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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凤秋

中国当代文学曾被斥为垃圾；文艺理论因缺乏独立
性和前瞻性常常被质疑；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时时被庸
俗化；那些借助西方文学理论为“权杖”的学术研究又容
易陷入一种模式，脱离文本，严肃刻板……

所以，当听到一个声音说，想成为未受文学偏见腐蚀
的“普通读者”，发现掩埋在作品中的秘密，勾画有血有
肉、有呼吸的当代文学图景时，不禁心怀期待。

10月 16日，这位叫张莉的评论家来到郑州，做客中
原风读书会。

她让雨水暂时停歇，安排好晴朗的天空，然后把阳光
召唤到室内，点亮每一个言谈者和聆听者的眼神。

她施魔法给语言，让词语飞翔；她点起智慧的微火，
任理想燃烧。

一
记住的第一个词是心向往之。她说，河南对中国文

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由几代小说家的共同努力完成
的。想到作家李佩甫、刘震云、阎连科、李洱、梁鸿等名
字，就觉得亲近。

第二个词是持微火者。给新书取这个名字，缘于她
对写作的理解。一是在她心目中，所有优秀作家都是持
火把者。他们用笔照亮我们身在的现实和世界，照亮被
盲视处，带读者一起进入晦暗、隐约之地。之所以不叫

“持火把者”，是因为火把通过强光照亮对方，反而会遮蔽
自己；而微火，则在照亮幽暗的同时，让人看到作家脸上
有隐隐的不安划过。对于批评家而言，说出作家没有写
到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疼痛，正是他们的兴趣和职责所
在。书中选的25位作家，都是她心目中的持微火者。二
是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
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她希望自己所做的批评工作也像微火一般，成为沟通普
通读者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桥梁，希望更多的读者借
此了解当代文学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

二
那天，她特别谈到一个词：凿壁者。凿掉壁垒的人。

在她心目中，优秀的作家都是凿壁者。

作为一名年轻的 70 后评论家，她出身学院派，从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到南开大学，一路读到博士
后，如今在天津师范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众多的光
环下，她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的坦途上安然前行。但
她不喜欢，她要做一个凿壁者，拓展另一种可能性。
她提醒自己与批评家自身的虚荣、教条与刻板搏斗；
尝试放弃论文体和“学术腔”，使用随笔体评论，老老
实实把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那些闪烁在沉默文本里
的呐喊和光亮记录下来。

她抱着披沙拣金的态度，在完成对莫言、贾平凹、余
华等已经为读者熟知的重要作家的书写后，坚持进行一
种冒险，她要找出另外12位新锐作家，写下在阅读中他们
曾带给她的惊异，勾勒出同时代作家的美妙面影，如此，
关于这个时代“持微火者”的意象才更完整。

那天，她谈到批评家和作家的“相遇”。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

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
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
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
就永不分离。”

在张莉心目中，最理想的作家和读者的关系，莫过于
他们能在艺术高峰的最高点相遇。而优秀的批评家就是
那个理想读者。

她认为批评家应该具备三点：有情感，有脑筋，用脊
椎骨去阅读。在她看来，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应相互照亮，
这种照亮应是诚恳批评，平等对视。

在她的理解中，最优秀的小说家是创世纪的人，做的
是无中生有的工作。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杂乱无序的，而
优秀小说家通过想象创造一个世界，燃起风，燃起爱，燃
起恨，把读者席卷进去。所以至今，我们还在说贾宝玉和
林黛玉，还在提罗密欧和朱丽叶，还能一再看到包法利夫
人和安娜·卡列尼娜。

她常跟学生说，作家本身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
陷，并不完美，更不是道德模范。他们是替我们遭受情
感风暴的人，要经受比常人更多的磨难。所以，要理解
和体恤作家。

她认为世界上最深刻迷人的情感是理解，深切理解
对方在内心深处无法表达的疼痛。如果能做到，理解者
和被理解者都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这样的人能有

几个？在此意义上，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是最幸福的作家，
他们得到成千上万读者的理解，而且是跨越时空。

