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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层林尽染；雁鸣湖畔，群贤毕

至。10月 27日，2018 第七届雁鸣湖金秋笔

会暨《雁鸣金秋》诗歌卷、散文卷首发式在中牟

举行。毕淑敏、叶延滨、何向阳、邢军纪、孙荪、

李佩甫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50多位知名作家、

评论家、诗人等齐聚于雁鸣湖畔，共襄文学盛

会。此次活动由省评论家协会、河南日报文艺

部、郑州大学出版社、中牟县委县政府主办，中

牟县委宣传部、《散文选刊》杂志社、河南日报

中原风读书会、中牟县文联承办。

从2000年开始，18年来，“雁鸣湖金秋笔

会”已举办了七届，全国许多作家都曾到中牟参

观采风，并为这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所震

撼，用手中的生花妙笔描摹出了中牟的日新月

异和蓬勃生机，创作出美文佳作一千多篇。《雁

鸣金秋》诗歌卷、散文卷正是历届雁鸣湖金秋笔

会的名家作品集，这些作品给予了新时代中牟

更深刻、更形象、更生动的解读、诠释和表达。

河南日报中原风版本期特别策划，推出

“雁鸣长空 闪亮金秋”特刊，刊登评论家孙荪

特别为《雁鸣金秋》诗歌卷、散文卷撰写的评论

文章，作家毕淑敏、李佩甫书写中牟的佳作，评

论家何弘作的书序等，使广大读者对我省基层

文艺事业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并进一步提升

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毕淑敏

自 1998年以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
博士课程。老师是香港的教授，同学中有多位国内赫
赫有名的心理学家，每日上课，颇多收益。除了学习
到国际上最前沿的心理学知识以外，还因为常有人出
国或是到外地讲学，回来时，总为大家带来诸多礼物，
早上到校时，便有出人意料的惊喜。

比如有人捧出日本产的以鲜贝为原料的糖果，大
嚼之后，教室内的空气如同海滨浴场。有人从台湾阿
里山带回糯米火腿夹心的小团子，大伙说和咱们的肉
粽子相比也没见好到哪里。还有水灵灵带着叶子的
广东“妃子笑”“糯米滋”荔枝，正宗美国迪士尼乐园买
来的米老鼠巧克力……总之，或许那物件说不上名
贵，但都远道而来，有一番出处和讲究的。

我带过两宗礼物。一次是从新疆回来，背了半
面口袋的杏包仁，晶莹剔透宛若内含白玉的琥珀，吃
一口甜酸倒牙。还有一回接到朋友自江西寄来的茶
叶——浮梁崖玉。按说江西有名的茶是“婺绿”和“庐
山云雾”，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崖玉”时，可能脸上的神
色不够虔诚，那朋友不悦道，会背唐朝白居易的《琵琶
行》吗？

我说，不敢说一字不差，大体上差不多吧。
朋友道，那我考考你。诗中那位“老大嫁作商人

妇”的京都女子的丈夫，到哪儿去了？
我一时发蒙，想不出这样一位从未正面露过脸的

人物，究竟干嘛去了。
朋友看我为难，启发道——就是“商人重利轻别

离……”的下一句。
我苦笑道，完了，我老年性痴呆了，想不起来了。

烦你直接端出谜底吧。
朋友说，那句是“——前月浮梁买茶去。”商人抛

却了多情多艺的琵琶女，就是为了抢着去买这浮梁茶
叶。自古以来，本茶出产甚少，每年只有百斤。可见
这茶是何等的名贵！

今年接到邮寄来的茶叶，我带去了教室。从此喝茶
的时候，大家就戏说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响起。

2000年 6月的一天，我第三次带礼物到教室。同
学们看我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好奇地说，
今天我们又能吃到什么好东西了？

我说，好吃是好吃，但是此刻不能吃。
有同学不服气道，我就不信，能吃的东西为什么

不能现在吃？
我笑而不答，在同学们的众目睽睽中，从牛皮纸

袋里缓缓掏出了我的礼物。
它们是大蒜头。枚枚外衣雪白，形态紧凑致密，

硕大如儿拳，辛香之气弥散空中。
众哗然。说，毕淑敏，你是否家在农村有往来密

切的亲戚，不然哪里来这样新鲜上等的好蒜？
我说，三十多年前，我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兵，战

