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冻凤秋

清明时节，天地之间，一切都是新鲜
的，明净的。树上初绽的绿芽儿，带着一种
清亮的光泽，和次第开放的花儿一起，带给
我们蓬勃的欢喜。这样的时刻，一种从未
有过的轻盈与沉重，会涌上心头。

4月1日上午，著名豫籍作家刘庆邦带
着一本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就是我母亲
——陪护母亲日记》，做客河南日报中原风
读书会。

在大河书局纬五路第二小学校园阅读
中心，一个崭新的洋溢着书香的地方，干净
的明蓝色书架恰好与作家新书的封面色调
映衬。不大的空间挤进了一百多名读者，
通往二楼的台阶上坐着数十位小学生，书
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也被年轻而专注的眼
神填满了。

当我们听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社长
高金光在致辞中说起作家刘庆邦与河南日
报延续40多年的深厚情缘，当我们听着资
深编辑陈静详细地阐释作家陪护母亲的日
记的精心成书过程，听着朗诵者雅娟、晓峰
深情地诵读日记片段，情感的闸门一下子
就被打开了，泪水情不自禁地在眼眶打
转。这是作为主持者，我首次在读书会现
场哽咽。这也是刘庆邦先生在新书首发、
恳谈、分享数次后，第一次在现场一开口便
落泪。

他声音颤抖着说：母亲一直是我的敏
感点，痛点和泪点。

母亲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和母亲重病
辞世前最后的日子，他一直陪伴在母亲身
边。作家幼年丧父，是勤劳、善良、智慧的
母亲含辛茹苦把姐弟五人抚养长大。身为

长子，母亲对他格外依赖和信任。他当时
意识到，在母亲病床前尽孝心，是报答母亲
最后的机会。每天在照顾母亲之余，他都
会抽空记日记。初衷是为了记录母亲的治
疗情况和病情变化细节，更好地陪护母
亲。母亲精神好些时，会给他讲故事，都是
农村过去和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听了
觉得挺有意思，就记了下来，想着以后可以
当成写作素材。同时记下大姐、二姐和妹
妹、弟弟讲的故事，每天所看到的美好的自
然景象和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以及对某些
事情的思考、感悟。

母亲去世后，他把日记本放在柜子里，
从未想过发表。直到十多年后的某一天，
他偶尔翻开日记，引起很多回忆，感动不
已。于是抄录整理。先是整理母亲发病住
院治疗期间的日记，在《十月》刊登；后来，
又把在母亲临终前最后的日子所记的日记
交给《北京文学》发表，均获得高度赞赏。
由于日记写得自由，率真，无拘无束，并且
跳跃，简洁，内容丰富，被评价为“时间在当
下与过去之间自由穿梭，空间在病房与家
乡之间轻松转换。文本因此具备一种无所
不能的包容性，一种复杂多变的开放性”，
堪称新时代的“世说新语”。

庆邦先生说，书中贯穿始终的就是孝
文化。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就是在当下，孝
文化也绝不过时，值得我们大力提倡。

他说，母亲给我了生命，我继承了母亲
的遗传基因，在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母亲的
生命还在延续。这还不够，我更要接过母
亲的精神和灵魂，通过不断的自我修行和
自我完善，使母亲的灵魂得到发扬光大。
所以，他给这本书命名为《我就是我母亲》。

的确，他通过写作不断修行和完善自
我，他所有的文字都是从心灵中生长出来
的，带着他的气息，他的呼吸，他的真诚。
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他迄今
写了 300多部短篇小说。他说，这是他认
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他来说，写短篇小
说是寻找一粒生活的种子，然后精心培育，
让它生长。这满足了他对文学创造的愿
望，很好地诠释他的想法，表达他的情怀。
他的作品，无论是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
说《鞋》，还是经典的短篇《响器》等，都充满
着灵性和想象力，浑然天成。他的中篇小
说《神木》以锋利与克制的笔触剖析人性中
的善与恶；长篇小说《遍地月光》《红煤》等，
直面现实又超越现实，带给人心灵的震
撼。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曾高度评价他的
作品，他用生命观照的两个世界：煤矿和乡
村，以及他以眼泪和心血刻画的人物命运
和生存状态。