当写下《持微火者》时，张莉渴望成为理解他人的人。
对她而言，做当代文学批评是一件美好而享受的事情，因
为她是在通过理解他人更好地理解自己。阅读是她认识
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她自我教养、自我完善的途径。

三
那天，演讲台上，张莉的右边是作家邵丽，左边是作

家乔叶。三位嘉宾曾经一再相遇，在阅读彼此的作品时，
在深度的精神交流中。

正如邵丽对《持微火者》的评价：独辟蹊径，总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那些细微之处的东西，从作家的角
度来说，可能是苦苦寻求的，但是往往被读者和评论家忽
略，而张莉看到了这种忽略，并张扬了这种忽略，让它们
显影，这应该是文学评论的旨趣所在。这样的文学评论
家，正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所需要的。

正如乔叶用“烧脑”“烧心”“烧爱”三个词来表达自
己的感受。“烧脑”是说《持微火者》要求读者有很好的阅
读背景和一定的文学素养，才能读透、读懂这本书，产生
共鸣；“烧心”则是说这本书太有文采，很见性情，甚至让
她对作者的才华产生微微的嫉妒感；“烧爱”是说张莉很
会爱作家，这种爱有尺度有原则，有批判有期待，包含着
深切的懂得。

那天，100多位读者和张莉初次见到，却深深沉醉在
她丰沛的感受力、深邃的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激情中。

现场，在回答读者、郑州师范学院教授范红娟关
于随笔体写作的核心路径和遴选作家的原则时，张莉
得遇知音般欣喜作答。在写前 13 位作家时，她看重
的是新见，或在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发
现，或另辟蹊径，给读者认识作家的新鲜视角；而后 12
位作家，她选择的核心标准是他们对中国现代以来的
汉语写作有没有做出贡献，有没有带来惊喜和认识世
界的更多可能；他/她是不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写作者，
让批评家从中受益。

那天，我们照见彼此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久远而
熟悉的言语，触到频率相近的心跳，无限接近梦想中的
批评。

如此美好的相遇，一瞬，已足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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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华歌

一
自从30多年前读地理书第一次知道漠河北极村后，我

便对她深深暗恋。
北极村是我国最北端的临江小镇，她与俄罗斯阿穆尔

州的伊格娜思依诺村隔江相望。她的高纬度，她的极昼现
象，她的绚丽多彩的北极光，那种种中国最北的神奇天象，
是那样神秘、梦幻般地诱惑吸引着我。无数次暗下誓盟，
今生定要前去探访，感受那份奇异与神妙……

我跟朋友们说，有一天，我会站在北极村的最高处大声呼
喊：我来了！我找到北了！声音如涛，涌向天际，然后在云牵
云、风吹风、林舞林中，用步行的方式与村子一点点确认……

二
这一天终于到来时，我竟有些不知所措。及至人已走

进了村子，心还在恍恍惚惚。
孕育了很久的那声喊，却怎么也发不出来。原本酷暑盛夏

之季，这里却是只有十几摄氏度的凉爽天气，使我心头一遍遍
地浮出罗门的诗句：一颗星也在很远很远里，带着天空走……

这是大自然最隐秘的深处。眼前水深流急呈暗云色
的黑龙江水，是那样名副其实又有着茫茫无尽的开阔与奔
流。一只鸟无声地飞过头顶，像预言，又像是暗示，我被它
所带来的寂静融化……

这儿太神奇，我的思绪处处都有停靠却处处不是岸，
想象是那样飞跃奔腾：亨利·贝斯顿《遥远的房屋》，保罗·
安德鲁《记忆的群岛》，梅·萨藤《海边小屋》……它们同这
儿的每一样物什一起，凝聚着我对时间与空间、存在与虚
妄的深思和缅想。此刻心灵深处一次次漫过的不是雪夜
霜晨，而是琥珀般明黄深红的岁月。

