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三朵花的风雨和彩虹

□邢军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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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协邀请一些作家写古代文化名人，我选了韩愈。
写《韩愈传》之前，我与韩公的缘分有三次。2000年左右的时

候，去潮汕地区釆写当地发生的一个公共事件，其间接待方专门安
排我去了一趟潮州的韩公祠，以展示其传统文化之厚重。很显然，
当地人是把韩愈引为他们的骄傲的。这样的安排，作为一个中原
人，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意味。在此之前，我曾有两次去孟州参观韩
园的经历，但都不是专程前往，从专注和重视程度上，少了尊重和
恭敬。外乡人对韩愈的如此尊崇，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故对此次参
观便特别上心。

记得韩公祠建在陡峭的山崖上，拾级而上，绿树夹涌，风景绝
好。奋力登临，于气喘吁吁汗水涔涔时，韩老夫子的雕像就在上方
亲切地显现了。韩愈是半身雕像。这是我第一次与先生零距离对
视。与室内的泥塑像比，半身像英气而超迈；与前两次所见孟州韩
园高大的韩愈像比，又显得亲切。我曾在有关史料上见过韩愈的
画像，依稀记得他的模样：圆脸盘，淡淡眉，细长眼，高鼻阔嘴，稀疏
长髯，骨骼魁伟，身体肥胖，典型的北方汉子形象。而眼前的韩公
像，则明显有些美饰，诗意的成分居多。

但我却更乐意接受他。
雕像的背景如嵌在山石里，让人相信他是大山的一部分。曾

几何时，当韩愈左迁潮州，他是准备好死在这里的。那时的他，虽
胸中有道，路却苍茫。行前，他在诗中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
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
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中
所谓的“瘴江”，而今就盘绕在韩公祠对面的山下。在湫水江口激
流处，韩愈曾在这里驱赶鳄鱼，并写下千古奇文《祭鳄鱼文》，由于
为民除害，百姓为了纪念他，将此江名曰“韩江”；山上，韩愈曾手植
橡树，将原本温带的树种引入南粤，蔚然成林，成为当地的一道风
景，人称“韩木”，山称“韩山”。诗人杨万里赋诗以赞：“笑为先生一
问天，身前身后两般看。亭前树子关何事，也得天公赐姓韩。”韩愈
罪贬潮州，在此地不到一年时间，却在潮州致力农桑，兴儒办学等
方面做出了不朽功业，特别是在传播儒家文化和尊师重教读书学
习方面，堪称开天辟地之人，至今潮汕地区仍只奉韩文公。由于韩
公的作为在山水之间，故雕像作者在创作时便有了潮汕湖山滨海
的暗示，他雕刻三维空间，也雕刻时光，更是把民族审美中最摄人
心魂的部分——英雄崇拜的元素雕刻进塑像的面容上，因而才有
笔者与其对视时捕捉到的独特感受。我凝视着韩愈的眼睛，雕像
眼瞳的阴刻部分盛满深深的历史感和殷殷的期许。它会说话。它
向我眨眼，用眼神与我交流，并能用浓重的中原古音对我说：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笔者或许在这一刻，就埋下了日后要写韩愈的念头。
写韩愈时，我也有雕刻家的感觉。韩愈被后人称为百代文宗，

文章写得好。但韩愈却告诉我，对整体而言，为文只是极小的一部
分。功夫在诗外，就如他在潮州的经历。先有道，才有路，文以载
道才能获得更大的自信。心中装着湖山，真正关心国计民生，这就
是了，文章自在湖山中。因为懂得和熟悉的缘故，我雕刻的韩公肖
像，刻刀沿着他的额眼鼻颊唇，能触摸到他的唐朝，能精细地感受
出属于他的那些山峦平野的肌理和纹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苏东坡
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
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
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
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
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韩愈是一个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的人，他的诗文和情怀，他的
“道”与“路”于我们的启示，至今仍能汇入一个伟大民族的追求与
梦想，仍能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增强文化自信，对作品精益求精孜
孜以求！3

