把一生的/细软、财产，还有经历，一

遍遍地搬进响器/沿着它那铜质的幽径（《响器》）。诗人的
整个生命，到了《响器》这本书里，已经完全融入了文字，就
像血与肉，无法剥离。

那天我回到家中，又拿出《幻河》，发现这之前我已经在
书的背面写下了一些关于自己梦境的片段。那些文字唤醒
了我的记忆：2005年的某一日，刚刚调入省文学院的马新
朝送我一册《幻河》，在随后的日子里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床
头。入睡前，我沿着那条弯曲的河逆流而上，在黎明，等睡
醒之后，我就随手在《幻河》的背面写下我的思考。从6月8
日起，我就把《幻河》放在书桌上，以便随时能翻阅……

2016年 9月 2日下午三点，我和诗人萍子又一次来到
了马新朝的病榻前。我握着他骨瘦如柴的手，他微微地睁
开眼睛，平日温和的目光已经有些浑浊，但有一滴泪水从他
的右眼角里走出来，慢慢地从他蜡黄消瘦的脸颊上滑落。
我的心，一下被那滴泪水刺穿了。新朝兄，我的新朝兄……
那一刻，我仿佛置身在一望无际的森林里，冬天的森林。在
我的耳边、吹过一阵强烈的寒风，无数片枯黄的树叶从天空
中飘落而来……

9月 3日傍晚，传来了他辞世的消息。新朝兄1953年
11月24日在一个名叫马营的村庄里来到世上，再有82天，
就是他满63岁的生日。我和新朝兄有过许多次的分手，有
时是他开车送我回家，我下车后站在路边看着他开车离
开。在离开之前我们总是要挥手告别，说，再见。可是，这
次已没有再见。

那天深夜，我坐在书桌前，伸手拿过那本不知被我抚摸
过多少次的《幻河》，我又一次提起手中的笔，在书的背面，
工工整整地抄下了新朝兄的《最近》：最近，我常想他，去看

他/他也想我，来看我/回忆是阶梯——/大哥说，我们兄弟

一场，却隔着/阴阳两界，没有办法打电话/只能在回忆的阶

梯里遇见……3

□陈峻峰

一

杜甫是中国的杜甫，世界的杜甫，但他首先是巩义的杜甫。
巩义是他第一滴乳汁，第一口面汤和菜叶，第一粒盐，第一滴

水，第一次发声，第一次哭笑，第一次爬行，第一次站立……站立，
在豫西苦难地，黄河岸，大平原，这第一次站立，就巍然高过了邙
岭，高过了中岳嵩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因之你才能有高拔的视界俯瞰大地，才能有坚硬的骨骼担当

国难，才能有博大的胸怀护卫苍生，才能有恢宏的诗篇震烁古今。
浩浩中华，皇皇大唐，开元盛世的大唐，万邦来朝的大唐，霓裳

羽衣的大唐，贵妃出浴的大唐，安史之乱的大唐，呼啦啦似大厦倾
的大唐，“三吏”“三别”的大唐，“春望”“秋兴”的大唐，你于血色废
墟之上，突兀而起一座文化巅峰！

尊之诗圣，谓之诗史。
但你首先是巩义的杜甫。

二

在南瑶湾村，在界泗河，在笔架山下你出生的窑洞前，以诗人
身份来朝圣，而你在哪里？

时值盛夏，万物勃发，内心燃烧，诗思涂炭，欣喜于园子里大枣
已经满枝，石榴已经泛红；不安是园子外市声嘈杂喧嚷，大路红尘
滚滚，以及许多催促，追撵，围剿，设局，陷阱，欺诈，恐吓，纠缠和撕
扯。看不见，辨不清，告诉我方向和出口。