那天，庆邦先生以大海形容长篇小说，
波涛翻滚，一望无际；中篇小说如曲曲弯弯
的长河，有曲折故事、情节细节；短篇小说
似瀑布，有横断面，有流速，有水雾，甚至形
成彩虹等美丽景观。瀑布下面有深潭，水
非常清澈，但不见底，短篇小说的结尾就是
这样常常有深意。他建议读者多读短篇小
说，写作者也先从短篇小说写起，锻炼语言
和写作技巧。

他还谈到散文写作。与小说中时而柔
美时而酷烈两种极致的风格不同，他的散文
是朴素的，真挚的，他敏感深情的心灵浸润
着朴实的乡土之风。他说，我是带着忏悔意
识来写散文的，通过书写解剖自己的心灵。
他奉劝散文写作者找到自己的心魂，找到内
心的痛苦所在，找到需要反思忏悔的地方，

找到得到过最深的生命体验的地方来写。
他还说：很多人认为散文没有人物，这是不
对的，散文的人物就是作家自己。

从1972年写下第一篇短篇小说起，庆
邦先生已经写了46年。他说，我们这代作
家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不必为安定和
生计发愁，写作时间可以长一些，再长一
些。当然在安逸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的是新
的考验，考验对文学的热爱，考验耐心，考验
写作资源。这么多年，我坚持到煤矿去，到
基层去，其实就是希望能深深地扎根生活。
也因此，生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
材，他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涉及当下教育话
题，目前已经完成了近20万字。

读书会上，庆邦先生还真诚分享了读
书经验。他说，当下我们读书面临三个考
验：一是选择，要选择具有较高审美趣味的
读物，会终身受益；二是热爱，要一辈子保
持对阅读的热情，终身学习；三是耐心，要
有读厚重书的耐心。

那天，作为认识庆邦先生30多年的老
朋友、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
也莅临现场，深情回忆往昔；河南日报文艺
部主任陈炜诚挚分享阅读《我就是我母亲》
的感受。大河书局总经理李建峰、资深教
育工作者曹鹏举、来自焦作的写作者陈战
东等都认真聆听，感触颇多。

那天，窗外阳光灿烂，春意盎然；室内，
小学生们一张张如花蕾般的面庞，朝气蓬
勃，会让人对生命的逝去与新生有更加深
刻的感触。那就是，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
祖先的血液，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带着先辈
的体温，我们走在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
里。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在清明，读懂孝
的真谛，那将是对逝者最好的缅怀。3

□鱼禾

翻开南丁先生生前所写的最后一本书——
《经七路34号》，没想到其中有几处提到我。我步
入文坛很晚，从跟他认识到他去世，前后不过七八
年时间，一年也就见个一面两面，多是在什么笔会
或研讨会上。这种交道几乎都不能算是熟识。但
是他却记着我，给过我真诚称赞和慷慨鼓励。

2011年初春，我的长篇小说研讨会，也是我的
第一次作品研讨会，在河南省文学院二楼会议室
召开。主持人通知了他。那天正是大雪之后，天
寒地冻，路滑难行。八十岁高龄的他准时到场。
三个多小时的研讨，他从头坐到尾。他仔细听别
人的发言，偶尔插话。当时有文友说，作品写了
太多的身体，结构过于随意，在对于小说结构的
把握上似有无奈。他说，不是这样的，这部作品
的指向其实是精神性的。他说，我觉得鱼禾是有
方向、有追求的，主人公左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她拒绝世俗的东西，追求精神上的完美、纯粹；鱼
禾的语言经过专业的文学训练，她的叙述很到
位；鱼禾的随意不是无奈，而是有意的随意，这就
是一种写法，她选择用这种写法把她的构思展开
了。然后，他把作品的主题安排、情节构成和人
物关系转述一遍，以论证他的看法。我那时才惊
讶地意识到，这位长者，他不是到这个场上来敷
衍的，他拿到那本书，不仅看了，而且从头到尾仔
细看了。其实，彼时我以写作为业不过两年，是
一个年纪不轻的新手。为这样一位作者开研讨
会，能够事先完整看完作品的不多，有人可能只
是看个目录，看个前言后记，中间翻几页，然后凭
着开研讨会的经验，就可以一二三四了。但是，
这位八十岁的长者，他把这部近二十万字的小说

