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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钢

第一次喊南丁“妹夫”，原
是有点儿打趣，他却笑眯眯
地接受了。所以几年来，见
面我就喊他“妹夫”，他喊我

“姐”。佩甫兄有次在一旁听
见了，惊讶地笑起来，其实喊
着喊着就喊顺了。当姐的好
处，是可以像对亲人一般看
待妹夫，而不必总被一名文
学后辈与一位省文联老主席
的关系拘着。

现在妹夫走了，丢下我的
好姐妹张颖走了。转瞬之间，
再向哪儿喊这一声“妹夫”，听
这一声“姐”，再向何处迎这一
副温暖的笑颜？闻听噩耗，我
和我家先生坐上出租车匆匆赶
往他家，可我告诉司机的地址
竟然还是医院，潜意识中妹夫
还在那里，还在那里。

三个多月前，南丁做完手
术从北京回到郑州，辗转于省
人民医院、郑大二附院。我和
先生相嘱多多去探望他，多多
去安慰张颖，谁知道才去了三
次，哪知道只剩了三次！最后
一次，他像一个虚弱的孩子躺
在病床上，安静地听着姐姐姐
夫和张颖在他床头边聊家常，
那气氛倒像是在家里。好半
天，他才轻轻说一句：“想好起
来，没想到又坐上轮椅了。”临
别，我折回病床边，再次握住他
的手：“妹夫，等着我们从广州
回来看你啊！”他手心带着温
热，答应：“好，好……”

在万众狂欢剁手网购的那
个清晨，风中之烛熄灭了最后
一星火光。而且，次日上午就
悄然化作了天际一缕青烟，留
下一匣即将撒入大海的骨灰。
殡仪馆里，守在身边为他送行
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女和亲属，
还有李佩甫、张宇和何弘。

南丁走了，众人不舍；南丁
这样走了，众人更加不忍。大
家觉得欠他一个丧仪隆重、鲜
花簇拥、人潮汹涌、泪雨纷飞的
追悼仪式。然而，这就是南丁
的决绝。

在家的最后日子里，他向
张颖问清楚了自己的真实病
情。虚弱得连饭碗都端不了的
他，倚在沙发上，让张颖拿来纸
笔，一笔笔写下了遗嘱。公证
是不容易做了，他请来了三位
见证人，是多年来在他身边成
长起来的李佩甫、张宇和何
弘。他的第一个遗愿，就是丧
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
告别仪式。而妻子儿女和他临
终托付的三位年轻人，忠实地
执行了遗嘱，让他的灵魂如愿
安息。

在省内的文化界、新闻界，
都有我所认识的功德圆满之
人。其中的南丁，可谓德高望
重、位高名重、寿高情重、誉满
文坛、声动朝野，而且门庭清
贵、女儿优秀，足以睥睨傲世
了。

然而自他成为妹夫，我有
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他年纪越
大，文学辈分越尊，反而遇事越

敬畏，待人越谦恭，连眉眼之间
的神情也越来越慈祥绵善了，
不愿拂逆别人，哪怕为难自己，
只顾体贴别人，不为自己计较，
他把别人看得很重，把自己放
得很低。一颗沧桑之心啊，就
像他安徽老家蒸出来的糯米糍
粑，慈软慈软的。

在他这里，莫说文人相
轻，因他一以贯之的真心爱
护，河南老少几代作家都与他
情深谊长。卸任多年，凡是请
他出席的大小活动，他都尽力
认真参加，而且平平和和的，
该显时显，该隐时隐，一副宽
和的笑容令人轻松愉悦。直
至晚年，还常有人请他吃饭坐
上席，然而，他却似乎越来越
擎受不起这种敬意，每次都诚
惶诚恐，在家早早地就把心气
提溜起来，穿戴齐整，神经紧
绷地等候着，真到了餐席上，
他比设宴者还累。

2011年深秋，赴京参加中
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期间，我每天陪他一起，穿行
于北京饭店金碧辉煌的长廊，
去开会或用餐。散会那天，别
人提出一件小事，本来他完全
可以婉拒，可他是那样的坐立
不安，满眼纠结令人生怜，对方
都不好意思地作罢了，可他终
于还是成全了对方。