固然没有可能，也要让我有此一个上午想象的千年穿越和诗
意徘徊，独自一人，寻找你当年遗落的忧思，伤感的残句，母亲的轻
唤，稚嫩的童谣，歪歪斜斜诗行一样的足印，还有儿戏，撒欢，狂野，
恶作剧……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
树能千回。想想，我要的兴许不是这个；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
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再想想，我要的兴
许也非这个。

我的困惑是，我想从你那里获得故乡与生命，时代与诗人，现
实与诗歌的另一种释义，譬如颂诗，譬如赞歌，譬如献媚，譬如持
守，譬如过往，譬如当下，就像我看见烈日下正在挥汗如雨劳作的
人们，或者艺人极尽奢华的婚礼铺张以及官司和绯闻的爆炒，还有
那些苍老、无着而木讷的人们，我想找到今天的情感和表达。

包括嚎叫，包括绝望。
我最终止步于你的墓前，以晚辈的身份来祭拜，而你在哪里？

三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是的，我和你仿若隔着千年万年千里万里的时空距离，但在

诗歌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和路口，都能与你直面相逢，及至匆匆
奔走，旁若无人，横行霸道，或者踽踽独行，都能间或碰到你诗歌
的句子，将我们撞击、鞭挞、刺痛和划伤，更何况在你的老家，在
你的故里。

吴越，齐赵，梁宋，川渝，湘鄂，长安，你不过负载着诗者的沉
思，歌者的沉郁、行者的沉疴踏出一路足迹，印在了那里，及至尸
骨；而欢笑，啼哭，眷恋，相思，悲苦，大爱，魂魄则从一开始就永留
在了故乡。

在根系血脉里，在诗里，诗里的巩义，意象的巩义，隐喻的巩
义，通感的巩义，黄土上的巩义，明月下的巩义，小相菊花里的巩
义，橡子凉粉里的巩义，口音里的巩义，口感与口味里的巩义，咳嗽
声里的巩义，肤色上的巩义，行走与坐卧里的巩义，生活琐碎习惯
里的巩义，及至你无数次从远地省亲归来的巩义，之后再生死离别
的巩义，已分不清它是你地理的故乡，生养你的故乡，还是诗人自
我重构的精神世界，诗意栖居，或者是所有诗人一生都在重返的一
个纸上与存在的原乡。

这是宿命，这是终结，也是涅槃，也是重生。
这会儿，或者你就站在我的身后，或者你就一直在望着我，如

此之近，微笑着，望着我这般东张西望，茫然无措，煞有介事，心事
重重。

不要笑。我，我们，并非作秀。这可能恰恰是绝非一类人所有
的最为普遍、最具代表性的属于我们时代的神情。

四
随波逐流，一些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是绯闻的传播者，灾难的

围观者，事件的猎奇者，是非的饶舌者，而在另一些时候，我更是一
个物质的享有者，或者奴隶。众多自谓为诗人的，青春作伴，纵酒
放歌，早已钟鸣鼎食，衣食无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也早已不再是士人、诗人祈望不得的诉求
和梦想。

而焦虑与忧患依然。不一样的焦虑和忧患。抑或怀有自私，
甚或功利。

就像你在我的背后或者一侧看到的我那样，装腔，作势，奔
波，劳碌，一个上午，不停地接着电话，打着手机，官样的语气，商
人的语气，浮躁的语气，粗俗的语气，色厉内荏的语气，含混暧昧
的语气。

突然警醒：或者你就站在我的身后，或者你就一直在望着我。
仓皇中我想到了逃跑。又站住了。在你面前，所有人——政

客，商人，艺人，诗人，都无处可逃。
固然那门扇、窗台、围墙、展厅、长廊、石阶、篱笆、栅栏和历史

一起，全部向人打开，展现为一种文化的开放之姿，并无处不透着
诗歌的光亮和绿。

五
杜甫故里，一座苍浑丰茂的精神苑林。
唯美：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细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大气：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豪放：丈夫四方志，安可
辞固穷。豁达：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警醒：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犀利：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尖锐：朱门九肉臭，
路有冻死骨。伤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紧迫：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忧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虑远：千秋万
岁名，寂寞身后事……

