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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弘

“中原作家群”是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一个创
作群体。多年来，河南作家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旺盛
的创作力和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南作
家具有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李佩甫的作品主要
描写的是河南中部平原，他把早些年曾挂职过的长
葛作为生活基地，隔段时间都要去走一走，近20年
来从未间断。熟悉佩甫的人都知道，他作品中描写
的人和事，实际上都有生活原型。刘震云生活在北
京，大家觉得他总是在出席各种活动，忙着搞影
视。实际上为了写《一句顶一万句》，他从山西到河
南河北，不止一次顺着作品描写的线路行走、体验
生活。张一弓在上世纪 80年代初，以其具有强烈
现实意识和敏锐政治嗅觉的作品，在全国引起轰
动，连续三年获得四项全国大奖，成为河南文学界
的一面旗帜。张一弓的作品能够产生如此的反响，
与他当时在登封农村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称
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认为作家的创作虽然要
表现“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
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鸣，否则读者没有理由
看你的作品。表现“大我”的前提就是要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我的主要工作是文学评论，很多人觉得这是一
份坐在书斋里即可完成的工作，其实不然。2015年
11月 25日，《文艺报》头版发表了对我的专访《批评
家也要关注现实》，在全国文学界、批评界引起了强
烈共鸣。这些年，我们的文学批评受到多方面的诟
病，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比较重要的，我认为一
是与创作现实脱节，二是与社会现实脱节。与创作
现实的脱节，源于我们的一些批评家热衷于从理论
到理论的推演，或用现成的理论去框架作品。与社
会的脱节，源于我们的一些批评总是从文学内部来
看问题，片面重视诸如语言、叙事、修辞、结构等文学
自身的元素，对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深度、准确度
等不大关注。好的批评家，应该入乎文学之内，对作

品的表达是否完善有准确的判断，同时还应出乎文
学之外，对作品表达的经验是否到位有准确的判
断。这就要求批评家也要自觉地深入生活，对当下
的时代命题有深刻的思考。

我这次“深扎”的点选在了淅川，主要是为了完
成反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脉》的
创作。这是一部思考水与文明的关系，反映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修建、移民等相关情况的作品。丹江口
水库移民涉及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地域涉及湖北、
河南、青海等省份；而丹江口水库大坝和陶岔渠首及
引水工程的修建也长达半个世纪。应该说，一个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其实是一座浮现在大海上的冰山，
水面之下的体量是如此巨大，堪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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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准确、深入地把握这项工程和移民情
况，自 2015年 5月以来，我一次次去淅川。国庆长
假及其他节假日，自己开车向南一路从淅川到丹江
口、襄阳、荆门、荆州、宜昌等地，寻访移民，考察工
程；向北走过了河南全境，从淅川一直走到最北的
移民点辉县常村镇。其间重点采访了过百位移民
和工程建设者。他们中有移民到青海、湖北的，还
有多次移民的；有上世纪50年代参加大坝建设的，
也有最后中线干渠的建设者；有上世纪 60年代的
移民老干部，也有现在的新干部，还有移民接受地
的干部和群众。

在众多移民中，有一个堪称标本的人物是何兆
胜。他上世纪60年代移民青海，经历种种磨难后回
迁淅川，又经历了一次次水逼人退，再移民到湖北钟
祥大柴湖。柴湖原是上世纪 30年代汉江泛滥形成
的沼泽，长满了芦苇，当地人打芦苇为柴，遂称柴
湖。何兆胜他们移民到此处时住的房子就是用芦苇
抹泥巴盖成的，晚上睡觉早上鞋子漂了起来，不经意
会有芦苇穿破床铺长了出来，坐在屋里要不时站起
来往上拔陷进泥里的凳子腿……在这里，移民时时
与当地农民产生摩擦，甚至发生械斗。在这种情况