今年夏天，年届古稀的河
南日报老记者袁漪老师，从北
京给我寄来珍贵的饰品，包裹
中还放了一袋清甜熟莲子。我
和先生各尝一粒，味道爽口有
营养，忽然想起妹夫手术后胃
口不好，就带到了医院病房，告
诉他实情，这算是他的当年老
友袁漪送给他的。张颖剥开小
包装，送入妹夫嘴里，难得他吃
得舒服。他嘱我留下袁漪的联
系电话，一定要表示感谢。同
时，也反复念叨前来看望的河
南日报社宋悟民等老友……感
恩图报的谢意，点点滴滴都如
巨石压在心头，天知道他是背
负着多少谦卑的感激离开这
个世界的！这让我想起他的
另 一 位 老 友、作 家 乔 典 运 。
老乔因喉癌去世前夕，从榻
上支起病体，翕动双唇，向来
探望的人们频频作揖；又捧
着借来的手机，用微弱的气
声向远方朋友一一致谢，谢
了才能瞑目……

妹夫南丁，你的决绝，其实
也是因为你的慈软啊。对组
织，对同事，对妻子，对儿女，你
对身后事的种种安排中，有着
更多的不舍，有着更多的不
忍！你做出了生命中最后一个
抉择，不肯劳师动众为身后的
世界增添任何负担，就这样一
阵清风似的飘走了，留下一个
巨大的空白，让爱戴你的人们
如何充填？

这几个月照料你而瘦得
体重只剩43公斤的张颖妹妹，
把你的遗像从殡仪馆带回来
后，拆去了黑框，换上一个平
常的镜框。她指着空荡荡的
客厅四壁说，这上面都有你的
灵魂。1

南丁的慈软

菊嫩金风起 马豪放 绘

□周岩森

这是我第二次来豫西大峡谷，国庆长假刚刚过
去，整个大峡谷如退潮后的海岸一般，水落石出，一
片静寂。

信步山中，像个孩童，被自然怀抱着，重回生命
之初。

这里是伏牛山的腹地，四周望去，山都不高，
但重重叠叠、绵延不绝，大峡谷就像遗落在群山中
的一条飘带，飘带上饰以飞瀑、珍珠和野花。飞瀑
是大宗潭瀑布，自 40多米高处跌落而下，在寂静
的山谷，更觉其雷霆万钧、撼山动地之势。而一方
方潭水，则是飘带上的珍珠，濯足池、卧龙溪……
或沉静不动，幽静深邃；或奔腾跳跃，飞珠溅玉；或
款款流觞，浅吟低唱。峡谷两岸及谷底，野花摇
曳、五彩缤纷，特别是那种小黄菊，于溪畔或石缝
中探出来，花枝坚韧，色彩明艳，大开特开，将山谷
都照亮了。

从峡谷出来，到山顶的观光台上。望去，群山
及大峡谷落在脚下。四周层峦叠嶂，莽莽苍苍，好
像大海滚滚的波涛突然静止凝固了。山上，红绿黄
相间、斑驳杂陈，一片锦绣。同行的导游小谢说，红
色的是黄栌，山上可多，每年秋天，从上往下慢慢变
红，最后满山都红了，现在才刚开始变。说的好像
是有一双魔术师的手。

小时候，我曾经想，如果地里都不种庄稼，而是
种上大片的鲜花，那该多美啊。和周围的人说起
来，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愿望
在大峡谷得到了实现。

这里有几千亩的土地被规划成了“豫西百草
园”，专门种果树、花草，供游客观光。根据不同时
令，种上不同花带，有芍药、牡丹、板蓝根、金银花、
大樱桃、山楂、薰衣草等几十个品种，一年四季次第

开放。目前已经种了一千亩，两年之内要达到
3000亩。秋天，玫瑰、薰衣草已经枯萎，灯盏菊、千
日红开得正艳。千日红五颜六色，灼灼其华；灯盏
菊金光灿灿，遍地溢彩。

太阳正好，四周阒无一人，我顺势在金盏菊
旁边的斜坡上躺下。阳光暖暖地倾泻到身上，微
风拂动花叶，沙沙地响。可以听到远处铺路工人
的说话声，阳光打在微闭的眼皮上，红彤彤一片
浮荡。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蓝天就在眼前，
那么蓝，像细细的小提琴曲，两朵云慢悠悠地往
一起聚，慢悠悠又散去，化成碎雪一样的白铺在
蓝天里，风儿在天上抖动一床棉被……在群山
的寂静中，在金盏花的摇曳里，眼望着轻轻嬉耍
的蓝天白云，让阳光抱着，就这么睡下去，融化
在自然里。我突然感到鼻子酸楚，不知道是幸
福还是难过，眼泪只是往外涌。我像一个流浪
在外的孩子，很久没有见到妈妈，乍一见到，满
腔的委屈、心酸和着幸福、甜蜜，都一齐奔流出
来，禁不住要哭。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一个经典
的场面，就是安德烈公爵躺在战场上，他受了重伤，
万念俱灰，祖国、民族以及他的爱情都已破碎，他觉
得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时候，是什么
东西拯救了他？什么东西使他又获得了生存的勇
气?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崇高的精
神，而是俄罗斯的天空，俄罗斯的森林、草原以及河
流。学生时代读到这个章节，颇不理解：蓝天、森
林、河流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竟能够让人重生？
原来以为是美的力量，现在想来，托翁也许说的是
自然的力量吧？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活着活着就明白了，
自然以及我们的内心才是永恒和真正的母体。其
他都是浮云，包括这个沉重的肉身。3