友很多来自河南的中牟县。那里是潘安故里，也是盛
产大蒜的基地。这蒜就是我的战友的朋友到北京来
开会所赠，今日带来，一是让大家长长见识，得知世间
有如此的好蒜。二是有一种怀旧和温暖的感觉，也请
大家一道分享。

同学们将大蒜头珍惜地收藏起来。那位原来准
备当场一品为快的同学说，今天回家，要让夫人包三
鲜馅饺子，才不辜负这样的好蒜啊。

□孙荪

我面前摆着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厚重而又典雅的
两部文学作品，同题为《雁鸣金秋》，一为诗歌卷，一为散文
卷。实际上它是一部大书。其诗歌卷收诗歌 284首，散文
卷收散文118篇，分别是从1000多篇来稿中选出来的。

以我的阅读视界，这些诗文的质量之佳，作者在诗歌
界散文界层次之高、范围之广，不能不让人击节赞叹。难
怪编者不无自豪地说，这是从“雁鸣湖金秋笔会”这棵树上
采摘的两大筐果实。

故事都是从这个“雁鸣湖金秋笔会”开始的。
以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命名的笔会，自 2000年开始，

居然一发而不可收，18年连续举办了七届。先是邀请省内
作家诗人记者，然后国内名家，也有海外作者，随着影响力日
渐扩大，越来越多的文学界新闻界乃至文化界各方大家和文
艺爱好者，欣然而至。仅就诗歌界而言，中国诗歌学会的几
届会长和河南诗歌学会的领军者悉数光临。今年河南省散
文学会索性把一届散文年会放在中牟。名家接踵而至，自然
留下了批量新制佳作，同样自然而然，媒体和期刊上关于雁
鸣湖、关于中牟的文章信息，连篇累牍，不胫而走。

真想不到，雁鸣湖畔的文学雁阵，在21世纪，这样劲健
地飞了起来！

这在中牟县的历史上，肯定是绝无仅有的。在文学的
意义上，以如此的规模，对现实触及的如此广度，对历史激
活的如此深度，对文化开发的如此强度，无论放到那个县
的历史上，都是鲜见的。

当然，雁鸣湖的文学雁阵的起飞，不是湖畔文学的“自
鸣得意”，不是不问世事的无病呻吟。是土地上长出来的
花木，是接地气的笑声忧叹，是言之有物的文章，是经济腾
飞改革开放的现实孵化出来的时代产儿。

抓住机遇，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劲健的口号。更有号召

力的，叫做抓住战略机遇期。
中牟县正是在这里为文学雁阵造就了深厚的背景和

充分的条件。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平平常常的

小县飞速发展的真实情景，不禁常常想起上面两句话。
所谓“平平常常的小县”，当然不是看不起历史上的中

牟县。但实话实说，它多少年以来，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平
平常常的小县。无论县域规模、人口、山川、物产、文化等
等，皆乏惊人之处，也没有想到它有“暴发”的可能。

斗转星移，中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到了。21世纪到来
前后这一段时间，郑州东区往东，各路神仙都看好了中牟
这块宝地，争先恐后接踵而至，大显身手。于是，成规模的
汽车制造产业，大型文化创意产业，高规格的地产项目，以
及新型医疗、教育机构，新业态的商业服务业，高科技农
业，绿博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贾鲁河及其他水系治理，等
等，眼看着，一个小县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重要指
标，一步步走到全省县级的前列，一方充满现代气息的田
园都市、都市田园，在这里拔地而起。放在几十年前，只要
有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会引起人们的惊叹，可现在是星罗
棋布。真如一位诗人所咏叹的“中牟是一枚金色的纽扣”，
虽然不大却十分靓丽。也如一位评论家所点赞的，“美丽
中牟是美丽中国的缩影”。