下，何兆胜又回迁淅川。这时，他的老家已被淹在水
下，他们没有房屋，没有土地，就在江边以打鱼为生，
慢慢形成了一个由回迁移民组成的江边村。这样过
了多年之后，最后当水库坝程加高到175米之后，江
边村再次迁移。这次迁移他们去的地方最靠北，在
太行山区的辉县。在移民到辉县的第二年，何兆胜
的移民生活也走到了终点。他在辉县常村镇侯家坡
村去世并安葬在了那里的山坡上，只是坟墓依然保
留着淅川的样式。2015年9月，我到常村镇的时候，
和何兆胜的乡亲进行了座谈，其中就有他的儿媳
妇。那天，离何兆胜的忌日只差一天，我买了纸钱在
何兆胜坟前焚化。何兆胜的坟旁新起的坟头还有几
座，无一例外，都是淅川的样式。当时我在心里默默
祝愿，背井离乡的人啊，愿你们在天堂的生活不再动
荡，永享安宁。

通过这次“深扎”活动，我的一些看法也在发生
变化。以前总觉得移民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是一种
巨大牺牲，深入了解后发现，接收移民的村庄把有
限土地中最好的部分拿出来给移民，而为了一个移
民点拿出的土地，需要周围村庄，甚至乡镇一个接
一个地向外“滚地”，以摊薄移民点上原住农民土地
的损失，最终牵涉的村庄会绵延很远。这些接收移
民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做出了巨大牺牲？那些移民
干部，为做好这项工作有累死在现场的，有亲人离
世都无法去看一眼的，他们何尝不是在牺牲？经历
了这么多的牺牲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终于通水
了。作为记录者和见证者，我们应该全面准确地反
映这项世纪工程，让这种牺牲精神能对社会产生震
撼和鼓舞。这些年深入生活的采访经验告诉我，要
对一项工程、一个事件、一种现象进行全面准确地
反映，真的需要我们深入其中，进行细致的观察和
深刻的思考。

这次“深扎”不只为一部作品的创作做了准备，
而是让我明白，作家要想无愧于时代，创作出足以表
达时代丰富复杂的经验并能对这种经验做出审美化
解释的作品，必须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3

□叶晓燕

一
不止一次来“思乡缘”了。
奔着它的田园风光来，奔着它

的花木瓜果来，奔着它的香气来，奔
着它的甜蜜来。我的眼神只绚烂在
一花一叶，我的感受只陶醉在一瓜
一果，匆匆来去，从没真正进入它的
内部。就像我至今没有为它挖一锹
土，播一粒种，栽一棵树，没有为任
何一棵树浇水，施肥，剪枝，也没躬
身亲近那些泥土，感受一下它的坚
硬和柔软，湿润和温热。

我也不知道这座上万亩的现代
化农业生态示范园的命名，包含了
怎样的思念和乡情？也不知道里面
又藏了怎样一个“缘”字？

我只知道，它位于大别山北麓
不远处的固始县赵岗乡，这里曾经
是一片不毛之地，土壤贫瘠，原始荒
凉，村民们就把它用来作为丧葬之
地。而现在，这片土地正在醒来，复
活，焕发生机。

二
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考察，勘

验，论证，谈判，筹资……然后弯下
身子，开挖第一锹泥土，打下第一个
界桩，修建第一条道路，深翻第一垄
田地，播下第一粒种子，栽植第一棵
树；然后是季节中漫长的期盼，亲眼
看着长出第一叶嫩芽，第一片绿叶，
第一瓣花朵，第一粒果实……那些
植物有高大的，有小巧的，有粗粝
的，有玲珑的；那些花果有艳丽的，
有繁复的，有光润的，有坚实的，它
们各自都展示出迷人的姿态，吐露
出醉人的甜美，让人想到，这既是上
天的赐予，也是创业者汗水的结晶，
劳动者辛勤的回报。

这是物质世界的姿态，也是精
神世界的丰富，现在由一个人的执
着、一群人的辛劳转化为大地上的
春华秋实，又由花草果木赋予这个
人广阔浩大的梦想和这群人真诚深
沉的情感。