认真看完了。他以他认真、反复的阅读印象，为
自己的观点佐证。

如果说这是他对我格外的好，我想这是不准
确的。因为，走在这条路上的每个同道——成就
大的成就小的，已经成名的刚刚起步的，年老的年
轻的，有地位的没地位的，熟识的不熟识的——无
论是谁，只要从他眼前经过，他都会怀着惜才之心
加以留意；无论是谁，只要作品稍有建树，都不会
被他忽略。原来只知道，文学豫军是在他手上建
起来的，很多知名作家是他从乡下、从工厂等提拔
到省文联来的。直到他去世，从亲朋故友的追思
中我才渐渐知道，原来他的功德不止于此。在经
七路34号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向文艺界推荐
的不仅有作家，还有大批今已成就卓著的书法家、
画家、戏剧家、编辑、批评家……这些人从各行各
业、从无名之地被他看见，后来成长为省文艺界乃
至全国文艺界的翘楚和栋梁。

他患病，我竟不知道。他去世，我从微信朋友
圈看见消息。一时悲痛难禁。我这才知道他已经
病了好久了，他重病的时候有交代，不要让人带着
东西来探望，身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
给大家添麻烦。但是知道消息的那个上午，我还
是郑重地供了一杯酒、一支烟，用餐巾纸折了一朵
白花。对我来说，那不仅是一个仪式，更是为我的
悲痛寻找一个出口。我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找
出那次研讨会的录音整理，反复看他说过的那些
话。隔了五年多时间再看，那种仿佛父亲卫护女
儿一样的情意豁然显露。我哭了整整一个上午。
要有怎样的惜爱，才能这样全然忘我，不惜替一棵
不知是良是莠的植物伸手挡风遮雨。

那晚，在松社书店的讲台下，又一次听到了他
的歌声。是王澄老师带来的录音，他在病房里唱

的《南山南》，他最后的歌唱：
南山南，北秋悲

南山有谷堆

南风喃，北海北

北海有墓碑

我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打到书上打到桌
子上。眼泪很硬，眼泪落到纸张上，落到桌子上，
啪一下就碎了。承接眼泪的东西也很硬。我仿佛
听见了眼泪和它们碰撞的声响。不是悲痛，不仅
是悲痛。这样的歌声是一个懂你的人在跟你说
话，他知道你为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他知道
你的艰难你的孤单，他也知道你的犹疑、心神不
定，他以歌声，来跟你举杯消愁。有许多无可言喻
的心思都在这样的歌声里坦白了，溶解了，像冰化
为水。

我常常觉得，用如父如兄来比拟他的情怀，是
有些拘泥了；用老师来称呼他，也有些狭窄了。

在所有纪念他的文字里，我特别喜欢的只有
一首诗。诗歌开篇如是：

造林人，走了

明亮的天空上洒下游丝一样的细雨

这是他的感叹，萦绕在林间

那些经他细细检验的叶子

正红遍群山。

在这首诗里，他被称为“造林人”。
朗诵者读出那个称呼的时候，谁能不热泪盈

眶，谁能忘怀自己的成长曾获得过这样的栽培与
照耀？造林人，这才是一个与他匹配的称呼。对
于我们，对于走在我们前面与后面的同道，对于曾
因为各种缘由而去过经七路34号的人们，他的名
字不是“主席”，也不是“老师”，不是“父亲”，不是

“兄长”，而是“造林人”。3

□钟秀华

赵一曼

冬去春来，翠屏山上的丛林枯了又绿。你站在这
里，身着戎装，英姿飒爽，以一棵树的沉默遥望一段罡
风暮雨的岁月。

铮铮的誓言，似乎仍萌动于胸。你迈开奋发的步
履，寻寻觅觅，要用赤色的光明，映红中国的天宇。

“九一八”的阴霾，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火焰。
抗日，抗日！前路在何方，前路荆棘丛生。黑夜来临之
前，必须找到通往黎明的途径！

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你的意志和一茬茬碧绿
的麦苗一样青翠。你以消瘦而孱弱的身躯，书写下“红
枪白马”传奇，让敌人胆战心惊。