于此你让我再次看到了自己的矮小和卑劣、怯弱和虚妄，你任
何一个词语都乃誓死不休的惊人，并满含凝重和锋利，直击现实和
人心。并非我一个人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体无完肤，也并非源自
这骄阳似火，暑气蒸腾，酷热难耐。

我知道，这是面对你时内心的慌张和焦灼。
我想把此一个虚伪的自己和另一个真实的自己留在这里，于

理性的光辉里寻索天地的大道，于诗性的光辉里发现人心的痛彻，
于人性的光辉里洞见生命的宏丽、热烈、冷峻和庄严。

脱胎换骨，而不改初心，今生来世，甭吭气儿，俺仍然做个诗
人。3

□冯杰

中原诗坛我刚刚送走诗人王斯平,又送走诗人
马新朝,两个待我如弟的师长走了。白云苍狗，人
生无常。

在一个单位习惯了，一时觉得没有马新朝的
省文学院少了诗歌的植物气息。天嫉英才，马新
朝患病晚期忍受着极大痛苦，以惊人毅力和意志，
实现了自己的超越和解脱。

马新朝无疑是中国当代诗坛优秀的诗人之
一,是中原当代诗坛执牛耳者。马新朝的诗艺是
一座丰富深厚的矿藏，期待以后方家挖掘。我相
信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诗会愈发闪耀出宝石般的
光芒。

马新朝没有著作等身，但每一部作品都有自
觉的精品意识，诗集《幻河》达到用现代诗写黄河
题材的顶峰，黄钟大吕般，是独具魅力的诗性文
本，让我想起艾略特的《荒原》。中原有两部写黄
河题材的“大作品”，一部是画家李伯安的国画长
卷《走出巴颜喀拉》，那是一条色彩的黄河，另一部
是马新朝的《幻河》，这是一条诗歌的黄河。不同
却是两座不易超越的艺术高峰。马新朝后来的诗
集《低处的光》《红花触地》，内敛宁静，返璞归真；
散文集《大地无语》厚重的能量，甚至超过了很多
散文家。诗人马新朝艺术眼界、天分很高，对我说
他自己还有一个理想，晚年能找一大块时间，要写
出来一部长篇小说。

他最后的一部诗集叫《响器》，甚至像某种谶
言。有人问我怎么能叫“响器”呢？在中原乡村，
响器是一种最后的乡村送行。马新朝像一位预言
家：“就是此刻，我突然升高，高处遍地灯火。”他谱
写了一曲诗艺的绝唱。

马新朝还是诗人里的书法家，为了提升诗人
综合素质，亲自担任河南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那
么多文艺职务，他特注重这一头衔，临池不辍。他
的隶书脱俗率真，随意写来，疾风快马，无拘无束，
有些情趣是专业书法家写不出来的，他对我说这
是“醉意的书法”。诗坛上有“南川北马关东张”之
称，他是一匹“北马”，沸沸扬扬，渐入佳境。平时
笔会我写字多应付一张了事，正色婉拒理由是不
见钱不写。新朝却是那么宽厚待人，有求必应，他
能忍着病痛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然后坐在那里
独自擦汗。

我和他在一起最好的时光是在省文学院楼上
楼下，空余我就下楼听他兄长一般的教诲。刚来
郑州时他担心我冬天屋冷，要把自己的毛毯让我
拿走御寒。我开玩笑说我是用杜甫来抵寒的。我
一直不会开车，他多次开车带我，途中对我说，你
只管把咖啡递给我让我提神就行，每次出行我负
责递上咖啡提神，后来改成递上清凉油涂抹提
神。味道弥漫至今。

马新朝有诗人的率性和童真，有次去漯河南
街村，他有刚开车的一股兴奋劲儿，我说应该向南
走，他要听车上语音指示西行，说要相信里面这个
女人的话，结果向西走到新密另一个南街村。那
年社会上恶搞杜甫时，马新朝首先站起来以身挡
风，说杜甫是我们民族的诗圣，他自觉维护着诗人
的尊严……