三
今年初夏，再次去。刚刚经过

一场雨水的洗礼，通往生态园的道
路两边落英缤纷，一地姹紫嫣红，像
是铺了鲜花的地毯。车子刚转过山
边，就看到了一口方塘，塘中种植的
有莲藕，一池莲叶照碧水，红白荷花
亭亭立，天光云影共徘徊。

嘎、嘎、嘎，循着叫声望去，看到
一大群白鹅，领首的一只嗓门最大，
向天高歌，似向我们讲述着什么，是
向游客们歌唱这里的生态美景吧，

也许只想表达它们在这里生活的快
乐。

路两边随处可见细碎艳丽的格
桑花。格桑花原本生长在我国的西
部高原，又称格桑梅朵，在藏语中，是

“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所以格
桑花也叫幸福花。近年刚刚引入固
始，却自在生长，一副喜欢上了这个
地方的样子。

一棵棵桃树，刚刚被摘取果实，
有点疲惫却又安静幸福的样子。拿
起树下收集筐里又大又红的水蜜
桃，一口咬下去，绵甜爽口，满齿留
香。

大棚里的冬枣已经成熟，有人
在采摘。最初的栽植设计上，就着
意安排了大棚和野外两种，大棚里
的果实先熟，采摘完了，野外的正好
接上。也就是说，从此时开始之后
的数月里，这里都将是冬枣采摘的
喧闹和欢腾……

还有黑花生，紫薯，橘子，山楂，
板栗，核桃，猕猴桃等等，这些果实
和创业者的故事一样，似乎永远采
摘不尽，讲述不完。

四
人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会有怎

样的意义？
你不能想像创业伊始，每颗种

子是怎样播下去的，树坑是如何挖
出来的，树苗是怎么栽下去的；你不
知道有多少把铁锨在挥舞，有多少
人流了多少汗水；你更不知道，山坡
向阳处和背阴处适宜种植什么植
物，不同品种的树该栽在哪里，是谁
浇的水，是谁修的杈；你还不知道长
尾雉何时在山中飞舞，野兔从哪里
归来，蚂蚱、蛇、金龟子、天牛、蚊虫
都藏在哪里……青春的农村创业者
需要来到这里，看看，听听，必能获
得芬芳而新鲜的感受和启示。生态
园尚未完善，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能
和方向，给农业经济提供方向，给农
村发展提供方向，给农民致富提供
一种方式。

它或许示范的是未来美丽乡村
的模样：富饶、文明、绿色……

在园区内，设计有很多特色板
块园区，譬如有“公仆园区”“创业园
区”，留给人们，来这里植树，种下希
望，栽下情怀，获得体验，从而让记
忆扎下根来。这样，无论你在哪里，
千里万里，你都与此结下了情缘、地
缘和心缘，就像你自己在这里生长，
长出绿叶，开出花朵，人生芬芳四
溢。

下山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
了又看。

我想成为一棵树，把自己栽种
在这里。3

□冯杰

诗人余光中去世了。89岁，按
中国虚岁传统90岁。

余光中先生是我少年时代最早
知道的台湾诗人之一。流沙河先生
编一册《台湾诗人十二家》，余光中
先生的诗入选最多。流沙河说俩人
都姓余，还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
与余光中的《蟋蟀吟》唱和。我学诗
时正逢港台文学热潮，我敬佩的其
他诗人还有痖弦、周梦蝶，洛夫、管
管、罗门等。后来都一一因诗结缘。

最早见余光中先生是在 2009
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参加“梁实秋
散文奖”颁奖仪式。那次像做梦一
样到台北，一人摸索到开会地点。
余先生来了，张晓风女士也来了。
余先生儒雅博学、风趣智慧，见面第
一句对我说“冯杰，你不要把台湾的
文学奖都得完，得给我们留点儿”。
玩笑里应该有认可与鼓励吧。

余光中先生享誉当代华文文坛，
诗、散文、翻译，三管齐下，又加上评
论，他说自己是艺术的“四度空间”。
在中国台湾，他被称为“诗坛祭酒”，报
纸登他的诗作，都是刊登手稿原样，除
了余先生没有第二人享受此等待遇。
他的《乡愁》一诗更是内地朗诵会上的
保留节目，出场必有那一张“邮票”穿
梭，上至庙堂下至乡野，几乎家喻户
晓，成了一个时代的诗歌符号。

