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鲁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肯定，党的十九大以后，我们
将迎来文化创作的春天，百花争艳，万紫千红，名家大师将
会联袂而至，精品佳作如同雨后春笋。作为文化百花园里
的一个重要成员，杂文创作也生正逢时，渐进佳境，杂文家们
可以撸起袖子，大显身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增砖添瓦。

杂文是文化战线的轻骑兵，是所有文体里最直接、最
敏锐地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一种文体，可直接为党和人
民的文艺事业服务。因而，我党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杂文
创作。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鲁迅的杂文成就，把他誉为

“现代中国的圣人”，而他自己一生都十分喜爱杂文。他曾
说过，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
家。他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等，幽默风趣，深
入浅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都是不可多得的杂文名篇。

习近平同志不仅关心杂文创作，而且自己也身体力
行，写过数百篇杂文评论，是杂文创作的行家里手。2003
年 2月至 2007年 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在
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杂谈短论232篇。这些杂谈
短论深得杂文精髓，思想性高、针对性强、时效性佳，语言
简洁明快，观点敏锐清晰，形式生动活泼，讲道理浅显易
懂，不空发议论，文风朴实。或赞美表彰，弘扬正气；或批
评鞭挞，斥责歪风；或分析道理，揭示规律，为新时期杂文
创作树立了可资仿效的典范。

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了新的指导
思想，新的历史使命，新的奋斗目标，新的战略安排。文化
艺术建设也要与时俱进，呈现新面貌、新气象、新进展、新
成就，以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就杂文创作而言，我们要
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苦心孤诣，精雕细刻，努力创作更多
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杂文，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理念是行动先导，理念决定前进方向，决定事业高
度。杂文创作要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峰，首先要在创作理
念上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长期以来，对于杂文的
定义就是鲁迅的“投枪、匕首”说，即杂文专以讽刺批判为己
命。其实，鲁迅在下这个定义时是有所界定的，他说：“在风
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
实，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那么，
在风和日丽，朗朗乾坤的时候，杂文是不是还有其他功能，
如赞扬真善美等？这是肯定的。如果不是这样，杂文的路
就会越走越窄，杂文家就可能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因而，在
新时代，杂文家必须有这样的共识：杂文既是匕首和投枪，
也是银针和解剖刀，还是清凉油与维他命，具有讽刺、批判、
教化、启蒙、扬美、劝善的多重作用。有了这样的创作理念，
杂文阵地才会越来越多，杂文队伍才会越来越大，杂文艺术
也才能更上层楼。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文学创作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也是杂文事业长盛不衰的宝贵经验。今天的杂
文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着力：在创作形式上，除了传统的杂文模式外，还可运用引
进时评、寓言、闲话、漫谈、故事新编、讽刺小品、幽默段子、
知识短章、文艺政论等体裁，字数可长可短，风格可亦庄亦
谐；在创作手法上，可引入小说、诗歌、散文的元素，学习小
说的情节跌宕起伏，学习诗歌的语言凝练，学习散文的抒
情造势，要有“文以意、趣、神、色为卫”的自觉追求；在杂文
发表阵地上，除了传统的报刊外，还要勇于向网络进发，借
助于博客、微博、微信、QQ等发声，事实证明，这些新媒体
的网络杂文因其容量大、发表速度快、环节少、受众多，已
经成了许多杂文家施展才华的主阵地，对于提升杂文质
量，扩大杂文影响，弘扬正能量，批评假丑恶，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要繁荣文艺创作，须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相统一，杂文创作同样如此，关键是要多出精品佳
作。杂文在众多文学体裁里算是“小儿科”，篇幅小，容量
小，回旋余地小，但别看只是一两千字的短文，要写成精品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写好杂文不仅要有一定文学素养和
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有真情、有胆识——无畏
者的胆略、思想家的卓识。好的杂文，必定是集思想性、知
识性和可读性、观赏性于一身，具体来说，要有五味：一是
鲜味。即题材要新，反应要快。一个优秀杂文作者应密切
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接地气，心系群众，把观察的镜头始
终对准时代大潮，细心探索社会问题的症结，捕捉现实生
活中的矛盾，始终保持杂文的鲜活性，杂文才有生命力。
二是苦味。如果说散文、诗歌多呈甜味，杂文则一定是苦
味。因为杂文家抱着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议论的话题也
多是苦涩的。所以，好杂文具有苦丁茶一样的味道，喝着
虽苦，却能提神，令人清醒；好杂文又是成年人的苦药，苦
口良药益于病。三是杂味。杂文是文学、艺术、思想、哲
理、诗情交融的结晶，以杂取胜。其杂味主要体现在内容
杂、体裁杂、材料杂三点，天上地下，古今中外，皆可议论，
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杂乱有章，越杂越好。四是辣味。杂
文是战斗性很强的文体，每个杂文家都应是披坚执锐的斗
士，以激浊扬清、直陈时弊为己任，揭麒麟画皮毫不客气，
刺魑魅魍魉刀刀见血。五是趣味。好的杂文一定是妙趣
横生，令人百读不厌，读后回味无穷。语言幽默是趣味第
一要义，还要善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还要思想深刻，
议论机智，想象巧妙，构思新奇，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
兴趣，深刻地影响大众。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们正迎来一个文艺创
作的高峰期，每个有抱负的作家文艺家都应与时俱进，有
所作为，用精品佳作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用锦绣文章为
中华大地增光添彩！3