天水苍茫，游击区里的枪声四处飞溅。你凭一身
凛然，立于苍山之顶。只要有一丝前行的希望，你都不
会选择后退。直到伤痕累累，直到秋霜笼罩了整座山
头。

重重的皮鞭，尖利的钢针，还有烧红的烙铁呵，像
疾风骤雨一般加诸你的女儿之身。一枝刚烈的花朵，
在肆虐包围中却艳到极致。因为，你把皮肉交给了敌
人，却将灵魂紧紧地守护着。

是的，在敌人面前，你是钢，是铁，是死亡也无法叫
你开口的神。只有那些接过你的粗瓷大碗的战士知
道，你并非坚硬如铁；只有你信中提及的宁儿知道，慈
母的心中依旧温情似水。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无悔的誓
言，辉映着三十一载灿烂如花的生命。此花，最是馨香
久远，永开不落的花！

杨开慧

深秋，荒草被衰败紧紧地咬住，靛蓝的天空显得如
此沉重。你着一件单薄的青衫，义无反顾地登上了浏
阳门外的识字岭，从容地等待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

风这样冷了，风能读懂你的坚守吗？为了内心深
深爱恋的那个男子，为了生命中那一份永久的信仰，你
甘愿让高高的坟堆作你二十九岁的归宿。

“要我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每一次
念及他的名字，你的心中都有着撕裂般的剧痛，从此阴
阳两别呵，“重比翼，和云翥”的承诺只若雁歌过畔。

长沙的春天里，阳光曾经多么灿烂地照耀过你的
青春。一朵花儿被梦想的光亮叫醒，你剪短了你的长
发，接住一片深情的目光。从此，你接住了他的爱意，
接住了他的追求，更接住了他的信仰。

从此，这信仰像一团火焰，在隐秘的血液里沸腾。
当他如一只雄鹰凌空飞去，你仍以默契的姿态在白天
黑夜里不停地仰望。

你从来没有过绝望，从来没有！因为你知道，他在
远方，光明在远方！

“砍头只像风吹过”，这信仰是如此的强大，乃至足
以让你为之爱，为之恨，为之放弃生命。

秋风覆盖了一些故事，大地安静下来。这朵花，成
为开放在《蝶恋花》中的骄人之花，成为镌刻在长沙市
开慧乡里的不败之花！

江竹筠

已是炽热的夏日，渣滓洞里的空气却比冬天还要
阴冷。你被黑暗的潮水裹进无底的漩涡，罪恶在黎明
到来之前攫住了你的脚步。

可那主义和信念，依然像岩石一般生长在你的心
里。纵使黑暗无边，你总能看见被未来撞响的光芒。

审讯室外风声呜咽，你鲜血淋淋的十指被更长的
竹签钉入，痛苦像针一样刺穿你的肉体。恍惚中，你看
见了窗外的竹林，将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任凭暴风雨
的击打，只是高高地昂起头颅。

这便是你呀，中国的丹娘。你坚如磐石，咬紧了牙
关，静静等待胜利的钟声在歌乐山上鸣响。

当春雷在中国的天空中隆隆滚过，必胜的希望如
恒星一般在夜空中闪烁。对于一面红旗的设想有千种
万种，绣花针里的憧憬像花开一般绚丽，唯一不变的，
是它专属的纯粹的红。

你深信着有一天，真理必将枝繁叶茂，红色必像岩
浆一般四处喷涌。这红色，定将最后的邪恶洞穿。

竹筷削笔、烧棉做墨的遗书里，倾注着一个母亲深
沉的爱，更张扬着一个共产党员“必活的决心”。你翘
首东方，期冀着一缕晨曦刺破混沌的黑夜。

长风凄凉，死亡的影子肆意舞蹈，在你与光明仅一
墙之隔的边缘悄悄来临。只有落满山岗的竹叶知道，
镪水可以夺走你的肉身，却无法腐朽你的渴望。

当钟声澄净了所有的苦难，许多年以后，你仍是一
枝怒放的红梅。3

中原风读书会

缅
怀
英
烈

“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征文

他
的
名
字

品
人
忆
事

盛开在
历史深处的花朵

清明，怀想母亲

小
小
说

□白秋

斫琴师王承运，言语缓慢，气息悠长。因常年
熬夜斫琴，烟熏火燎浸泡在古木雅室之间，身上自
然弥漫着一股紫檀香味儿，一副高人模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7月过后，王承运高考落
榜了。等挨过那几天，父亲提溜着一个黄皮书包，
撂到他的面前。“喏，拿去跟你姨父学木匠吧，好歹
也能挣出口饭吃。”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物件：刨
子、凿子和锉，这就是王承运起步的家当。等他把
拉锯、刨板、凿孔这些基本功掌握好，渐渐有了自己
的圈子，人们自己打制家具的时代也戛然而止。