中原风读书会

□冻凤秋

一个年逾花甲的女人，她是什么花？
你大概会觉得这朵花即将残败，是萎黄的，零落

的，在岁月的风雨中飘摇。
但我看到的这朵，却是既骄傲又谦逊，既宽容又

果决，既高贵又幽默，既细腻又大气。也许正如她在
那篇文章《牡丹的拒绝》中所写：牡丹的高贵，开，倾其
所有；落，惊心动魄；不开，则安之若素。

她似牡丹。
2018年3月3日午后，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张抗抗从北京专程赶到郑州，在大摩纸的时代书店参
加中原风读书会。这距她上次来河南看牡丹，已时隔
近30年。

她说，我与河南有缘。
谈到曾经的作品和成绩，她是谦逊的。寥寥数

语，把40多年的创作经历说得清清爽爽。
那些我们熟悉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情爱画

廊》《作女》等，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斜
厦》《请带我走》等，短篇小说《白罂粟》等，如镜像一
般清晰地映照着新时期的文学流变，准确而生动地
切入着当下的文化语境，每一次都带来全新的内容，
独特的思考，与众不同的艺术表达。她始终以开放
的姿态引领女性写作走向更为宽广的精神视野和全
新的创作高度。

她却说，写了这么多年，也不过就这些作品而
已。这说明写作的艰辛，需要不断地沉淀，才能够有
所表达。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

她不愿意多说过往的艰辛。一个生长于杭州的
女子为了心中的理想从南方到北大荒，8年的知青生
涯，劳作之余，趴在炕沿上偷偷写作，抒发心灵的苦
闷。那个时候，写作非常纯粹，没有利益的诱惑，她也
没有想过未来是什么样，她只是不甘于命运的摆布。
直到今天，她仍然在寻找笔下的“北极光”，她说：北极

光是我们的希望和理想，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只是
在向往。这就是我们写作的诗意本质。文学的本质，
我想就是诗意。

在最新推出的中篇小说《把灯光调亮》中，她仍然
追寻着一份诗意。小说正是通过写女主人公卢娜和
她的实体书店在当下遭遇的生存困境，追问人们如何
在世态的改变中，坚守自己的梦想。

读书会现场，朗诵艺术家晓峰即兴朗诵了这篇小
说的片段，他极具感染力的声音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
沉静的书香氛围。张抗抗老师赞赏地点着头。

她说，自己花费10年时间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也
即将推出。这10年，她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甚至压
缩自己的爱好，很少再看话剧等。把点点滴滴时间汇
聚起来，做最重要的事情。

她说，总是通过手机浅阅读，这很危险，它会剥夺
你的时间。她严肃地给大家发出警告：你到底要什
么？这一年，你有没有完整地读一本好书？

也只有谈到读书，她才滔滔不绝。她分享读书经
验，要学会给书分类，包里随身带一本薄的书，床头放
几本稍微轻松的书睡前读，而大部头的、有难度的书
一定要腾出专门的时间阅读，要同时做笔记。近 10
年，她在写作的间隙读大量的历史著作，也关注当代
作家的作品，并从中受到启发。

听她谈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内心无比笃定和强
大的女子，任何生活和情感的风雨在她笔下，在她手
中，都能轻松地幻化为绚丽的彩虹。