□王剑

我的老家在豫西山区。童年的记忆中，那是一
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很少有人出去，外面的人也
很少进来。而能在小村和山外世界之间建立联系
的，是一条弯弯的山路和隔段时间出现的邮递员。

邮递员是个小伙子，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很精
神。他一个月来我们这里一次，把小村的信件、汇
款和包裹，用一个绿色的帆布袋背过来，然后再把
村里需要向外投递的信函带出去。那时候，在村民
的眼里，收信是一种奢侈，一种荣耀。他们对信的
渴盼，绝对不亚于对粮食对衣服的情感。仿佛信就
是钱，立马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宁和富裕。因此，每
次邮递员只要在山脊上一现身，乡亲们总是放下手
中的活计，孩子般地迎上去。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邮递员随手把自行车
一靠，坐在村子当中的一块长石板上，堂倌似的亮声
吆喝：谁谁家有汇款，赶紧回家拿私章了；谁谁家有
信件，什么什么地方寄来的；谁谁家有包裹，快让他
家的人来取喽。这时候小孩子就成了欢叫的喜鹊，
早把这些好消息传遍了小村。那些收到汇款、包裹
或信件的村民，脸上堆着憨憨的笑，并不急于走开，
他们要尽情享受别人的围观和羡慕。然而，在无数
个这样的场景里，我永远只能是一个黯然的旁观者。
因为从那幽深的绿色帆布包里，从来就没有蹦出过属
于我们家的喜讯，哪怕是一句祝福的话语。我的父亲
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种地有很高的天分，但
就是没本事让自己拥有一个富裕的远方亲戚给我们
寄信寄包裹。当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学习，走
出大山，多给父母写信，让他们充分享受那份快乐。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小村，到了一所大城市念

书。在异地求学的孤寂中，我想起了当初的承诺，
于是写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便成了我的一种生
活主题。城市里种种新奇的感觉，大学校园的所见
所闻，以及离家日久泛起的浅浅乡愁，都曾在我的
信笺上活灵活现。父亲很少来信，最多只在汇款附
言中写上“一切都好，勿念”等字样。然而有一次，
我却突然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在信中父亲兴奋地
告诉我国家要建小浪底水库，计划中的一条公路将
从小村通过。后来父亲陆续给我传来家乡发生变
化的消息，譬如邮递车开到村里了，滞洪区人口开
始搬迁了，穿村公路开修了，库区周围开始绿化了，
村里人到库区打工了，等等，并展望性地说，这下好
了，以后你在洛阳下了火车便可坐直达车回家了。

