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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凤秋

时光之约

这是一段剪来的时光。
在不舍昼夜流淌的时间河流里，在回环往复编织的生活之

网里，20余位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等的知名作
家听到中原大地的召唤，从天南海北赶来。

四天的相聚、行走、欣赏，也许对于一本厚重的大书，不过
是翻动了其中薄薄的一页，然而像是打开了一个尘封许久的
梦。昔日印象中那个似封闭落后的河南不见了，榴花照眼，阳
光清透，一个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崭新河南，让作家们从直呼惊
艳乃至感动无言，他们纷纷慨叹，河南这本大书值得仔细阅读，
反复回味，回去后要用心书写中原大地的经济发展、蓬勃生机
和文化魅力。

犹记得5月 22日上午，一踏进郑州大河锦江饭店白云厅，
文学的芬芳扑面而至。

看到作家刘醒龙和李佩甫那种默契的眼神，20多年的友
谊，再次见面，相视一笑，寥寥数语，道尽人生况味。

看到作家裘山山、金仁顺、葛水平、娜夜、魏微、鲁敏、李琦、
叶弥、陶丽群或美丽或热情或羞涩的笑容，看到作家邱华栋、陆
春祥、王祥夫、大解、龙一或低调或幽默或酷帅的表情，曾经和
这些名字只在文字里相遇，近在眼前，仍是熟稔而亲切的感觉。

一面“喜迎十九大中原更出彩——著名作家看河南”采风活动
大旗从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手中传递，由青春的姬盼、李鹏、
尚攀扛起，一段看见美的时光之旅就此开启。

山水之魅

见过多少青山绿水，这一刻还是超乎想象。
在焦作云台山红石峡，灼人的烈日下，那巨大的波痕石，那

层理交错的崖壁，倏然将12亿年前海洋的潮涨潮落带到眼前；
一条宛如碧玉飘带般在峭壁间蜿蜒近百公里的幸福渠，又让人
看到修武人的英勇和智慧。

走过百家岩寺塔，嵇山碑亭，长泉和明月泉碑，在嵇康淬剑
池和刘伶醒酒台久久停驻，看着眼前的历史遗存，遥想竹林七
贤当年的风神。

车在太行山间起伏，下来时，已经起了薄雾。脚下是深深
的峡谷，对面绵延起伏的山脉已属山西晋城地界。再往前走，
就到了净影寺。

那一晚，欢喜碰杯有时，静静欣赏太极拳有时，陈氏太极拳
第十二代传人程海山形意结合的招式，刚柔相济，伴着室外的
急雨，似风吹林梢，世界清凉。

第二日，仍是阳光普照，天朗气清，大家留恋着，离开时，仍
隔着车窗回望。这狭长的百亩盆地，山水环绕，有流泉、净湖、
白松、幽谷、奇石等为伴，像是造化的神来之笔。

作家们兴奋地表示，河南在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方面独具匠
心，山水魅力令人沉醉！

古城之韵

曾无数次想象开封，或许多年前曾经来过，这一次作家们
仍感动惊叹。

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在焦桐树下，
作家们仰望精神的丰碑，感受来自灵魂的洗礼。

漫步在修复后焕然一新的开封古城墙上，仿佛走进时光
的隧道。两千多年间，六个古城深埋于地下，形成城摞城的
奇观。如今，斑驳的古墙遗存、碉堡被打造成了摄影主题酒
吧、咖啡馆、主题邮局等颇具时尚气息的所在。走累了，去看
看影展，坐下来喝杯茶，或者给未来的自己寄张明信片，不亦
乐乎？

忽然，大片火红的凌霄花从城墙上探出头，点亮了眼睛，几
位女作家齐齐地站在花树下，镜头里个个笑靥如花。

在开封府、龙亭公园，穿越时光，去领略宋代的府衙文化和
宫廷文化，听一个个传说已久的故事。

夜幕降临，到清明上河园，在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中
听一阙阙宋词，次第展开市井风情、盛世繁华、爱恋传奇、悲壮
豪情等等的长卷，然后走进时间的隧道，迷失在金戈铁马与繁
华如梦中。

怕梦还不够似的，再到御河上，泛舟踏歌，穿过11座宋式桥
梁，去赏春花园、夏荫园、秋韵园、冬凝园的风景，去看七盛角的
灯火璀璨。

然后到鼓楼夜市去，来碗杏仁茶，炒凉粉，烤肉串，真正沾
一沾古城的烟火气。

正如作家们的感叹：开封太迷人了，旧时光以富丽恢弘的
气势成为新城市的底蕴，所有的一切都活着。

人文之叹

走在中原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俯仰间，这人文的印迹，多少
惊心动魄，多少回肠荡气，多少生机盎然，又有多少欣慰感动！