新朝去世后，孙荪先生夜里睡不着，特撰挽
联发来让评论家何弘书写 ：“‘幻河’是真诗，掬
波以见巨眼；‘形式’即魂灵，恋乡土而奉大爱”，
道出了马新朝的诗风人品。他63年的生命里，以
身献诗，诗歌是支撑马新朝的生命灯盏，他一边
用手罩着 以免被四周刮来的风吹灭；他执著地
用这一灯盏照着自己和这个苍茫的人世，他相信
词语后面所隐藏着的神秘的真相以及真理的美
和拯救的力量。

他做到了。那诗里有他的呼吸，有他的神秘，
还有他的体温。

送新朝最后那一个夜晚归来，世界依然里外
如此热闹，我在一方秋夜叹谓，写字渡哀，红花触
地，成诗一首，却只有九行：

马营村的偏旁部首，再无清瘦骨敲响

来到第一次没有你的文学院里

那些诗行如此空旷

楼梯和台阶空余旧日浮云和墨香

白河之水漫过周梦蝶冯友兰和唐河来到一座

城市夜空

折叠起有你的时光

闻到时间里需要附加咖啡和清凉油弥漫的

道路

气息依然覆盖诗的面孔

响器的花朵不停地堆砌巨大的蜡烛般的意象3

□周大新

史书上说范蠡是楚宛三户人，楚国的宛地
就是今天的南阳，故此，我这个南阳人称他为老
乡，是没有错的。

对于这个声名很大的老乡，我在很长时间
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敬意，不给他足够敬意的
原因，在于西施。他在诸暨苎萝村溪边寻到浣
纱的美人西施后，一开始并没有告诉西施他寻
找她的真正用意，结果纯真的西施一下子爱上
了他，他竟也接受了她的爱意，两个人据说还有
了爱情的结晶，可最后，他还是把她作为一件有
丰厚政治回报的礼物送给了吴王夫差。不管这
中间的理由有多少，反正他这种作为令我难以
接受。

敬意虽不足，但对于这个老乡，我还是非常
佩服的。

我佩服他当年断然离家到越国去施展抱
负和才华的那份勇气。在他活着的那个年代，
信息非常闭塞，交通极不方便，可一旦他发现
自己的抱负和才华无法在楚国施展时，竟能断
然下定决心离家出走，去寻找宜于自己发展的
地方，这，没有勇气是很难做到的。楚国的第
一个国都就在离宛城不远的丹阳，宛地在那时
应该是富庶和易于谋生的，如果他想娶妻生
子，种上几亩地过平常日子，应该是不难做到
的。但范蠡不想平庸地活过一生，他想把胸中
治国领军的宏大抱负付诸实践，干一番惊天动
地的事业，于是就下定了决心告别父母离家外
出，去面对一个很难把握的未来。他在白河岸
边登上南去的小舟时，可能还有日后衣锦还乡
的念想，可能还站在船头向他的父母边鞠躬边
说：儿子过几年就会回来看望你们！但难料的
世事最终切断了他的希望，使他终老前再也没
能回过故乡。南阳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是从

