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在记忆里，在文字中
登临群山
致敬大地

□郑雄

一
那是一段让我觉得兴奋、疲惫而又美妙的日子。

直到今天回想起来，都会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
从2013年冬天到2014年春天，为了写作一本叫

《中国红旗渠》的书，我从郑州到林州，再到北京，进行
了延续两个季节的采访。郑州、林州、北京，三个点，从
水泥森林到茫茫群山之中再回到城市，我仿佛在进行
着文明的穿越：从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来到大自然，从
今日中国进入历史中国。

第一次到林州的时候，虽然不时能够看到一些绿
色，但是，太行山上的草木，基本已经变成了枯黄色。
第二次到林州，已是滴水成冰，寒风呼啸，夜晚的太行
大峡谷里，似乎隐藏了千万头巨兽，随时都要冲出这莽
莽大山。第三次到林州，穿越几十公里长的林州大峡
谷，到一个叫桃花洞的村落采访。那时，山上的积雪刚
刚开始融化，桃树上已经拱出了苞芽儿，晨光中，八百
里南太行满眼金黄。

我采访了跟红旗渠工程有密切关系的一些老
人：红旗渠工程特等劳模任羊成、李改云、张买江，采
访了红旗渠管理处的退休职工郝顺才、摄影家魏德
忠……有时候是在他们家里，有时候是在他们的办公
室，有时候是在刀削斧劈的石壁旁。我坐在他们对
面，我和他们并排走路，我和他们一起跋涉。我看着
他们那被岁月的风霜改变的面庞，看着他们的皱纹、
白发、佝偻的腰。一瞬间我甚至有点怀疑：血肉之躯，
真的能够和大山上的石头对抗吗？是什么样的精神，
赋予了他们改变山河的力量？

我也采访了被称为红旗渠精神传人的申兰英。她
的丈夫是个村干部，外出公干，不幸牺牲，她拖带着一
儿一女，从路边支一张桌子卖面条开始，撑起了一个
家。接受采访的时候，她笑着，哭着。风吹着她的头发
在料峭春寒中飘动，就像太行山上一株顽强的草木。

我还和同伴一起，乘高铁来到北京，在北京医院病
房里，和红旗渠工程的旗手杨贵进行了一番深谈。八
十多岁的杨贵，虽在病中，但神态安详、精神很好，讲述
红旗渠筹划和施工中的细节，就像在讲述昨天发生的
故事一样……

二

对于我来说，小时候，红旗渠是一个传说，遥如天
边的银河，它只存在于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存在于残存
着墨香的书本中。而现在，我可以轻易地感受它的温
度。它的每一个转弯、每一朵浪花都近在咫尺。

整整几个月下来，我的眼里，始终流淌着一条蔚蓝
色的河流。我的心里，始终奔腾着一条精神的河流。

当我第一次真正走近红旗渠，抚摸太行山那坚硬
的石壁，当我第一次登临高峰，凝望丝带般的红旗渠从
滔滔漳河上游飘过时，设身处地，我还是有点替上世纪
60年代红旗渠工程的建设者担心。毫无疑问，那是个
艰苦的时代。吃饭都成问题，加上社会形势风云变幻，
阴晴不定，“树欲静而风不止”，工程的策划者，要有多
大的勇气，才能下定决心、坚持到底？

施工是那么困难。总干渠大部分都在群山之中，
要炸开山体，要开凿隧洞。他们没有先进的测量工具，
拥有的，只有小板凳、麻绳和皮尺。如果没有量好，水
引不过来，无法收场就不必说，更要紧的是，必须有人
为此负责。难怪杨贵曾经和他的同事们悲壮地说：水
流不过来，我们就成了林县的千古罪人，只能从太行山
最高的山上跳下去向老百姓交代了……

好在历史成全了他们。他们咬紧牙关，顶住了一
切干扰。最终，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所有的压力
都成了动力。红旗渠修成了，漳河水流过来了，世世代
代的企盼成为现实。修渠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精神，
也已经流出太行，流出中原，融入中国的每一片土地。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在我看来，红旗渠修建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几千
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孜孜以求、勇猛进击的缩影。无
论环境多么艰苦，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波折，在东方，这
古老的土地上，中国人始终满怀理想，为了改变生存环
境，为了强国富民而不懈努力。