小浪底工程一直持续了近10年时间，这期间
我大学毕业，到豫中南的一座小城参加工作，一切
都变得行色匆匆起来，与家里的联系自然也少了，
写信便没有了当初的从容和悠闲。这时，我却接到
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说是在邻居三伯家打的，刚装
的，顺便问问小孙子的情况。还说以后如不方便写
信就打电话吧，反正现在的邮费也涨到一块二了。
父亲的话很短，但有关家乡变化的信息还是深深感
染了我。我知道，现在的小村已今非昔比，一根电
线已经把它与外面的大千世界串在了一起。每次
在电话里听着父母那熟悉的乡音，我总有天涯咫尺
的感觉，仿佛我就在父母身边，想着想着，眼眶里便
有一种潮湿的东西在涌动。

去年春节，哥哥回老家过年，几个姐姐也赶过
去团聚。我因临时有事回不去，便倡议在手机视频
中与家人见面。哥哥很快便调试好了摄像头，远隔
关山的一家人，竟然在网上顺利会面了。清晰的界
面和直观的视听效果，使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儿，

直夸这玩意儿太神奇了。没想到快捷的手机网络，
弥补了我一次家庭团聚的缺憾。

现在，村级公路已经修到了我家门前，自来水
也流进了寻常农家，困扰乡民几代人的出行和吃水
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家所在的那座黄鹿
山，经过十几年的绿化，也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休
闲旅游区。成群的野鸡、野兔出没其间，多年不见
的松鼠、黄鼠狼也回来了。有一年，省里的一个摩
托车越野赛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山路上举行。
比赛那几天，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穿着新衣服，像过
年走亲戚一样，到现场看热闹。头脑灵活的人家，
早早地备下家庭旅馆。地里的野菜捋几箩筐，找几
个厨艺好的妇女擀几笸箩手工面，地地道道的农家
饭就成了。一碗手工捞面十元钱，便宜又实惠。几
辈子土里刨食的乡亲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
不出家门，就把赚钱的生意给做了。

有一次，我给母亲打电话，问父亲在干吗，母亲
说他到岭下的水库钓鱼去了。原来，小浪底水库蓄
水后，黄河清清的水面悄悄上到了离我家不远的黄
沙岗下。出门走不了几步，就到水库跟前了。

连绵的大山，清澈的库水，茂密的山林，悦耳的
鸟音，清新的空气，幸福的欢笑，如此美丽富饶的村
庄，每每想起，竟让我恍如在梦中一般。3

传统文化深处的诗意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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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凤秋

一位90多岁的长者说，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世经
历、生活体验，融入自己的理想意志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
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作品，我们依然能够
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

她从教七十多年，诗词几乎成为她的信仰，她生命的
支撑，虽“一世多艰”，仍“寸心如水”。

她曾挥笔写下“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
诗句，就是要将诗词的美讲给国人听，讲给一些被一时短
浅功利和物欲蒙蔽的年轻人听。她说，“我平生志意，就是
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她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的感发作用，那是一个
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感动与召唤。这种生命是生生不已
的。所以她说，古典诗词绝对不会消亡。

她是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
一位70多岁的学者说，如果德国是“哲学的国度”，那

么，中国就是“诗的国度”。尽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会拥
有让自己民族引以为荣的诗人、视为瑰宝的诗篇，但是，恐
怕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拥
有如此多的优秀诗人，拥有如此多的美妙诗篇。

他说，我一直坚信，汉语言就是一种诗语言，一种最富
含诗性的语言。

他是文艺理论名家鲁枢元先生。
是的，我们都生长在这伟大的诗词国度里，我们的生

命浸润在这诗性的语言里，无论我们是手握毛笔、钢笔，还
是敲击键盘和手机屏；无论我们是在为小家的幸福富裕而
奔波忙碌还是为家国的平安富强而尽职尽责；无论我们是
看着娱乐节目哈哈大笑打发闲暇时间还是享受诗书茶画
相伴的静谧时光，那个传统文化的宝库一直都在，它丝丝
缕缕浸润在我们的血脉里，等待被唤醒的时刻，或者说，它