一个年过半百的女子，她是什么花？
你看到她是冷静的，内敛的，有一点疲倦，有一点

心不在焉。等她开口，你听到她的坦率，她的真诚，她
的不善言辞背后有一颗炽热的心。

也许作家邵丽的美如带刺的玫瑰。
第一次听她说，写作已经30多年。从高中时代就

开始发表作品，工作后停笔10年，直到女儿读初中后，
才重新开始写作。她喜欢进入写作状态的自己。最

新出版的《礼拜六的快行列车》中收录的中短篇小说，
都是她以女性的视角进行的创作，打探人心的幽深和
细微真诚之处，写出了悲悯。

对她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自我否定的过程，一
次次质疑，才有一次次超越。一部作品刚出来时高兴
了一阵子，很快又开始质疑自己。常常出现新的困
惑。后来意识到，每个人的写作既是每个人内心的需
要，也是内需的外延。她说，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所表
达的是你与这个世界的关联，是独一无二的。她鼓励
业余作者，放开手去写吧，是金子最终都会发光的。

第一次听她说，阅读对一个人的生命太重要了。
她读书很广泛，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浏览当
下的作品并撰写文章进行评点，取人所长。她说，读
好书会开启不一样的生命境界。

一个不惑之年的女子，她是什么花？
那样的柔美，如娇花照水，似弱柳扶风。正如她

笔下的文字，属于典雅一派，有隔着帘子听雨，独上高
楼看月的意境，那种美，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也许作家付秀莹是一枝清雅的荷花。在走了很
远的路之后，她步入写作的世界。她说，女人写作，需
要把生活、工作等所有琐碎的事情收拾妥当，把周围
的世界安排太平之后，才能进入状态。其中有太多压
力和辛苦。但所有的艰辛、挣扎，都在写出作品获得
好评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作为《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她要阅读拣选大量的
小说。但一开始写作，她让自己保持巨大的清空能
力，忘掉所有，面对自己的内心。

现场那么多女性读者写作者呢，她们是什么花？
靓丽干练的女律师邱梅，质朴倔强的基层作者朱

海梅，主动朗诵张抗抗作品片段的女教师等等，她们
承担着工作生活的琐碎和繁忙，这一刻，她们是看到
的，听到的，谈论的，是文学的诗意。

正是这诗意，让她们，也让他们，拂去岁月的风
尘，把内心的灯光调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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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思高