先行者以他们伟大的行动力，塑造了光荣的传统。

三

采访和写作的过程，是从现实出发，进入历史的过
程，也是一个接受精神洗礼、转变思想观念的过程。

我对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那个被反复讨论的——
作家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有了和以往不一样的
认识。

有一种看法：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拥抱时代，
融入时代，感受时代，在时代的脉搏中感受自己的心
跳。只有投入有血有肉的生活中，才可以写出优秀的
作品、伟大的作品。另一种看法是，真正的作家，一定
要远离繁华，远离中心，要甘于在边缘，在一个无人认
知的角落，平静地感受自己，感受生活的美好和痛苦，
感受人间烟火之外的宁静与苍凉。

我曾经徘徊在这两种看法中间，举棋不定。而现
在，我宁愿无视这两种看法的分野。

我觉得，生活永远大于写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
人们，都与写作有关，也比作品更丰富。

一个真正的作家，无论他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
之高，无论他大隐隐于市，还是心远地自偏，他一定会
以一颗敏感而真诚的心，感受自然，感受历史，感受时
代。所有的生活都有其内在的温度，就像血管里流出
来的都是血。当他登临了精神的高山，从大地上获得
了足够的养分，就完全有可能写出好作品。

一个真正的作家，总是要攀上一座座山峰，向精神
的高地进发。当他拥有了丰富、饱满的感受，他也一定
会谦卑地躬下身来，向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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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驰，再一次站在时间的节点上。
进入腊月，就有了年的味道。这样的时刻，每个在外

的游子都会想起故乡，总有一股浓郁的乡愁涌上心头。
故乡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些纷至沓来的往事里有我们

成长的密码，有说不尽的欢乐和美好，有写不完的思念和
深情。那是我们的根魂所在。

2018年1月20日，一个阳光晴好的冬日午后，一百多
名读者从省内各地赶来，相聚在大河书局经纬店，聆听他
们心中仰慕已久的两位师长畅谈关于故乡的记忆与书写。

一
年逾古稀的孙荪先生，精神健烁。这样一位资深学

者、作者、书者，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深情，一本《回故乡
记》，收录他自上世纪80年代起创作的53篇文章，朴素真
切，其中《云赋》《鸟情》《释梦》《彩虹》等都已成为传播甚广
的名篇。

他说：故乡18年的经历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乡情，乡
愁，思乡，是一个宝库。这些融化于生命当中的东西，它们
是最触动人的，最柔软的，最重情的，甚至是最隐秘的那一
部分。他说，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与生命攸关，放不下，都
是不能不写的文章，是心灵的需要，是有话要说，接近于救
赎自己。

对他而言，故乡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最初是小家庭，然
后是生长的永城县。后来曾随女儿到国外，那时对家乡的
概念就是河南，是中国。故乡的概念在扩大。他说，在全
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碰撞较量，我们对乡土的书写不仅
是救赎自己，也是抢救一个民族的文化，这方面的意义怎
么估计都不过分。

关于乡土文章的写作，他说，任何人心里都有一个故
乡，都有这样一个心灵的初稿。如果你是一个写作者，哪
天你可以动笔，把初稿变为改定稿，拿去发表。这里面有
很多写作技巧问题，但最重要的是真情实感。要回到生命
原初的状态，把自己的情感记忆倾诉出来；回到日常生活
的真实场景，把你所经历的生命故事，你所生活的环境和
自然风物，逼真地表达出来。

他说：对故乡熟悉了以后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一生都
在做一个功课，理解自己的故乡，理解父母亲，兄弟姐妹，
村庄，县域等，这些年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他说，理解了
才能行诸笔墨，有所发现。每个村子看上去很平常，但可
能有了不得的历史。