这样，就容易理解文学家们来到中牟之所以产生那么
多诗文的因果联系了。首先是中牟“大地上的文章”激励
着作家想写、要写，乃至不能不写，然后才有笔下的华章。

同样是这块地方，改革开放早期可没有这么幸运。官
渡古战场遗址和雁鸣湖黄河湿地也曾引起政府包括开发
商的注意，但那时囿于眼光短浅，格局狭小，尤其是限于财
力，搞不出名堂。我作为游人曾经来探访过。但是，觉得
湮灭久远的古迹没能激活，风景不过尔尔，除了道路不畅，
几乎没留下可记的印象，也就没怎么在意。那时的它们很

少来到文人的笔端。
今非昔比，还是那一方土地，内涵几乎完全不一样

了。中牟声名鹊起。这自然首先缘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
济腾飞。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一个劲健的文学翅膀。

这就是本文开头说的雁鸣湖金秋笔会。改革开放不
是单线的推进，而是社会历史全面的狂飙突进。既解放了
生产力，更解放了思想，同时激活了想象力，催生了文学艺
术的繁荣。

但这是就社会发展的大势而言，具体到某个时代某个
地方，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互相促进的良性
互动，并不是可以自发地形成，还必须靠人的自觉。古人
有两句话来说明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一句是诗人须得江
山助，一句是江山也要文人“捧”。

中牟雁鸣湖金秋笔会，正体现了这种自觉精神。笔会
的组织者要为文艺家搭建一个开阔眼界、驰骋神思的平
台，换言之，也就是为中牟搭建一个传播、宣传的文化高
地。这个清醒的意识源于两个坚信：一个是文艺家到了中
牟，得“江山之助”，能够写出好文章；一个是这些“捧江山”
的文章能够助推中牟经济社会发展。

当然，这是难的。需要高明得体的策划和落实能力，
真诚智慧的邀请和通联工作，不厌其烦的服务，费用的筹
措和使用，还有文稿的征集、催促、修改、编辑、出版、发
行。组织一次，不易；还有二次，三次，以至七次，每次要有
人员、内容、形式的变化，则其困难难以预料了。总之，好
事办好，需要花大力气。

文化建设往往难以立马见成效。建立好的平台不易，
难的是长期坚持精心打造，唯有坚持才能成功。主持者有
思想、有信念、有毅力，不是搞“神仙”会，“热闹”一下，“形
式”一场，而是坚韧不拔地做下去，做好，成果才能显现出
来，影响力才能发挥出来。中牟雁鸣湖金秋笔会的宝贵意
义，正在这里。

□何弘

郑州市区的东邻，是中牟县。说是“邻”，其实早已连为
一体，中牟西部已成为郑东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起中牟，有文化的人会想到潘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貌比潘安”的那个潘安。美若西施，貌比潘安，这是中国人
封为美的最高标准的一对俊男靓女。潘安就是中牟人，但
大多数人是只知潘安貌美，鲜知其籍贯何方。而更多的人，
说起中牟，想到的可能是西瓜、大蒜。潘安不仅美姿仪，少
时即以才名闻世，与陆机并称“潘江陆海”，的的确确是秀外
慧中了。中牟的西瓜、大蒜就是瓜果、蔬菜中的潘安，不仅
看起来漂亮，味道也好，所以多年来一直大受青睐。

中牟的西瓜、大蒜长得好，关键在水土。这里的土地是
黄河水冲积出来的，是典型的沙壤，后经上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引黄灌淤土壤改良，农田极其肥沃，非常适宜西
瓜、大蒜、花生等农作物的生长。中牟人因地制宜，多年来一
直广植瓜果蔬菜，引进现代农业和设施农业技术，丰产丰收。

如今随着郑州的快速发展，不断东扩，中牟华丽转身成
了通达全国以至连通世界的物流中心。这看起来似乎是中
牟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
一次历史复兴。

郑州西边的荥阳，有条著名的壕沟，就是刘邦、项羽争
霸的鸿沟。但鸿沟的历史其实比这要早得多，它的历史作
用比这也要大得多。而且，鸿沟也不只是一条壕沟，而是一
个庞大的水系。

战国初，魏文侯及其继位者武侯两代国君，励精图治，
使魏国日益强大。继魏武侯继位的魏惠王决定将都城迁到
东部的大梁，即今河南开封。迁都大梁之后，魏惠王于公元
前360年，决定开凿鸿沟，以加强魏国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联
系，并改善大梁周围的水上运输条件，便于运送军粮和人员
物资往来，最终称霸中原。