秋行大峡谷

□李成

男孩子大约都是有些喜欢枪的。当然我们
只有自己动手，用竹棍、木板、钢丝、铁条做出一
杆杆长枪短枪，打火柴，打火药，“砰”……

但有一年，村子里忽然出现了许多真枪，据懂
一些的人说，什么三八大盖、冲锋枪、机关枪……
都有，它们或背或扛在我们本村和外村的青壮年
农民肩上。

他们都是队上的民兵，是来演习的。正是
“要准备打仗”的时候，所以全民皆兵。他们趴在
一个大草坡上练匍匐、瞄准、射击，当然不是实
弹，也可以就地休息。这让我们十来岁的孩子一
下子兴奋起来，便悄悄地走近他们。很快我们就
拿过他们的枪，也趴在草丛里“练”射击——闭合
枪栓，扣动扳机，听见一声轻轻的撞击声。虽然
偶尔也被这些大哥、大叔们警告，说是空枪也可
能打死人的，它有撞针啊……但我们到底不怕，
仍饶有兴致地把玩着各种型号的枪——它们都
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旧枪。这一天，我们仿佛
见到了电影里的场景：打鬼子、打反动派的子弟
兵来到了乡亲们中间。

这样的情景我大概也只见过三四次。后来，
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这么多的枪。

但我听说还有两支半自动步枪留在我们村，
一支在大刘手里，一支在小陈家。那些天，我感
觉到大刘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过去特别爱争利，
哪怕是蝇头小利也要争，但现在变得大度了。队
里开会时，他无论如何也要发表一通“高见”……

当然这只是我们几个小朋友的判断。他到
底有没有枪呢？这仍然是一个悬念。于是，我们
找了个借口，跑到他家里，说村西头来了两只狼，
要他赶快拿枪去打狼。他识破了我们的谎言，不
动声色地摇了摇头，继续坐在里屋抽烟，但他不
自觉地瞥了一眼他那花床的蚊帐。我们乘机贴
近他的花床，果然看见一枝擦得锃亮的长枪倒挂
在蚊帐的横杆上。谜团解开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村子里的两支枪就公开
地露面了。大队要开批斗地主的大会，叫各个生
产队把地主押解到会场。我们队的地主就是我
的一位本家奶奶，一个60多岁的孤老婆子。大刘
和小陈端着枪，押着她，从村口走出，奶奶花白的
头发在风中凌乱地飘着，身后是黑黝黝的枪管。
我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的，心里一紧，说不
出话来。我才知道，那枪不是像我过去所想象
的，充满着战斗的豪情、理想的浪漫，而是黑洞洞
的枪口、说一不二的准星、隐忍待发的扳机，甚至
还有无情地穿透一切的子弹……

开了两次批斗会后，那两支枪又告隐退。但
大刘在村子里说话的声音似乎更大了，甚至主动
分派任务给社员，很快连队长也要听从他的意
见。大刘走在村道上的脚步也更响了，头似乎也
有点微微地昂起来。

但村子里并没有别的什么需要斗争，日子过
得也相当安静。我从大刘的脸上却看到了一点
点烦躁不安。不久，他把我们十来个正上小学的
学生召集到了一起，给我们讲了一通话，大致是
要求我们排成一队，整齐划一地齐步走着去上
学，放学回家也得如此。我们都静静地听着，眼
前浮现的仍是他家蚊帐后面的枪。