这儿不需要故事，仅仅坐下或站立，就能使自己成为一
幅意蕴丰足的古画，弥散出天然的纯朴、旷远、安静和淡雅。

三
那些流淌着惊世血痕的思想果实，都是在如此安静、

孤寂、辽阔而厚重的绿中诞生的吗？
没有山，这儿属于大兴安岭地区，目之所及全是缓缓

起伏的岭坡。天是绿的，地是绿的，坡是绿的，岭是绿的，
空气是绿的，人便整个也是绿的了。无边无际的绿和无始
无终的静统领一切，阳光温情地普照着莽莽苍苍的落叶
松、樟子松和白桦树，折射出深浅不同的绿色的光，繁盛的
枝叶挤挨交错不分彼此，与天空的白云交相辉映，那是没
有任何尘埃和杂质的绿，天地间尽是满满的温软而洁净的
碧玉，人的每一次呼吸分明就是在享饮美玉，这玉汁不仅
清洗了人的肺叶，还涤洗了人的灵魂。当然如果我们肯仔
细去分辨，也还是能从那远近深浅各不同的绿中，分出白
桦树叶的浅绿，落叶松的青绿，樟子松的深绿……

葱茏的林木中，也盛开着一些惊艳明丽的花，但毕竟林子
太浩大太无涯了，无论多么奇美的花都不得不因太低矮而被
浩瀚无垠的绿所淹没，但那繁花的香却又是无处不在，清新沁
人的空气中，流动着花开叶落万物生长的气息，人在这广袤丛
林的深深宁静中，听自己心灵的声音或者任意识一片空白。

我想象不出四季更迭中这儿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敢肯
定那绝对都是极美极美的，一如眼下，我置身在这绿的至
美中，只愿成为一根细草一片树叶，与北极村特有的天然
纯净的绿，与身边的每一样事物同呼吸共呈现。

四
我找到“北”了！
所有到北极村来的人都无不为自己找到“北”而欢欣鼓

舞！无数的“北”字不仅被写在树上、刻在石上，还成了北极
村当下生活中的强力标示。北极气象站、北极山庄、北极大
街、北极宾馆、北极广场，中国最北客运站、中国北极村最北
邮局、中国最北哨所……

站在“中国最北一家”房前拍照，有一种无比亲切的感
觉。这儿的房屋木头全在墙外边，显得古朴、简洁、温馨而
安适。主人正在忙着，一脸的快乐和满足。

在北极村，我真正体味到了“北”的魅力！轻轻爱抚着
石刻上的“北极村”村碑，我清楚地听见四野的树木、花草、
动物、江流的呼吸，听见他们追随时间的脚步。

在这里，在阳光穿行林间明明灭灭的闪跳中，万物生
长，梦稳心安，我感受到了大自然与心灵相通的广阔天宇。

五
造化真的是太神秘太奇异了，它惠赐给北极村如此大

片大片的野生蓝莓和红豆……接天连地的低矮的小灌木
上结满了蓝莓和红豆浆果，北极人便以制作和出售这两种
果干为主要生意。

野生蓝莓对眼睛是极好的，难怪我所见到的北极村人
不仅个个目光如炬，还健康长寿。村子里有不少百岁老
人，哪怕他们只剩下一颗牙齿，还在顽强地咀嚼着生活。

用手机拍下一棵棵的蓝莓树，再将彩信发给朋友，他
们大惊：蓝莓不是结在大树上啊？

我告诉朋友，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想那蓝莓树一
定像苹果树、梨树一样高，而且大都是人工种植的吧。待
我亲临其中才知道，蓝莓树原来这么不起眼。

这儿的蓝莓酱叫“北极蓝”！
我惊喜地得知，想出这个名字的是我的南阳老乡孙耀

志，他大笔一挥，这片土地不仅诞生了“北极蓝”，还出现了
张仲景养生院和张仲景医院……

六
依然是原生态的北极村，能为我们永远保留一片无与

伦比的纯净与自然吗？当尘埃爆满心胸时，我们可以随时
来这里洗涤心灵吗？

我良久沉默，不知该怎样回答自己。我想起梭罗在
100多年前的提醒：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抵御今天
这个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的引诱，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

“简朴，简朴，简朴”。
靠近自然，与大自然相亲，简化我们的外在生活，坚守

一方原始的天然与圣洁，使素有“不夜城”之称的北极村，
永远以她的神秘古朴，她不同层次的厚厚的绿，她负氧离
子含量居高的空气，她散发着别样气息的一座座木刻楞民
房，她……一切都像眼前这日夜奔流的大江一样，与时间
同在，在时光中永存……