在等你安静下来，听到它的呼唤。
我不知道诗人海盈是从何时起听到这诗意呼唤的。

见到他的时候，在他低调谦逊的眼神里，在他儒雅温和的
轻声细语里，已然看到一个生命对于自身的修炼。我想，
这本古体诗集《且行且歌》便是他修炼的成果。

那天是2017年 12月 17日，中原风读书会走进郑州
大学。在新校区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在最有青春朝气和诗
歌气息的地方，在埋头读书的青年学子中间，高金光、何
弘、张鲜明、单占生、冯杰、刘先琴、孔祥敬等我省近40位
作家、评论家、诗人、学者一起围绕诗人海盈的诗歌创作，
畅谈诗与本真，诗与生活，诗与传统文化，诗与当代人的精
神建构。

我听到他们那些温暖的话语，是欣赏，是爱护，更是懂
得。他们看到诗人内心的明亮，那些古体诗是从热气腾腾
的生活中来的，没有佶屈聱牙，不是勉强凑韵，他以一颗赤
子之心、童心、初心，及时捕捉住了那些鲜活的瞬间，那些稍
纵即逝的感受，那让他念念不忘的故乡和往昔，那沉淀在内
心深处的智慧和思索，那盈盈在握的雅趣、柔情和忠诚。忙
碌的工作间隙，出差途中，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短小的诗
行，写在纸片上，记在手机里，然后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忐忑
不安地听取友人的点评。他敬畏，他真诚，他痴迷。

这样就足够了。如果写诗让一个人宁静致远，冲淡来
自生活、工作的压力，让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处于愉悦向上
的境界；如果写诗能祛除一个人的浊气世俗气，涵养他的
静气书卷气；如果在诗中，诗人始终呈现的是崇高、纯澈、
干净的元素，在为这个社会增添真善美，你怎么能不为之
鼓掌，赞美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大声呼吁，希望更多人来读诗、写
诗，因为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诗，有梦，有远方；因为对
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与传统文化、与古
人风雅精神生活的一种衔接，无疑是当下安顿心灵的极佳

方式。正如诗人海盈在一首诗中写到的：“人生有诗/一如
秋夜有月千里婵娟/人生有诗/一如空山雨后踏歌徐行。”

且行且歌，一边生活着，一边歌唱着；一边生活着，一
边发现身上的诗性。青春年少时，谁不曾诗情洋溢呢？

那个叫海盈的少年，不知从谁手里拿到了一本发黄的
书，没有封面没有封底也没有扉页，只管硬着头皮读。影
影绰绰地，慢慢懂了一些。那是本《三国演义》。他如饥似
渴地把书中的诗词，几乎全部摘抄下来。这是传统文化带
给他的最初滋养。

青春时，他写了一些诗。后来，忙于学业，工作，他搁
下了笔。时光匆匆，很多年过去，终日为家国之事忙碌。
某一天，也许是长久以来的心志激发，也许是灵感袭来，那
些古雅的意象附着在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汩汩而出，
生机勃勃而又情意绵长。当写诗成为他的精神寄托，成为
他修身养性的路径，成为漫漫人生的依托与动力，成为生
命存在的内涵，他的人生状态忽然就不一样了。他已经踏
入了一条叫作文学的河流，诗的河流，传统文化的河流。

这是他的幸运！
我们看到身边太多人，已经自觉地靠近传统文化，习

读传统经典。那一座座古典文化、文学艺术的高峰，让人
高山仰止。走进去，理解那些经典，就是理解不同时代那
些优秀写作者的生命状态，就是寻找一种生命更深层的呼
应，就会生出更多的同情与关怀。如果可以且行且歌，那
么至少会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份鲜活的、色彩斑斓的记录。

那天的读书会，满满的三个半小时，沉甸甸的分享。
郑州大学文学院的10多位学子也在认真地聆听。我们欣
喜地得知，当代大学生写诗的热情高涨，他们成立了多家
诗社，写现代诗，写古体诗，切磋会友。

是的，诗人海盈不孤独，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会有不
少知音，会有后来者。愿更多人聆听到传统文化深处的诗
意呼唤，拥有诗心，与诗相伴。3