不鼓励年轻人外出远行的，男孩们很小就接受
父母的教导：金坑银坑，不要舍了老家这个穷
坑。可范蠡却毅然坐上一叶小舟，经白河而汉
水，再入长江，顺流而下去了远方。

我更佩服他在权力的巅峰上毅然与权力
告别的那份智慧。范蠡在先入吴后入越确定
留在越国之后，开始全心辅佐处于穷途末路的
越王勾践振兴国家，20年的时间，果然使越国
由弱变强并最终灭了吴国。其间，范蠡随同战
败的勾践去吴国当过奴仆，可以说是尽心尽
力，忠贞不贰。他辛苦付出的回报终于来了，
在吴王夫差战败自杀之后，在越王勾践重回
王位一呼百应之后，范蠡被尊为上将军，当上
了全军统帅。军队统帅在一个国家当然是最
高等级的官员，可以说是手握重权，登上了权
力的巅峰。这个时候，依常人想来，他应该开
始享受自己的奋斗成果，享用权力带来的各
种好处，金钱美色，高房大屋，好马铜车，山珍
海味，绫罗绸缎，美酒佳肴，都应该是伸手即
来，点头便到的。这个时候的他应该是志得
意满，笑意盈面。然而，他却突然辞职挂冠而
去，乘一叶扁舟离开了越国国都，去齐地干起
了养鱼、晒盐和经商的活儿。这，不仅在当时
的越国朝野引起了震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
的今天，也仍然使我感到意外。我们知道，权
力对人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一般人要抗拒它
是极其艰难的，多少人至死都不愿放弃权力，
多少人宁愿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去夺取权
力，多少人用了一生的积蓄想去买来权力，可
范蠡却毅然决然地自动放弃了权力。这个举
动，没有大智慧大定力是很难做出的。翻开
中国历史，你会看到多少官员都死到临头了，
还决不放弃手中的权力，他们中也有人像范蠡
一样看出了危险，可他们宁愿垂死挣扎，也绝
不自动放弃权力。相比之下，你能不对范蠡生

出佩服之意？
我还佩服他有一套精明的经商本领。照

说他的前半生研读实践的都是治国平天下之
道，他熟悉和擅长的都是政治和军事领域的
事情，一旦改行经商，能养家糊口就不错了，
毕竟隔行如隔山呀。可没想到，他竟然一入
商行就研商道穷商理，提出了很多长久经商
的人都没能提出的经商理论，为中国古典商
业理论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比如，他提出商
业经营的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商人要
提供人们生活和生产需要的东西；比如，他提
出商品调节的原则是“待乏贸易”，即让货等
人，不要人等货，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又如，
他提出要把握好商机，“买卖随时，挨延则机
宜失”；再如，他提出薄利多销，“逐什一之
利”，主张只得百分之十的利润即可。他为了
买卖公平，发明了先进的十六两秤；为了货物
流通速度加快，发明了运货马车。一个高官
转入商道之后，能够如此如鱼得水，能够迅速
提出自己的商业理论，能够迅速发明经商工
具，能够迅速赚得大钱成为巨富，确实令人称
奇！这说明范蠡的头脑极其精明且随时都在
高速运转，以备应付任何局面。作为他的老
乡，我不能不心生佩服之意。

南阳这块土地，因当年处在楚文化、秦文
化和郑、蔡、陈中原文化的交汇处，其对人精
神上的滋养要更全面一些，范蠡一生能有那
么宽阔的眼界、过人的智力和那么多辉煌、奇
特的作为，与他在这块土地上出生、长大，接
受这种交融性文化的熏陶不无关系。一个人
的人生成就固然取决于他本人的奋斗与努
力，但其脚下土地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滋养
和哺育也是极其重要的。当我们在赞叹范蠡
的本领和历史贡献时，不要忘了南阳这块拥
有丰富文化积淀的美丽土地。3

在《幻河》
的背面写字

“红花”触地“响器”送人

杜甫故里

宛
人
范
蠡

编者按：
马新朝同志

于 2016 年 9 月
3日在郑州因病
去世，享年 63
岁。他曾任省作
协副主席、省文
学院副院长、省
诗歌学会会长，
作品曾获鲁迅文
学奖、人民文学
奖、杜甫文学奖、
河南省政府奖
等，为河南诗歌
界的旗帜性人
物。中原风本期
特别推出纪念专
题，把疼痛和敬
意放在文字里,
表达哀思。

遥
祝
诗
魂

文
化
随
感

12│中原风 2016年9月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冻凤秋 邮箱 hnrbzyf201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