谢谢北极村，给了我这么隆重而震撼的美的款待！英
国诗人丁尼生说：当你从头到根弄懂了一朵小花，你就懂得
了上帝和人。我不想弄懂，也没有说再见，我确信自己已经
把北极村完整地带走了，在心里，在笔下，在梦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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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莹

记得是过了奶奶十周年忌日，我们与故土依
依惜别的。算下来，奶奶离开我们27年了，作为
小浪底水库淹没区的移民，我们离开老家新安县
也 17年了。时间和距离改变了许多，但不曾改
变我们对奶奶无尽的思念。

今年国庆长假，姐弟们难得相聚，就跋山涉
水去看望常在我们梦中浮现的奶奶。坟，已经被
万山湖水吞没，一行人只能跪在对面的山顶上祭
拜，寄托哀思。

奶奶一生孤苦，44岁就守了寡。奶奶的一生
又是幸福的，在乡亲们的眼里，奶奶是个令人羡
慕的农村老太太。她教子有方，儿女们都小有成
就。姑姑和叔叔都在城市工作；我的父亲刚解放
就入团、入党，大队干部一当就是30年。他们姐
弟仨事母至孝，使奶奶安享晚年。

奶奶一生总是在不停地劳作。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家庭妇女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母
亲一上工，家里一大摊子事就落在奶奶身上。
9口之家，一日三餐需要张罗，襁褓中的弟弟
妹妹需要照看，家里养有牛、喂有猪，三天两
头还要套上牲口碾米、磨面，这些都难不倒奶
奶。一有空，奶奶就把家里的破布烂衫用糨糊

拼接压实晒干，交给母亲纳鞋底使用。傍晚，
收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铡草，奶奶擩，父亲
铡，铡出的草堆得小山似的。冬天，奶奶一吃
过晚饭，就坐到纺花车前开始她一天最后一项
劳作——纺花，我就在嗡嗡的纺车声中渐渐进
入梦乡。

那年月，红薯是农民的命根子。收获红薯
的季节全家人最忙碌，家里劳力少，奶奶也要
参加进来。生产队把红薯分好天都已经黑
了，各家各户的晒红薯片大战刚刚开始。我
们扶着奶奶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走到山顶，
选好向阳的位置，父亲搬运，奶奶把红薯擦成
薄片，然后由我们均匀地铺到山坡上，等着风
吹日晒。干完活往往都到了后半夜，大家腰
酸背痛，又冷又饿，奶奶却从没有叫过一声苦
和累。那时候，奶奶都已经 70多岁了，早到了
享清福的年纪。

我们姐弟自出生起就天天和奶奶在一起，奶
奶差不多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奶奶一共有16
个孙辈子女。那些年，奶奶就在河南新安和陕西
铜川之间奔波，挨个伺候姑姑、母亲和婶婶坐月
子。奶奶格外操心我们的学习，“学生娃等着吃
饭哩”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虽然是红薯
汤、红薯馍、红薯面饸饹老三样，但不论早晚，我

们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而且总能吃个饱，从
没有饿过肚子。奶奶对管教孩子们的事当仁不
让，母亲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从小就把听
奶奶的话视作天经地义，习惯了奶奶把大家的课
余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中午放学，顾不上吃饭
我们就赶紧挑土，把牛圈猪舍垫得干净清爽。下
午一放学，奶奶就催促着我们去割青草，让牛和
猪也能及时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星期天，奶奶不
是指派我们去扫煤灰，就是指派我们放牛捎带割
草。热爱劳动，凭力气吃饭，是奶奶给我们上的
最重要的人生课。

奶奶为人处世颇有气度和风范，和她的两
个儿媳相处得非常融洽，从没有红过脸，至今
还被人们传为佳话。奶奶深居简出，不喜欢串
门，不愿为此耽误家务劳动，更不会说东道西，
招惹是非。奶奶持家甚严，打小就不准我们小
偷小摸、好吃懒做、说谎骗人，如果不听轻则对
我们疾言厉色，重则一顿杖责。奶奶平时寡言
少语，如果你真遇到烦心事，想听听她的意见，
她会耐心地开导你，让你豁然开朗。几十年过
去了，依然有乡亲们记得当年与奶奶拉家常的
情景，记得奶奶讲的那些道理。