在禅宗祖庭少林寺，作家们仰望千年的银杏、松柏，走过
藏经阁、六祖堂、立雪亭到千佛殿，“天下第一名刹”的历史如
经卷般展开；在塔林，聆听历代高僧的故事；在藏书楼，和法师
对话禅机与佛理；在“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前，目睹儒释道三
教合一的见证，感受中原文化的包容交汇和华夏文明的碰撞
融合。

在洛阳龙门石窟，潜溪寺、宾阳洞、莲花洞、奉先寺，精湛的
雕刻艺术，久远的传说故事，怎么也看不厌，说不完，听不够。
返程时，船行在垂柳夹岸的伊河上，都安静地坐着，默然凝望对
面的卢舍那大佛。

在洛邑古城，文峰塔、文庙、四眼井、金元古城墙遗址等被
巧妙地融入新建的仿古建筑和街巷，中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也自然地在店铺中展示，走在其中，是一种别样的文化享受。

走在修复后的隋唐洛阳城遗址明堂天堂景区，震撼的感觉
无处不在，一个王朝的盛衰荣辱与沉浮变迁尽在其中。

是的，大地如人文长卷，在行走和聆听中，有一种奇妙的时
空穿越感，拾取了一种特殊的能量，这是作家们心底的感受。
他们为河南对文化历史资源的发掘和用心保护叫好！

是的，中原大地尘封了太多典籍中的中国历史，中原大地
又带来大繁荣大发展的崭新风貌，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如翻
开一页书，尽管此行只是匆匆的一瞥，尽管这短暂的阅读还很
潦草，但已然领略到大书的精彩，有山之德，有水之仁，视野开
阔，气象万千，曾经如明珠，如今更明媚！3

□安武林

什么是经典？
世界上的一些伟大的作家，试图给经典下个

定义。比如说，意大利的卡尔维诺，阿根廷的博尔
赫斯，他们都曾给经典下过定义，但都不那么令人
信服。采取众人的意见，大体共同认知的一个特
征就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
通俗一点说，那就是在世作家的作品，是没有资格
贴上经典的标签的。这样一来，许多作家、艺术家
或者其他什么家的命运——我指那些在世的时候
没有被人发现或者享受过荣耀的——活该倒霉
了，比如说梵高、惠特曼、曹雪芹等等。他们的作
品有什么改变吗？没有！变化的只有时间。如此
看来，时间很公正，但又很无情很残酷，它似乎成
了一代人愚钝麻木浅薄自我原谅的托辞。

在此，我想说的是，经典必然是过去的东西。
在当下，很多人开口闭口必然是经典。我们教导
我们的儿童，从小就要多读经典，古今中外的经典
作品，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唯经典论，实
际上就是厚古薄今。我不想探讨唯经典论的错误
在何处，我想说的是一种现象，是一种在经典名义
下糟蹋经典的现象。扭曲，变形，删改，篡改，拙劣
的改编或者缩写。这样的现象在当下比比皆是。

我一直崇尚在什么阶段读什么书的阅读理
念。我觉得人和大自然一样，在不同的阶段所需

要的营养是不同的。儿童为什么要加以特别的保
护？那是因为他们的身心发育还不成熟，他们的
童心还很清澈，在精神上亦如此。并不是什么样
的经典都适合儿童阅读。如果我们加以审视，我
们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经典——对社会阴暗和人
性丑陋深刻揭示的——并不适合儿童阅读，他们
对孩子们的童心是一种摧残。毫无疑问，人类文
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儿
童文学或儿童读物的繁荣就是专门为孩子们服务
的，应当适合孩子们的童心与精神。

我看到许多不适合孩子阅读的经典，被一股
脑地推荐给了孩子们阅读。我感慨，那么他们长
大了读什么?许许多多孩子在童年时代懵懂地阅
读过改编或者缩写的、应当是他们青年时期阅读
的经典之后，待他们长大时他们几乎不再愿意去
重读原著。原因是，他们觉得已经读过了，他们
已经知道了书中的内容了。有过阅读经验的人
都知道，我们阅读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
的好奇心，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这是探究，是发
现。但对于熟悉的东西，我们的热情便会锐减。
这是心理学的范畴。但这并不算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许许多多经典一经改编和缩写，其
中的精华便荡然无存。像《红楼梦》这样优秀的
作品，恐怕也不是以故事性取胜的。它的改编或
者缩写，能告诉孩子们些什么？在孩子们的眼
里，无非是男男女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打打