但大刘对我们的军事化要求失败了，我们最
多只坚持了一个星期，很快就回到自由散漫的状
态。

再后来，田地都包产到户了，那两支枪也上
缴了。大刘也很少在村子里抛头露面，又恢复了
过去不声不响做事的习性，偶尔在村道上遇见，
他总是低头匆忙地走。人们还发现他有夜间活
动的习惯，村里偶尔会传来骂声，有人骂自家的
包心菜少了，有人骂自家的麦秸被偷了。这样的
情况并不算多，人们骂得也不激烈，毕竟大家还
是要为彼此留些脸面才好。村子基本如一潭静
水。1

□鲍铁英

站在被“阿玛塔”T-14重型主战坦克履带碾
压过的赭红方石地面，沿着两条宽约15厘米、为
大阅兵方队和战车做标示的黄线缓缓举目，两旁
暗红色克里姆林宫墙和国立古姆百货刚刚亮起
的灯带轮廓渐次略过，目光最终聚焦在有着拜占
庭式“洋葱头”特征的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童话般色彩绚丽的“洋葱头”在渐暗的天幕
映衬下，变得柔和而凝重。令人很觉反差的是，

“洋葱头”下这爿长700米、宽130米的标志性广
场，比想象中小了好多。论它的盛名和分量，这
块方圆之地如何能够承载得起呢！此刻的广场
上，三五成群者，或拍照或嬉戏或低语或仰视，或
有孑然者擦身而过，影影绰绰，似梦如幻，真有点
童话世界的感觉。

这就是莫斯科红场的晚上。
天光已经大暗，米黄色的射灯把克里姆林宫

墙上那座高耸的斯巴斯克塔楼雕饰得安详而沉
静，塔顶那颗重达数吨、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指令安装上去的宝石级红五星，依然闪射着
悠悠的光芒。难以想象，在这般迷人的夜色下，
此刻宫墙背后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与宫墙遥相面对的，是古姆百货华丽的灯

饰和熙攘的人流。早就有人指点，到这家俄罗
斯最大的百货商场，要高端，就买名牌，价格便
宜；要亲民，就吃冰激凌，味道绝美。于是，花
50 卢布买了一个冰激凌，品之味道尚可，倒是
流连于那条数百米食品长廊的同时，累得腿都
要抽筋了。

再回红场，有几分迷离几分错觉，这就是当
年十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的见证地吗？这就是
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国家心脏吗？这就是当今俄
罗斯展示强大军力的阅兵场吗？而那厚厚的宫
墙和高耸的红五星，又分明在真真切切地告诉
我，昔日的烽烟如在眼前。

同样就在几步之遥，是著名的阿尔巴特步行
街，这条热烈喧嚷的步行街是莫斯科的象征之
一，街上各具特色的“小摊”被装饰得五彩缤纷，
衣着时尚的青年穿行其间，俄罗斯姑娘的高雅气
质，尤为亮眼。紧邻的朱红色国家历史博物馆气
势恢宏，映衬得这条繁华街市颇显几分厚重。当
然许多人并不知道，现代俄国文学奠基人亚历山
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自1830年起，就开始在
这条街的53号欣然构思诗章了。

赶巧是周末，一场可遇不可求的世界级灯光
秀，正在步行街对面的国家大剧院广场举行。据
说这里周末都有广场文化活动，不过此类活动和

中国大妈喜爱的广场舞相比，则显得有些“高大
上”了。大剧院古希腊式建筑正面，一幅幅变幻
的灯影，配以刺耳的音响，令人惊叹。许多画面
与建筑融为一起，难分虚实，很是奇巧。特别是
飞机轰炸和枪战的场面，十分震撼，令人不禁联
想到，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给这座城市和这个
国家带来的不朽荣耀。

也就是几个小时前，在苏联红军无名烈士墓
前的换岗仪式，更是一种荣耀的展演。深红色大
理石碑上镶嵌着青铜钢盔和苏联军旗，五星状火
炬中喷射出永远燃烧的火焰，两名“总统军团”士
兵在两侧肃立。时针指向莫斯科时间下午 6点
整，三位持枪的俄罗斯青年士兵迈着典型的俄军
正步走来，皮靴与地面的撞击声和众多观者手中
照相机的快门声形成交响，令人肃然起敬。

莫斯科红场原名“托尔格”，意为“集市”。它
的前身是15世纪末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开拓
的“城外工商区”。1517年，广场发生大火灾后被
称为“火灾广场”。1662年改称“红场”，意为“美
丽的广场”。红场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俄
罗斯人的骄傲。是的，岁月的磨砺和洗礼，使它
可以无愧于这块火热的土地；坚韧的承载和担
当，是它今夜美丽如画的源泉所在。

这，就是，莫斯科红场的晚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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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