不过，就凭着这点手艺，他在一家建筑公司立
住了脚。只是，妻子那场病来得突然，把他多年的
积蓄给花干了。几番挣扎，他决定最后一次回家
筹钱。父亲沉思良久，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十分
精致的匣子，小心翼翼打开裹了几层的红绸，里面
竟是一张古色古香的七弦琴。

他顺手调了调琴弦，拨弄了两下，颤巍巍动人
心扉的上古清音顷刻注满了房间。“家里就剩下这
个值钱了，你拿去吧。”

“这么好听！”王承运耳朵支棱起来没再放下，
那种感觉让他终生难忘。“咱家哪来的这好玩意？”

“祖辈上留下的，当年，诸城派古琴是有名的，可惜
从你爷爷那里就没传下来。”父亲不无遗憾地说，

“我也只能弹个《关山
月》片段，更

不用说斫琴了。”
家传古琴，他没舍得出手。回来，他查阅了历

史上斫琴的方法和需要的各种材料，凭着匠人对
木头的敏感，按照古琴的模样，“吭哧”了一个星
期，居然真做出了一张琴来。

王承运抱着琴，找到诸城派古琴正宗传人，桐荫
琴社的李老师。李老师看着这张琴，高兴坏了。“这
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当地人自己斫琴的，你是头一个。”

李老师给琴调上了弦，弹拨几下。琴的声音
有点怪，但那种苍古味道，另有一分庄严。他当即
高价收购，还跟王承运讲了面板用古木，着色用大
漆（天然生漆），晾晒时间要长等斫琴的基本常识，
鼓励他坚持做下去。

王承运从来没有这么满足过。等妻子病情稳
定后，他说：“我想自己干，做专职斫琴师。”

“斫琴！听说不光是木工活，还要会弹，会调
音。还要有技术，有天分，有时间。再说，咱们家里
这份收入……”妻子很吃惊。“现在学琴人多，斫琴
人少，搞好了，养家糊口没问题。”王承运满怀憧憬。

说易做难。一上手，光搜集清朝以前木料、租
赁车间就让他四处碰壁。还是李老师，忙前忙后
帮他找人，给他担保贷款，毫不保留传授古琴演奏
技艺。让他边教学生，边斫琴，这才慢慢跨过了那
道槛。成名之后，王承运公开承诺，教琴免费，斫
琴量情而定。一时学员踊跃，班次常年不断，很快
就有上心的学生愿意跟他学习斫琴技艺了。

那天，有记者来他家里采访，看见数十张古琴

毫不遮掩，尽挂在庭院深处，屋子里却潮湿闷热，
忍不住问：“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样糟糕的环境，能
行吗？”

王承运笑了：“这算什么，高温潮湿是制作古
琴的必需步骤。上好的古琴，至少要花上一两年
时间，在四处透风的地方自然晾干，才能演奏出苍
古正音的味道。”

来人诧异：“听说，现在花两三个月，甚至几天
斫一张琴的不在少数，那样赚钱不是更快？”他回
答得更干脆：“生活可以简单，斫琴工艺减不得。
大漆刷上去，该晾多久就多久，半点不能马虎。古
琴给我的，金钱换不来。”

意外，发生在那个寒冷的冬天。
那日，扶持他多年的李老师不幸仙逝。消息

传来，他蒙了。心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原先，他
斫的每一张琴都交给李老师，李老师再去寻找主
顾。王承运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琴只有李老师才
懂，交给他，古琴才有一个好的归宿。

第二天，他黯然包裹好了所有斫琴工具，准备
把它们藏起来，做一个了结。却意外收到了李老
师弥留之际托人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言辞，情深
意长：承运吾弟！嘈杂尘世，我很骄傲有你这样的
知音。依我拙见，斫琴是一种修行，正心才能正
音。古琴是你的作品，也是我们的老师，咱不能让
祖辈上的好东西失传啊……

他的目光，又一次落在那个包裹上，内心的
血，开始隐隐热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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