闹闹，我们不能指望孩子阅读出更多的意义和价
值来。

我从来不排斥善良的愿望，让孩子们多读书，
让孩子们早点接触经典，但这多多少少有点拔苗
助长的意思。阅读是一生的事情，急不得。假如
一个人有良好的阅读习惯，那么他终生会与书相
伴，与书为友，许许多多的书，稍微晚一点读有什么
关系呢？我排斥的是，经典下的雾霾，我们以经典
的名义，糟蹋经典，扭曲经典。对于这些，我们完全
有理由说：它们已不是经典，我们可以拒绝！这样
的经典，阅读不仅不会有益，而且还会有害。这样
的作品，如今充斥在市场上，图书馆里，书店里，其
目的赤裸裸的只有一个：获取经济利益。许许多
多的改编或者缩写，尤其是公版书的世界经典，不
少是随便找一些业余写手改编的，这本身便是对
经典的不尊重，或者说亵渎。许多外国经典一经
改造，译者的名字都不署，这本身也是对原译者知
识产权的一种侵害。

经典是当下最响亮的一个阅读标签，尤其是
在孩子们这里。实际上，孩子们只是被动的阅读
者、接受者，他们并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这些有
害的、所谓经典，他们不得不阅读，因为这是“大
人”们认为孩子们必读的书，并且有着经典的标
签。我以为，是时候警惕这类所谓的经典了。为
了孩子们阅读和成长，让他们远离这些经典下的
雾霾。3

□冻凤秋

一滴水的来历似乎是那样无足轻重，
一个人的命运看起来又是如此微不足道，
但在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眼中，从一滴
水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的起源和演变，从一
个人能够读懂半个世纪的血泪与荣耀。
于是，一部讲述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著作
成为书写人类水文明和讲述平凡人物故
事的大书，读后让人感慨万千，能以更清
澈的目光，更理性的思考穿越历史迷雾。
这本书就是新近出版并获专家高度称赞
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脉》。

身为该书作者，评论家何弘谈到撰写
《命脉》的初衷，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已经通水。这时，社会上
有很多质疑的声音。那么，究竟应该怎
么看待这项世纪工程？他觉得单纯就事
论事无法回答方方面面的质疑。于是，
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水利史、水文明方
面的著作，把自己变成了半个水利史专
家。他发现，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水的作用极其巨大，发挥着塑造文明、影
响文明、推动文明的作用。可以说，对水
的利用贯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历
程。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考察南水北
调工程，我们才可以对其作出历史的、客
观的、科学的、全面的评价。

从2014年起，三年的奔走、采访和写
作，南下荆襄，北上京津，奔波数万公里，
大量震撼心灵的人和事扑面而至。在这
极为辛苦也相当难得的过程中，何弘感受
最深刻的是方方面面人们内心的委屈和
他们的牺牲奉献精神。他很早就听说过
淅川移民的艰辛和委屈。但在采访过程

中，移民之外，接触了大量移民干部、移
民安置地的百姓、工程建设人员，发现每
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委屈。但他们总体
上讲并不后悔，都为能给这项世纪工程
作出贡献而自豪，都表现出了一种高尚
的牺牲奉献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作者
才真正知道什么是悲悯。悲悯就是对每
一个人都能给予真切的理解，并由此给
予关怀。

《命脉》后记中这样写：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其实是一座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
水下面的体量如此巨大，堪称从20世纪下
半叶至今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缩影。面对
如此丰富乃至庞杂的素材，何弘以评论家
的清晰思路，从人类水文明发展史、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史和建设史三个方面
来谋篇布局。第一部分在写作上更偏重
学术的探讨，力图把个人的经历和情感、
认知融入其中，尽可能使其带有经验的成
分。除了全面介绍工程情况外，作者更多
地通过一个个移民和工程建设中个人化
的言说，来讲述他们的故事。由此，读者
不仅可以看到整个移民和工程建设的过
程，更通过这一个个人的故事，看到了几
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在时代变迁
中这些人物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同时能感受到党和国家在政治观念、执政
理念方面的巨大进步。