为写《永城赋》，他曾三回故乡，深入采访，理清永城三
千多年的历史，所以，赋中句句有来历，有史料根据，全面
地概括了一个县的历史。他欣慰自己为家乡做了一件事
情。他说，理解自己的家乡，家乡的人物，一个地域发展的
来龙去脉和它的未来前景，是非常有意义的事。熟悉，理
解，有所发现，然后才能写出有价值的文章。

二
省作协副主席、省散文学会会长王剑冰先生这些年足

迹遍及大江南北，他的散文佳作也被刻在许多山水名胜
地。这一次，他剖肝沥胆，首次把生命中那些关于河北唐
山家乡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写出来，倾诉在这本名为《或咫
尺，或天涯》的书中。

他说，一个作家起码要写出关于故乡的文字，才能见
出你生活的起点。而且一定要写出真性情，不能玩矫情，
也不能一味抒情。不然写出来就是空泛的，虚飘的。很
多人认为散文就是抒情，他说错了，散文其实强调真情、
性情。

19岁的他下乡插队时，在姥姥家经历了唐山大地震。
那些沉痛的记忆绵延至今。那一天，他一字一句地说着往
事，他最初的爱恋和错失，他经过的生离死别，他见证的灾
难之惨烈，他目睹的生命之顽强以及40年后再回去时仍止
不住的泪水长流……这些难以释怀的痛与爱，他都写在《经
历与表达》《黄昏中的美人》《小荷子》《生计》等篇章中。

他说：我后来去周庄，去江西、贵州、安徽等地的一些
民居，那些小胡同，小弄堂，小天井，各种各样，每一处生活
的氛围那么有滋有味。那时，你会觉得自己小时候生活的
地方太苦太简单。你就想，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可能对故
乡的体味更深，写出来的东西更有色彩。但是，故乡是不
能选择的，一如我们的父母。既然它做了你的故乡、父母，
那你就认，你就亲。所以我们的笔应该更深入一点，真真
切切地写，大大胆胆地写。他说，大爱与小爱都是我们文

字中的魂，如果没有这些魂，文字会飘，不实诚。他把笔触
延伸到土地深处，细细地写了故乡的地气，乡村的风，乡下
的夜等等。他说：我是带着一种感情和对乡土的认知去叙
述的，我觉得自己的书写是深沉的，没有虚浮。

三
关于故乡，无尽的感触。
那天，朗诵艺术家陶真、秦莉情真意切的朗诵，触动了

现场读者的心绪。那天，嘉宾、大象出版社副总编辑杨秦
予，作家李玉梅、鱼禾、张鲜明等都在现场谈到自己的故
乡。故乡是地域的，是一个个村庄、乡镇、县域、城市的名
字，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意味着一种传统，一种人文习俗。
年轻时意识不到，与故乡渐行渐远，后来，不断地回望，在
更深广的层次上看待故乡，理解故乡。对于作家来说，写
作就是回乡之旅。真正理解故乡，会使一个人活得更加明
白，写得更加深邃，有意义。那天，河南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陈茁的发言说出了很多读者的心声。她说，中原风读书会
举办三年来，为省内外名家和读者搭建了一个面对面交流
沟通的平台，每一次聆听都让读者收获很多。相信2018
年，读书会将在大家的支持下越办越好！

的确，有时候，就是那么的一次交流，一席聆听，一句
话，就点亮了你的内心。

比如，那天，谈到读书，孙荪先生语重心长：我是被书
喂养的。读书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人之所以能成为
真正的人的基本条件。

王剑冰先生说，正像一个书法家要上午临帖，下午练
字一样，要不断地阅读。一个作家要想在某些方面有所建
树，一个是读你喜欢读的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读更深更
广的东西。

因为博学慎思，所以智慧深邃。所以，孙荪先生是后
学者心目中的那座山，所以，王剑冰先生是写作者心目中
那棵峻拔挺立的树。那天的分享结束后，那么多读者一直
围绕这山与树，那种热烈的氛围让人惊讶又感动。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篇永远也写不完的故乡记，
也许我们始终都在回故乡的路上。愿某一天，能真正理解
那个生养我们的故乡，那时，乡愁会有一个稳稳的依托，那
个属于灵魂的美丽家园无比温暖迷人。3