勤劳、善良、宽容、坚强，奶奶的这些优秀品
质已经长入我们的骨髓，成为家族基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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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历史剧《张伯行》近日成功搬上舞台，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该剧由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宣传部、
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省文化厅策划创
作，河南豫剧院一团承演。该剧开掘于历史
之海，追溯于文化之源，回归于时代之端，于
春风化雨间传播着中国优秀廉政文化的丰富
内涵，于润物无声时砥砺着清慎勤的思想品
格，于悄无声息间涵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可谓宣传廉政文化的佳作。

2014年 3月 18日，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兰考历史上出了一
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
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
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
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
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
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
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豫剧《张伯行》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以古鉴今，浓墨重彩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风
骨、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主人公形象。该剧在尊重
历史的基础上，注重感悟历史，品鉴历史，回应现
实，启迪现实，着力表现张伯行至真至诚的人物
形象和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怀。

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剧中，面对“江南
贡院”变为“江南卖完”的乡试舞弊案，面对众多
学子泣血哭诉，面对相互勾结的腐朽官场，张伯
行表现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义凛然
和即使丢官殒命也不改初心的高尚人格，同时，
他有勇有谋，有胆有识，据理力争，用事实揭开乡
试舞弊案的真相。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动人心者，莫过于声。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张伯行的酸甜苦
辣、喜怒哀乐、柔肠百结，都通过他发自肺腑的内
心独白得以表现，使观众感同身受。

张伯行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面镜子，能
够照得出人心，照得见自我，需要我们每个人在
廉与腐，小我与大道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在此
意义上，该剧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与回味。

张伯行一心谋公事，他清正廉洁，敢于与官
场不良习气、潜规则作斗争；他置个人官职和身
家性命于不顾，奉的是公心，争的是公理，护的是
公正；他不忘初心，在一心为公的正义追求中渗
透着赤诚的爱民情怀。

面对曾为恩师的钦差大臣张鹏翮的好心相
劝，他不畏权贵，不为私情伤公理，“职高位尊当
自重，权势显赫须自省。为官不做亏心事，心安
理得夜不惊”。

面对自己顶头上司噶礼的威逼利诱、软硬兼
施，张伯行冰雪操守，誓不同流合污，“莫道暗室
可欺心，头顶三尺有神灵。机巧万端终将尽，总
有一日现原形”。

面对结发妻子的惴惴不安，张伯行正气凛
然，“见不平我怎能闭目塞听？落第的士子在哭
喊，我岂能壁上观作哑装聋！为官者就应该堂堂
正正，忧社稷怀黎民事事秉公。好男儿是非分明
真情性，敢于爱敢于恨敢于担承。任凭那关隘重
重泰山压顶，绝不枉法负苍生！”将忠于朝廷、忠
于百姓、忠于自己良知的坚定决心表现得淋漓尽
致，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位顶天立地的铁骨男
儿，一位舍生忘死的为民好官。

面对朝中一些同僚的无端指责和恶意
攻击陷害，张伯行道不同，不相为谋，向康熙
直陈：“治国先治吏，治吏先正风；壮士勇断
腕，惩贪不留情。诛一恶则众恶惧，灭一贪
则百贪惊。治贪大业关系重，决不能半途而
废功败垂成。只要换得玉宇净，只要能够惩
元凶，纵然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微臣亦在
所不辞含笑九穹！”

张伯行对老百姓付出了真心，也换来了老
百姓的真情。扬州百姓听到张伯行被免职的消
息之后悲愤异常，哭声震动了整个扬州城，万民
为其上书请愿鸣不平。第二天，扬州的老百姓
到张伯行的住处，为他送行，人们知道张伯行一
向清廉，从不接受礼物，就带来水果和蔬菜。张
伯行婉言谢绝，百姓们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
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这种官民情
深、血浓于水的人间大爱穿越时空，令人动容。
正所谓：绿水无言寄深情，青山有意颂嘉行；天
下百姓最公正，百代尤念廉吏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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