鸿沟的开凿是从对大梁西边的圃田泽进行整修开始
的。魏国人引黄河水南下入泽，把圃田泽改造成了方圆
300里的巨大湖泊，继而凿沟修渠，从圃田泽引水到大梁。

圃田泽所在的地方位于中牟县境内，现在是郑东新
区。郑东新区目前已是一片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与大多数
北方城市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中密布着人工河道和湖泊。
这与古老的圃田泽还是有着隐秘联系的。圃田泽经过长时
间的淤积，巨大的湖泊已不复存在，清代以后被垦为农田，
但很多地方仍然是低洼之地，大大小小的水塘分布其中。
郑东新区建设城市规划时就利用这一特点，开挖出几个大
型湖泊并用人工河道将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相互联通
的人工水网。

按照历史记载，当时的圃田泽显然远比现在圃田乡要
大。《水经注·渠水》记载：“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
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梁惠成王即魏惠王，因迁都大梁又被
称为梁惠王、梁惠成王。甫田，即圃田。《水经注·渠水》对其
有详细描述：“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
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
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和有名焉。有大渐、小渐、大灰、小
灰、义鲁、练秋、牛眼等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

圃田泽的历史比《水经注》的记载还要早得多。根据考
古发掘，郑州古商城遗址的东面就是圃田泽，是当时商都的
一道天然屏障。《周礼·职方》也记载了圃田泽：

“河南曰豫州。其泽薮曰圃田。”
由这些记载可知，圃田泽在当时是一个水面巨大的天然湖

泊沼泽。魏国修建鸿沟，正是利用这一自然湖泊调节水量，使
之在今河南荥阳与黄河连通，保证水源；进而向东连通大梁。

实现了圃田泽与大梁的沟通之后，在此后 20多年间，
魏惠王命人向东南继续开凿，使水系工程不断拓展，经现在
的通许、太康，一直延伸到淮阳东南流入颍水，最后汇入淮
河。这些水系工程相互连接，交织成网，形成了最早沟通黄

河和淮河两大流域的大规模人工运河。到隋朝时，鸿沟被
改造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些历史记载可以看到，中牟的圃田泽，东邻大梁，
处在鸿沟的重要节点上，且水域广大，曾是重要的交通枢
纽。后来，圃田泽渐淤渐小，鸿沟也被淤废，昔日广阔的圃
田泽成为遍布水塘的沙地，粮食难以生长，只好种植瓜果。

圃田泽淤平，鸿沟淤废，东边的开封也渐渐没落。昔日
热闹繁华的中牟一带在经历漫长的沉寂之后，终于迎来了
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历史进入工业时代，随着铁路建设，中
牟西边的郑州曾经为重要的陆上交通枢纽，现在更发展成
为公路、铁路、航空三位一体的物流中心。中牟也成为中原
经济区、郑州都市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区叠加
的中心区域，郑汴融城战略和郑汴产业带核心区，确立了千
亿元产值的汽车产业、千万人次的国家级时尚文化旅游产
业、国家级都市型现代农业三大主导产业。目前的中牟，在
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良好的自然生态，成为郑州人
向往的宜居区域。

从历史上看，中牟是圃田泽的积水润泽出来的。今天，中
牟能在圃田泽淤平千年之后，重新成为全国重要的物流中心，
当然缘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切可以说是自然天成。

多年来，中牟县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取得巨大
成绩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建设。自 2000年开始，中牟
县文联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先后组织了6届

“雁鸣湖金秋笔会”，全国许多作家都曾到过中牟参观采风，
并为这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所震撼，纷纷拿起笔写下
了自己的所见所感。这些作品汇集成册，就是我们现在看
到的《雁鸣金秋》诗歌卷和散文卷。

几次笔会，我都躬逢其盛，亲眼得见中牟巨大的发展变
化，也见证了作家的欣喜与感动。文集编成之时，中牟县文
联主席王银玲让我写几句话，只好写下自己的一些感触，权
以为序。

博士课堂的礼物

经济腾飞中的文化翅膀

中国有一个地方叫：中牟

雁鸣长空雁鸣长空 闪亮金秋闪亮金秋

□李佩甫

你一定很吃惊吧？
当你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迟疑、迷惑、讶然。在

一片片绿色的海洋里，郑开大道、物流大道、高速公路、城
际轻轨、城际公路、镇际公路、村际公路……纵横交错、阡
阡陌陌，四通八道。你迷失了，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你不由地会问：这是中牟么?