书中通过访谈实录和情景再现，尝试
把南水北调移民过程中最原始、最真实的
东西保留下来，不加雕饰地还原移民场
景、过程及最真实的心理感受，这种聚焦
个体的书写方式让《命脉》格外生动。何
弘说，文学作品的力量来自其生动的细

节。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个个人物鲜
活的故事让南水北调漫长的移民过程和
宏大的建设过程自然呈现出来。因此，从
一开始，他就决定要走近移民和工程建设
者，走入他们的内心，把他们移民的故
事、参加建设的故事讲述出来，使读者能
够对这个工程、这个事件有真切的感性
认识，并由此对其得失作出自己的判
断。因此，我们要聚焦个体，记下他们的
故事和心路历程，以使后人能永远记住
他们。这是作品表达的需要，也是对生命
个体的尊重。

《命脉》曾五易其稿，最初构思，作
者一直是按《驯水志》《移民录》《修渠
记》三卷本来设计的。第一卷史料性
强，写作的难点在于如何使之“有我”，
使之经验化，使之富有感性色彩。第二
卷写移民的过程。难点一是在采访，由
于地域跨度大，人员分散，采访对象年
龄较大，寻找移民，和进行采访都很艰
难；难点二是如何使这些个体的自我表
达能够体现出移民的整个面貌。第三
卷写工程建设的过程，里面牵涉到大量
专业技术知识，作者希望能够以最通俗
的办法让读者理解。

《命脉》最初是三卷本，有一百万字。
后来，为了阅读方便，在有关专家的建议
下对全书进行了删改，使之成为读者现在
看到的40万字的版本。何弘透露，这个过
程其实不只是压缩那么简单，而是重新改
写，通篇都是以作者叙述的方式完成。

《命脉》的作者何弘和吴元成都是南
阳人，父辈亲属都与南水北调工程有着
不解之缘。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他
们把自身的经历、情感深度融入采访和

写作中。何弘生长的南阳是南水北调中
线主要的水源地。小时候，他就常常听到
淅川回迁移民的故事。他的大学生涯是
在天津度过的，那是一座严重缺水的城
市。他读书时引滦入津工程刚刚开通，这
使他明白了淡水对城市的重要意义。吴
元成一家更是与南水北调的关系更为密
切，如果不是丹江口大坝的修建，吴元成
一家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的样子。如
此一个与作者的存在息息相关的工程，将
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在他
们心中，写下来是一种责任，应该让历史
铭记住这些为工程作出贡献、牺牲的建设
者、乡亲们。

何弘说，这本书的写作，最直接的目
的是希望读者能在人类水文明的大背景
下对南水北调工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
时今后对于各种重大事件，都能在一个更
为宽阔和深远的背景下进行把握。也希
望大家能够通过书中那些平凡人物的故
事，看到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进步。
还希望由这一个个人的牺牲奉献凝结成
的南水北调精神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强
大动力。

对于书中写到的一个个人物，何弘觉
得还是过于肤浅了些。可能的话，他希望
能够集中笔墨去描写一个或数个人、家
庭、村庄，描写南水北调是如何改变一个
人的一生的；描写一家人是如何因为移民
而各奔东西的；描写一个村庄是如何在淅
川生根繁衍，又是如何因南水北调被连根
拔起的等等。他说，一个如此大的工程，
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如果有机会，愿意
以不同的方式再去书写。3

□杨诚勇

为诗集作序难，因为“诗无达诂”；为
朋友作序更难，因为“熟视无睹”。

大概是十年前吧，梁庆第一本诗集
《听太阳》付梓之时，曾嘱我写篇序言，我
不避续貂之嫌，为之写了一个“跋”。文
中有这样一番评价：“报国心，忧时泪。
书生气，山水情，在充满善心和爱心的笔
触下，化作正气和正义的诗行。”

今天，当我翻开梁庆又一部诗集稿
子时，真有一种故友重逢的感觉。一样
的清新文字，一样的家国情怀，一样的山
水神韵，一样的风趣辛辣，所不同的是，
文笔更加练达，思考更加深邃，境界也更
加开阔了。

古人说：“读其文，不识其人，可乎？”
然而，人与文之间又总是变数重重。读
梁庆之文，更识梁庆之人；知梁庆之人，
再读梁庆之文，对于我来说，既是一种温
故，又是一种知新。