□古国凡

隆冬时节，走进位于首山脚下、汝河西岸我的
故乡——襄城县山头店镇，只见山野河畔铺满绿
色，那是一大片油菜苗，在冬日阳光下欣欣向荣地
长着。

首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位于襄城县城南。山
北边是一湾清碧的汝水。

春天，油菜花开了。登上首山之巅俯瞰家乡，大
地铺满金黄，绵延起伏，无边无垠。山沟里、河谷边、
田野上铺天盖地的灿烂明丽。我惊讶，我陶醉，感慨
万千。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蓝天下的这片土地正
是我们魂牵梦绕、生生世世向往的人间天堂。想起儿
时追逐嬉戏在田间地头，一个个把少年的萌动与梦
幻，伴着欢声笑语大把大把地洒进无边的金黄里；脸
上载满希望的老农，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犁尖翻过一
波一波的泥土；远处村庄炊烟袅袅，散发着人间的温
暖气息……

菜花凋谢后，会留下一串串饱满的希望的果实。
黝黑的庄稼汉，在榨油房里挥汗如雨，一阵阵高亢快
乐的“呵哟呵哟”号子声中，油坊里溢出菜油香，香味
一圈圈地升腾起来，风一吹，弥散开来。行走在山岗、
河畔，谁都会狠狠嗅上一口那诱人的清香。

绕过樱桃沟，沿着环山渠，山腰的柿子树林里隐
隐露出一片红色房顶的“农家乐”，一个农妇正弯腰
在油菜地里麻利地剔油菜苗，那正是我的老同学刘
二花。听到招呼，她仔细端详我，高兴地喊出了我的
名字。

她虽然年过花甲，但体态匀称健硕，那一对豌
豆花一样明亮的眼睛勾起了我往事的回忆。她是
人们公认的校花。我俩从小学读到高中，又一起考
大学，那时她瘦高挑儿，性格开朗，她那柳叶样的
眉，水灵灵的眼，霞一样的脸留在同学们的心间。
考大学那几年，她常常背着红薯面、红薯饼还有腌
的香椿芽和我们步行翻岗跨沟步行 20多里地去县
高中，她下定决心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结果连考三
年名落孙山。1981年，她带着满腹遗憾从胡岗村嫁
到首山东头的山头店村，出嫁那天，她背着一个红
包裹坐着“永久”牌自行车到了婆家。谁知婆家更
穷，住着三间破草房，顿顿离不开红薯面，三年里她
生下两个男娃，终日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摆脱贫

困，她和丈夫没明没夜上山挖石头卖钱，不料丈夫
在石渣坑里被巨石砸折腿落了残疾。她家日子过
得更凄苦。尽管山腰里还有自家种的 26 棵柿子
树，早先山路没修，果子卖不出去，只能眼睁睁看着
果子落地烂掉。

这次见她，她兴奋地告诉我，“农家乐”饭店是她
家开的。这几年，政府号召治理首山、美化汝河，大力
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农业，村里的水泥路一直修到了山
顶，沿山20多个村庄种油菜超过万亩。赶上这好年
景，她又鼓足勇气承包了17亩桃园，搞起林下循环经
济，林子里养鸭养鸡，清冽的山泉水使鸡鸭蛋口味好，
游客争相购买。

“游客偏爱油菜苗儿，过去生产队种油菜是为了
充饥，度春荒，现在镇上让种油菜是为了扮靓家乡。
花开果熟时节，城乡人像赶会一样来游玩，采摘、照
相、拍片儿，品尝土鸡土鸭山野菜，俺农家乐的生意红
红火火……”40年前的愁人生活，如今被笑脸与舒心
代替。她家里盖起了三层小洋楼，还有两辆小轿车，
城里的公交车通到村里头，每到夜晚，村里路灯明亮，
刘二花和村民们在文化广场里健身、跳舞、扭秧歌，生
活多姿多彩。