喉咙发痒

小脸憋得通红

桃花临风

在心里把那个名字

呼唤千遍万遍

在尘世

总有一粒尘埃呼应着你的命运

起起伏伏 飘移不定

在人间

总有一丝光亮照着你的名字

抚慰忧伤 滋润希望

任岁月流逝 擦拭明亮

把所有的词语挑选一遍

把所有的口气模仿一遍

把所有的心事抚摸一遍

春天到来

开口喊出的名字

像冲锋号般高亢嘹亮

一切都是新的

是寒夜里一盏灯火的暖

是废墟上一树嫩芽的绿

是田野里野花的绽放

是春燕衔泥翅梢的微颤

是黄河开动冰凌裂缝的乍响

是万众一心迈向未来的脚步声

春天到来

一场盛大的花事

开遍祖国的大江南北3

□冯建珍

风声，雨声，鸟声

你从喧嚣里从容走来

抚开嫩绿的蓬发，舒展成一幅画

潋滟了所有的光泽，淡雅而高贵的美

有些冷了，飘摇着那一份娇弱

总以为会飞快地飘飞在烟尘里

在仲春抵达之前，执着地

守望在枝梢，等待

另一种花期的交替绽放

难以停下来的时光啊！倾尽所有

明媚的姿彩，早已镌刻在视野里了

若干日子以后

你悄然离去，而我的梦

依然俏立枝头

桃花红 梨花白

走得久了，想停下

在一个花苞里绽放的感觉

在枝头上颤动的感觉

在春阳下春风中悠闲的感觉

听色彩爆裂的声音

桃花红了梨花白，醉了

满世界的绿

吟一阕词吧

此刻，指尖划过涌萌的土地

牛背上，哞哗一只蝴蝶的蹁跹

闲云拂过苍穹里的烟尘

是清洗唐朝的乡村，还是

唱挽宋代的城市？睡不醒的梦

撒在一粒种子里

希望尖叫着撞击时光，要冲破

一张网的悸动，味觉却泛滥了

满世界的香

诗人要作诗了，词人要写词了

在春分，梨花白了

桃花依然很红，那一支狼毫

蘸着月色描摹飒飒春光

门窗大开1

唐庄的一枝春色

春天到来

□吉项鱼

在豫西乡下，这样的美景随处可见。
湛蓝的天空下，高大的泡桐树之间，悬挂着一排

排银线似的挂面，千丝万缕，蔚为壮观，在暖阳和微风
中酝酿着独特美味。

我就是奔着这一幅幅美景而来的。也是想看看
30多年前我曾教书的村庄——灵宝市川口乡闫谢村。

开着电动汽车接我的李润泽大哥，指着村边的一
处建筑说：“这是城东产业园，咱村就是沾了工业园的
光啊！”我看着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两排路灯照亮乡
间的夜晚。李大哥说：“路灯都是太阳能的，节能环
保，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啊！”产业园里，有电子产
品制造业，有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工大枣、香菇、杜仲，
村里有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打工。

李大哥是闫谢村七组人，今年62岁。他家的挂面
方圆几十里都有名，丝丝细如线，均匀且筋道，清香而
味美。

说话间进了村子，只见水泥路宽阔平坦，村口的
学校盖起了崭新的楼房。村里，一排排敞亮的小楼映
入眼帘。

我不由得想起了昔日的情景：那年我19岁，师范

毕业，被分配到这个山区小学。这个村给我的第一印
象，就是通往村里的这条大路，尘土飞扬，坑坑洼洼，
可谓“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村里人大多住着泥
瓦房或地坑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如今，李大哥的院子干净整洁，二层小楼，坐北朝
南，西厢房就是挂面制作间。他说儿子和儿媳在城里
开了一个小饭馆，生意还不错。

走进挂面制作间，窗明几净，外间的墙根儿放着一
个大案板，案板上堆积着一把把洁白的挂面，地上还放
着装挂面的纸箱子。只见李大哥的爱人面带微笑，正在
忙着称重并装箱。揭开门帘，走进里间，只见靠窗的地
方有一个大案板，靠墙的地方有一个长方形的温面仓，
旁边有很多小竹竿儿，地上摆放着几个大瓷盆，盆里盘
着面团。从和面、破条、过条、绕面，到上杆、开面、出面、
晾晒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紧张而有序。

李大哥的手机响了，又有人过来购买挂面。如今
城里人纷纷上门购买，根本不愁销路。李大哥回忆
起，前些年卖挂面，都是拉着架子车到灵宝城里，或者
走村串户，或赶集摆摊，后来，就是骑着自行车、开着
机动三轮车卖挂面。

李大哥制作挂面40年了，最早开始制作挂面还是
在老院子，只有两小间房子和一个饭棚，而且是土瓦

房，住一间，挂面占一间。那时住房条件差，生活很困
难。现在这座新房是2000年建成的。李大哥和李永
恩、黄启升等几人，都是闫谢村挂面的生产能手，每年
从10月开始一直忙到年底。

李大哥说，全村有100多户村民从事手工挂面生
产，年产量50余万斤，销售额300余万元。村民生产
的挂面通过电商、淘宝等多渠道销售，远销洛阳、运
城、渭南等周边地区。目前，他们正打算为手工挂面
申请注册商标呢！

我手捏着一根新鲜的挂面，轻轻抚摸，细细端
详，感叹不已。匠心，传承，幸福。在这个看似普普通
通的村子里，在这些心灵手巧的民间手艺人的揉搓
下，在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守望中，这些挂面如一根根
精致细腻的银线，闪耀着别样的光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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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信
攀登文艺高峰

先有道，才有路，文以载道才能获得更大的

自信。心中装着湖山，真正关心国计民生，这就

是了，文章自在湖山中。

牡丹兰花 吴昌硕/绘

韩愈“道”与
“路”之启示

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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