四项全能里，我认为余先生诗艺
成就最大，铿锵典雅，和痖弦诗之醇

厚，洛夫诗之语变，周梦蝶诗之简约
相映生辉。他一直为中华诗歌的美
学而践行。

他曾在2014年夏天和夫人范我
存来河南，作一次他唯一的中原行，
先后到了开封、洛阳、巩义、郑州等
地。来前余先生让助理发信，约我在
开封见。

他对中原文化评价很高，说到
诗圣杜甫，学着不太标准的河南话
朗诵杜甫的诗。他饱有一颗诗人童
心，“不解”世事。在开封晚宴上我
对他讲到鱼头酒的来历。乘船夜游
汴河时，在旅游的花船上，他问
我：“两边的石头上怎不见青苔？”我
只能笑着解释，房地产商还不能马
上造出青苔。

那次在他下榻的宾馆，赠送余
先生一幅我画的《丹竹图》，他和夫
人都喜欢。他对我谈到了苏东坡最
早画红竹。两天后，在省文联办公
楼相约部分中原诗人为余先生举行
一次座谈会，交流诗艺。余先生竟
重点谈了文人画，说到吴冠中，闲谈
中还说我是诗人中画得最好的。我
想先生只是在鼓励我。

余先生一直笔耕不辍，属于活
到老写到老的那类。

以后，余光中不在了，但他的诗
歌在，那一方小小的邮票在，一方飘
摇的诗舟在，那里才是河流与乡愁
的延续。

山谷松枝断了，落雪的声音
在。3

“小我”与“大我”

作家要想无愧于时代，创作出足以表达时代丰富复杂

的经验并能对这种经验做出审美化解释的作品，必须积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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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信

就要靠近家乡了

心，却还在远方

多想把油城的绿树鲜花

寄给沙漠里的钻塔

让井场亮丽一下

快要走进家门了

手，却不知放哪儿

多想掏出发烫的思念

投入那曾经的新房

让爱情再燃烧一把

马上看到幼儿了

脚，却不知站哪儿

多想抱过未见面的宝贝

亲着他的小脸儿，问

认不认得，回来的是爸爸？

年轻的石油人归来

怀着愧疚

心绪却牵挂这两头儿

一边是等待爱滋养的小家

一边是需要石油做血液的国家

云

从家里的阳台看云

云是天上的银团

从飞机的舷窗看云

云是脚下的玉毡

阳台上的人，盼着

仿佛望见舷窗里摆动的手

舷窗里的人，坐着

恍惚看到阳台上含泪的眼

这一对

暂别的新人儿

忘记了昨晚的互勉

埋怨起美丽的云朵

怎变成了

阻隔俺们的云山

梨园之约

这梨园

是你恋了百年的家

园内那枚最大的果

是你思乡的心一颗

这梨海

是你向往了百年的梦

梦里那棵最高的树

是你走时种下的山一座

这梨农

是你多年未见的大哥

他家院中的老水井

藏着许多梨乡的故事传说

这梨阁

是你曾与姑娘的相约

阁内那张发黄的老照片

在等你

归来3

□杨志敏

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底
的欢喜。在研究所里，若是有人说了
什么可笑的话，先生先是眼睛眯成一
条线，接着就发出爽朗的笑声，继而抿
住嘴，如顽皮的孩童一般。

先生走路很敏捷，2017年夏同先
生在榕城，一天两场的高强度答辩工
作，饭后其他老师都回宾馆休息，先生
的兴致依然很高。我知道，按照先生
的生物钟，看完央视《新闻联播》《焦点
访谈》节目后的八点钟，是“溜圈儿的
时间”。迎着微润的海风，陪先生去江
心公园散步，踏着婆娑的榕影，他大步
流星往前跨，我一路小跑紧随其后，生
怕自己跟丢了。尽管这条路我走过无
数次，尽管这是先生第一次来。但他
大步流星的步伐没有迟疑和胆怯，如
同他面对任何困难。