如果单从“过从”的角度，梁庆和我
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我们认识近三十
年之久，但相互之间谋面极少，甚至成年
累月也没有一次电话或信息往来，真真
是“其淡如水”了。然而，在我的心灵深
处，总是有他一个位置，总是对他有一份
牵挂，也总是情不自禁地关心着他的处
境。

在喧哗浮躁的今日社会中，梁庆是
难得的能够甘于恬淡、抱朴守拙的人。
他先当教师，后当记者，写过新闻，管过
文艺，做过行政，什么岗位都能任劳任
怨，什么时候都能安贫乐道。他不在乎
沉浮，不计较谪迁，也不怨天尤人。他是

一块“砖”，但他更能够做到“专”。“吾心
已作沾泥絮，不逐歪风胡乱飘”；“争名夺
利随他去，曲学阿世我不为”；“不与百花
竞香艳，乐同松柏比常青。立身劲直不
攀附，虚怀有节君子风”。这既是他的诗
作，又何尝不是他的人生宣言！

梁庆诗集名为“种瓜得豆”，一是想
说明他是一位老实本分的“瓜农”，二是
想强调写诗是他的“无心之得”。梁庆文
史兼修，腹笥丰赡，但不是一个刻意为诗
者。他写诗是随性而为，有感而发，绝无
强说新愁，无病呻吟之作。因此，他的诗
是“本我”的挥洒，“性情”的写真。你可
以指摘他的格律和直率，但绝不可以怀
疑他的本色和真诚。他“种瓜”，是一位
合格的“瓜农”；他“得豆”，收获的也是绿
色品种。

论诗的视角和标准有种种，但我以
为最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曰“识”，二曰

“情”。所谓“识”，就是“见识”。才、学、
识，识为先，无识者则不可为文。古人说
的“文胆”，其实就是“胆识”。梁庆的诗
词，得之于识，贵之于识。无论是对时弊
的针砭，还是对人生的感悟；无论是对古
人的臧否，还是对今人的观察，他都能够
坦言直陈，切中肯綮。他指斥贪官：“心
黑手狠脸皮厚，肥己不惜天下瘦，缺德少
才善作秀。”对于劳动者的赞颂，也能别
出心裁：“百箱蜜蜂兴家门，千军万马往
回擒。分明蜜蜂养了他，他却称作养蜂
人。”他的“识”，有时还反映在哲学思考
上：“谁人知道我是谁？来自何处何处
归？世间万物为谁设？我来世间为了
谁？”短短四句，不尽玄机。

好诗第一近人情。梁庆是性情中

人，在他的诗作里，诗写得最好的、最能
打动人心的就是亲情友情乡情。九旬老
母是他的牵挂：“九三萱亲古来少，心清
体健不言老。拨通电话叫声妈，高声应
我心情好。”一幅亲切感人的母子通话图
跃然纸上。山林老人是他的神交：“山谷
里，疏林中，三间茅舍一凉亭”；“饮甘
泉，沐清风，鹤发童颜一老翁。”他乡偶
遇，能让他深夜难寐，吟咏不已；同学聚
会，引起他抚今追昔，慷慨高歌。身居
闹市，却能自造“桃源”：“几幅字画几架
书，一桌一椅一盏灯”；“绿茶红茶随心
泡，小饮几盏神气清。”故乡农事，成为
他心头萦绕，笔底彩墨：“收趁天晴种赶
墒，起早贪黑家家忙。四野一派机耕
声，玉米辣椒晒满房。”对恩师，对同学，
对乡亲，对朋友，梁庆绝无蜜语甜言但
又常怀感念之情。他时时提醒自己：

“心头常燃一炷香，感恩社会与上苍。”
《种瓜得豆》诗集，看似长短不一，体

例驳杂，但这恰恰反映了作者坦露心迹、
不事包装的写作态度。他要寻找的，是
属于自己的境界，属于自己的句子。梁
庆不是为诗而诗者，而是以诗言志者。
在心为志，发声为诗，但写真情与实景，
管他埋没或流传！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托
马斯有句名言：“官方的生活课在喧嚣，
我们互相递送着灵感。”读书培节概，养
气在吟哦。诗歌就是灵感的产物，用灵
气和美感滋养着我们有点枯燥的生活。
梁庆的《种瓜得豆》，使我们品尝了他用
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栽培出来的豆粒。相
信每个读者都会从细心地咀嚼中品出不
同的滋味。3

一滴水、一个人与写不尽的南水北调
时代

翻动一页书
打开一个梦
——“著名作家看河南”采风活动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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