□梁鸿

在父亲生命后期，我和他才有机会较长时间亲
密相处。因为写梁庄，他陪着我，拜访梁庄的每一户
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去往二十几个城
市，行走于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上。没有任何
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
庄记》这两本书。对于我而言，因为父亲，梁庄才得
以如此鲜活而广阔地存在。

那是我们的甜蜜时光。但是，我想，我并不真的
了解他，虽然父亲特别擅长于叙说，在写梁庄时，我
也曾把他作为其中一个人物而做了详细访谈。他身
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太过庞杂，我无法完全明白。

父亲一直是我的疑问。而所有疑问中最大的疑
问就是他的白衬衫。

那时候，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
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我要
去镇上上学，我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他朝我笑着，
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
父亲的白衬衫干净体面，柔软妥帖，闪闪发光。我被
那光闪得睁不开眼。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
眼。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既因此崇拜
他，又因此充满痛苦。

他的白衬衫从哪儿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全
家连基本的食物都难以保证，那青色的深口面缸总
是张着空荡荡的大嘴，等待有人往里面充实内容。
父亲是怎么竭力省出一点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

昂贵的不实用的奢侈品？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
一尘不染？他是一个农民，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
要搬砖扛泥打麦，哪一样植物的汁液都是吸附高手，
一旦沾到衣服上，很难洗掉，哪一种劳作都要出汗，
都会使白衬衫变黄。而他的白衬衫洁净整齐。梁庄
的路是泥泞的，梁庄的房屋是泥瓦房，梁庄的风黄沙
漫天。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他带着这道光
走过去，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对他来讲，那件白衬衫，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破解这件闪光的白衬衫，我花了将近两年

时间，一点点拼凑已成碎片的过去，进入并不遥远却
已然被遗忘的时代，寻找他及他那一代人所留下的
蛛丝马迹。

我赋予他一个名字，梁光正，给他四个子女，冬
雪、勇智、冬竹、冬玉，我重新塑造梁庄，一个广义的
村庄。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
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寻亲报恩找故人。我揣
摩他的心理。我想看他如何在荒凉中厮杀出热闹，
在颠倒中高举长矛坚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无限
低的生活中，努力抓获他终生渴望的情感。

时间永无尽头，人生的分叉远超出想象。你抽
出一个线头，无数个线头纷至而来，然后，整个世界
被团在了一起，不分彼此。也是在不断往返于历史
与现实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一个家庭的破产并不
只是一家人的悲剧，一个人的倔强远非只是个人事
件，它们所荡起的涟漪，所经过的、到达的地点，所产
生的后遗症远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不断往

更深和更远处看，才能看到一点点真相。
小说之事，远非编织故事那么简单。它是与风

车作战，在虚拟之中，把散落在野风、街市、坟头或大
河之中的人生碎片重新勾连起来，让它们拥有逻辑，
并产生新的意义。

然而，梁光正是谁？即使在写了十几万字之后，
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迷惑
了。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的经历也许
我们未曾经历，但他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他们所
遭受的痛苦，所昭示的人性，却值得我们思量再三。

所以，在小说《梁光正的光》中，唯有这件白衬衫
是纯粹真实、未经虚构的。但是，你也可以说，所有
的事情、人和书中出现的物品，又都是真实的。因为
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争吵索取，人性的光辉
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来。它们的真实感都附着
在它身上。

我想念父亲。
我想念书中那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正在努力攀

爬麦地里的一棵老柳树，那棵老柳树枝叶繁茂，孤独
傲立于原野之中。他看着东西南北、无边无际的麦
田，大声喊着，麦女儿，麦女儿，我是梁光正，梁庄来
的。没有人回应他。但我相信，藏身于麦地的麦女
儿肯定看到他了，看到了那个英俊聪明的少年——
她未来将要相伴一生的丈夫。

那一刻，金黄的麦浪起伏飘摇，饱满的麦穗锋芒
朝天，馨香的气息溢满整个原野。丰收的一年就要
到来，梁光正的幸福生活即将开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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