先生有时也会吼两嗓子，唱戏的
话就是豫剧《朝阳沟》选段，“咱两个在
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
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得我叫你
看刘胡兰……”唱歌的话就是《三国演
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
尽英雄……”走路的时候也会哼一些
小曲，声调不高，听不出唱的是什么，
被我们听到了，他就会不好意思地笑。

先生说话很幽默，我们遇到不认
识的字，经常读“半边”，先生知道，但
从不当面批评。只是在聚会拍照的时
候，先生会大声说：“‘聂’住没有啊？”
有时也会提起，谁谁没走学术之路发

家致富买了“大别‘野’”，却没有丝毫
羡慕之情。

先生的坐骑是一辆破旧的“二
八”自行车，如果你经常去河南大学
文学院，如果你是个有心人，那么往
往能从停的车看出哪位老师在办公
室。有小轿车，有电动车，当然，停的
时间最长的还是先生那辆破旧的自
行车。我们有时候逗他：“老师，咱买
个豪车吧，我给你当司机。”然而，这
个当司机的愿望却没有实现过，先生
依然掂着他的黑挎包，一天四趟往返
于研究所和家。但，这辆被我们“嘲
笑”过无数次的小破车，又有几人没
有坐过呢。青春年少时自行车后座
上的裙角飞扬固然令人心动，但花甲
之年恩师的后座上坐着学生的情景
更令人肃然起敬。现在先生搬到新
区，已经坐上了“价值百万元”的班
车，那辆“老二八”是否依然停留在学
院门口？我无从得知，但我确信，它依
然会像往常一样，令我们不由加快脚
步，追随先生所在的方向。

先生一头乌发，纯天然无添加，令
人艳羡，每每有人向老师讨教保持乌
发的秘诀，老师会先顿顿气，然后故作
严肃地答道：“多吃面条！”先生睡眠极
好，据师母说，往往是在她转个身的间
隙，已经传来了先生的呼噜声。

先生爱吃。不是因为嘴馋，是因
为他尝过饥饿的苦。先生自幼家贫，
历经多次饥荒。即使后来先生成了

“公家人”，吃上了“商品粮”，依然非常
爱惜粮食。先生不能饿，如果上午连

着四节课，包里就必须备点水果糖、巧
克力才行，否则就会头晕。所以有时
上课或听讲座，我们会悄悄给老师递
一块糖果，倘若是气氛轻松的场合，先
生会笑着剥开含在嘴里；若是正式场
合，先生大眼一瞪，我们干看着他挨饿
却不敢上前。

考博临行前我去拜见先生，看他
有何吩咐，先生慢慢悠悠地说，“南方
吃的和咱口味不一样，海鲜多、小吃
多，你去了不要乱吃东西，可不能吃坏
肚子影响考试。”带着老师的叮嘱，考
试期间我吃了一周的兰州拉面。

先生爱生如子，赠书、赠钱、赠物
是常有的事。求学之时，每过一段时
间，老师会带领着我们“打牙祭”，从不
忍让学生破费，每年几次已成惯例，我
们就心安理得地去先生那里“打秋
风”，大快朵颐后，又大包小包地拎回
寝室，引得其他专业同学羡慕不已。

学校不在省城，在全国范围内交
流机会相对较少。每遇学术会议，先
生总会轮流带上我们，就是为了让我
们去见见世面，不落人后。2012年冬，
我和同学去山西临汾开会，先生有事
不能去，塞给我俩三千块钱，叮嘱我们
好好学习。北方的雪夜，我俩躲在三
门峡火车站的过道等待转车，呼呼的
北风带来无尽的寒冷，但想到先生，心
头便暖意融融。

这就是我的老师张大新先生。先生
之为学，求实求真，锦绣文章，著作等身。
先生之为人，至善至仁，天真烂漫，赤子之
心。先生之为先生，吾辈之幸。3 红兰花图 金农/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