他走了。
走得很平静。很安详。也很决绝。他

走后，我们曾希望他能给我们托一梦，没
有。他不愿打扰任何人。可我还是看见他
了。我看见他在空中飘扬。

他在病床躺了五个多月，在北京301医
院做了大手术，几乎切开了半个胸腔。可他
一直在走，一直到他走不动的那一天。问他
疼么？他摇摇头，说：不疼。

他是安徽人，1949年背着行囊来到河
南。在河南生活了 66年，在河南省文联大
院里行走了60余年。自上世纪50年代起，
他的作品《检验工叶英》、《何科长》、《良心》、
《被告》等就闻名全国，为此参加过全国的群
英会；80年代以来，他的作品《旗》，《尾巴》、
《两个短暂一生的编年史》等等作品，被文坛
称为开了中国反思文学的先河。可在这个
大院里，无论年老年少、不分老幼尊卑，都称
他为“南丁”。既如说他当了河南省文联主
席、党组书记之后，人们仍然称他“南丁”。
有了问题，人们说：“找南丁。”有了意见，人

们说：“找何南丁。”于是，文联先是有了专门
接待作家的“客房”。后来又有了招待所、食
堂、浴池等等。记得有一次，农民作家乔典
运从南阳来，我们在省文联的招待所里神聊
至夜半，聊激动了，老乔说：“我去给南丁
说。”当夜就推开了南丁的家门。那时候，南
丁的家门几乎24小时对从下边来的作者开
放。凡有作者从下边来，有什么要求，会自
豪地说：“我跟南丁说了。”那就是这个大院
的“通行证”。他的微笑，成了一个时代的标
志。

1980年，作为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我
有幸参加了一个河南文联举办的文学研修
班。在这个班上，我们的辅导员作家徐慎先
生告诉我说：“南丁想见你。你去见见他。”
那时，我有点傻，羞于见他。我一个工人出
身的青年，南丁在我眼里是“高山仰止”。过
了一段，徐慎先生问我：“见南丁了么？”我嚅
嚅地摇了摇头。他说：“去。你怕啥，去见见
他。”可我自觉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还是
羞于见他。一个月后，徐慎先生再问：“见南
丁了么？”我很为难地说：“我，不好意思。”徐
慎先生即刻说：“张斌，你领佩甫去见见南

丁。”于是，当晚老大哥张斌带着我去文联家
属院见了南丁先生。这天晚上，由于紧张，
我已不记得自己都胡说了些什么。好像南
丁也没怎么说话，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第二
天，在一座谈会上，南丁手里提一黑包，慢悠
悠地走来，把我从座谈会上叫出去，递给我
了一张“调干表”，说了两个字：“填填。”此
后，我就成了参与筹办大型文学期刊《莽原》
的四个青年编辑之一。

在那个时期里，受到南丁先生关照的并
不是我一个人。先后调入的专业作家有杨
东明、张一弓、张斌、郑彥英、张宇、田中禾、
齐岸青、孙方友。还有很多很多……也就
不一一列举了。翻开改革开放后的河南文
学史，就知道先生作为“文学园丁”的高瞻远
瞩了。

在改革开放之前，河南文学在长篇领
域里几乎是个空白：30年只有一部半长篇
（据说一部是《黄水传》，半部是当时没出版
的《差半车麦秸》）。南丁先生可以说是当
之无愧的河南文学改革开放后的奠基者。
作为河南大型文学期刊《莽原》的筹办人，
当年南丁先生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拉

起一支中篇创作队伍，为河南的长篇创作
打好基础。”也是在这个时期里，河南最美
的避暑胜地——鸡公山一号楼（那是鸡公
山上一栋风景最好的别墅），河南省文联包
了十年。那是专门给作家、艺术家改稿子、
开作品研讨会用的。于是，河南省文联有
了七家供作者发表作品的刊物，有了一支
四代同堂的文学豫军，有了每年上百部、集
作品的涌现。

南丁先生退休后，仍是河南文学的“定
海神针”。先生一直积极地参加各种文学活
动，常幽默地称自己为“八○后”。他笑眯眯
地往会场上一坐，会议的气氛就格外活跃、
生动、热烈。

南丁先生走了。先生活得尊严，走得尊
严。

南丁先生走了。他走向了大海。中原
文坛痛失一代大纛，写下这些文字，何依？
何依？我哭我疼。

南丁先生走了。这预示着一个文学时
代的结束。那么，也或将预示是一个新的文
学时代的开始。

愿南丁老师一路走好。上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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