“俺干劲更足啦，你瞅瞅，环境好了，水清了，天蓝
了，山道、村道光亮亮，土地升值了，咱农民富裕了，日
子越过越舒坦……”一谈起变化，她有说不完的开心
话，脸也笑成了一朵灿烂的油菜花儿。

“现在咱村上人不出村都有活干能赚钱，冬天人
更忙，镇上李书记还常到俺这儿指导移栽技术哩。你
看，恁多人都在忙着移栽油菜苗哩！”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到层层梯田里，山民们成群
结队在种“风景”。

那也是在种希望，种幸福。3

□李家琪

诗歌之魂，是会在翻译中流失的东西，常常读本国
母语的文字，才能体察那细微处的惊心动魄。然而即
便是熟悉的汉字所凝聚，仍有许许多多的人对此产生
了莫名畏惧，遂因怕而远，由远而臆断，在诗歌的大门
前惘然徘徊。

进，抑或是退？前方是荆棘或是玫瑰，我们不得而
知。但我们知道玫瑰往往生于荆棘丛中。觑视它的人
那么多，然而谁也不知在苦行与追寻后是否确能采得
那一缕香魂。

俯瞰古今，曳草行吟抚琴长啸独坐幽篁的诗人
们，抑或西服革履鼎鼎著名的学者鸿儒，其可敬可爱
在于常将文墨精魂当作了理想这一痴处。只是，诗
人洛夫曾说道，理想是一块冰，冷而苦涩。至于如何
教每一个热爱诗的凡人自甘成为苦行的虔诚圣徒，
苍天也难以回答。

由此，这唬退了一众文学弄臣，也激起了一些人血
液和骨髓深处的兴奋。或许意识到不该使诗歌再度沉
堕下去，每一代人总有人致力成为先锋人物。这带来
的将是无穷的争议，许是褒奖，许是贬斥。

是的，我想到了新诗。古有五言七律体的开创者
冒险一试，数十年前的中国学者亦萌尝试之心。只
是提此我心中产生了惭愧，对于新诗，我也曾不自量
力地讨厌和驳斥过。如胡适之《尝试集》，我难以认
同“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也可为诗句；刘半农在
诗中的表白令我瞠目；郭沫若的《天狗》更令我为这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势讶然！当初读这些，只能是
不解。不解其中之浅白，纵能使人不再因惧而远，也
可想象，将无人愿推这门户而与之为同流了吧？暗
自摇头。

几年后，学历史，读书渐多，某日恍悟。原来他
们其实是这样的勇士，若荆棘遍生，遍寻无芬芳，
他们便赤裸手足去大刀阔斧开辟出一块园地来亲
手种植玫瑰——时代发展，不同往昔，旧体诗确已
难满足新需求。唯有勇敢尝试，才能化结局作开
始。起初的拙稚简朴和些许狂嚣流露出的是浓重
的情感，足矣。否则难道要出生的婴孩一脱母胞便
完美若神人么？新诗需要时间成长，使骨血渐丰。
如此待玫瑰盛放，引蜂蝶翩至，门外的众人自然会
寻香来到这先驱者曾到访、并奉献了无数汗水、承
受异样目光的地方。只是此时已绿草如茵，繁花争
艳，一改往昔荒芜。

我想到，一则想濡笔泼墨之人，必先心胸中有一
图腾，与精神相依托为伴、耐住未成名时的寂寞与痛
苦，才可能在文史长卷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二则
宽容以待新的事物，毕竟文学的广阔天空需要色彩
缤纷，每一诗者文人交相辉映才有彩虹乃至一切胜
景的状貌。以此两点，便是希望在诗歌门扉的两侧，
门外的勇于踏足而入，门内的勇于坚持前行，两者相
互理解包容。

作为方踏入此门半只脚的人，于此访古人，邀今
人，愿与之偕游，或许是采了一朵兰花别于颈间，或
许是独自踏黄花寻寻觅觅而行，甚至骑白鹿，乘青
鸾，跨鲸捉月……总之也期愿愈多的人来寻求玫
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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