于是，就有人告诉你说：是的，这就是中牟。今日的中牟。
是呀，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

战役。公元200年，也就是东汉建安五年，曹操以两万兵马
迎战袁绍的10万进剿大军，战白马，袭乌巢，由此成了中国
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这就是中牟的“官渡之
战”。如今，杀声已成为久远的历史了，此时的中牟已是一
座诗意的田园。

在很久很久以前，黄河连年泛滥，中牟受害颇重。据
查，历史上，郑州从未被黄河淹过。黄河每每决口顺东而
下，中牟首当其冲，每当风起时，飞沙漫天……后来这里成
了一块沙埋的水淤地，也叫冲积平原。有的说，这块平原
是黄河“滚”出来的。黄河连年泛滥，滚来滚去，就“滚”出
了这么一个地方。如今，曾经被黄河滚出来的一片片沙
窝、洼地，成了花的世界、童话之乡。

1949年 10月以来，中牟一直跟省会有很密切的隶属
关系，省城在开封时，它属于开封管辖。后来省城迁到了
郑州，它又成了省会郑州的管辖之地。作为省会的卫星

城，改革开放 40年来，在中原城市群建设的大框架下，如
今，中牟已成为东邻古都开封、西邻省会郑州、北邻黄河的
要冲之地了。中牟全县上下正是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个大
好时机，有大境界大抱负大规划、且务实肯干，因此才有了
今天的“中牟速度”。

当然，对作家们来说，真正对中牟有所了解，得益于一
个人，这个人名叫王银玲。20世纪末，省内外的作家们就
分别接到了她的电话。时过多年，作家们仍然都会回忆起
王银玲那爽朗的笑声。她在电话里很客气地说：老师，我
是中牟的王银玲，来俺中牟看看呗。她没有更多的要求，
只是请你来中牟看一看。据我所知，这样的要求是没有人
能够拒绝的。后来才知道，这“中牟的王银玲”，先是在宣
传部工作，后来做了中牟的文联主席，县委宣传部的副部
长。她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搞好文艺外宣是她的工作范
围和职责。此后她还上了河南省文学院组织的首届文学
创作高级研修班，这样一来她与作家们就更熟悉了。

我记得，在10多年的时间里，王银玲先后多次组织省会
及全国各地的作家们到中牟来采风。由此，对于作家们来
说，王银玲的笑声就成了一张推介中牟的“名片”。王银玲是
一个风风火火的人，2017年5月11日在她的引领下，我们再
次来到中牟，先后参观了名扬全国的“中牟大蒜”蔬菜基地、

“中牟大棚西瓜”基地，还有名声在外的中牟“雁鸣湖大闸蟹”
集散地，中牟“汽车工业基地”、中牟的“湿地公园”……正是
在她一次次的邀约下，近年来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的中牟
引起了许多文人的关注。据我所知，采风活动结束后，作家

们先后写出了一批批饱含热情的推介文章。
不久前，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中牟的时候，的确是迷失

了。实不知道该往何处走，往何处看了。曾经走过的路，找
不到了；曾经看过的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里处处在
建设，但处处有新意，处处见奇迹。在阡阡陌陌、纵横交错的
公路两旁，在一片鸟语花香中，有美不胜收的占地三千亩的

“绿博园”；有穿越时空般的童话世界：“方特儿童游乐园”；
走着，走着，倏尔又会看到正建设中的“电影小镇”；再走，
是一望无际的“牟山湿地公园”“国际文化创意园”；还有很
多很多……走着、看着，作家们的眼睛已不够使了。是呀，在
中原城市群建设的大格局中，一座有着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
的诗意的田园化的中牟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更为可贵的、让作家们耳目一新、也是特别值得赞颂
的是，中牟的建设并没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里以美好
的田园诗意为发展的根基，更以文化领新发展全局，这是
尤为作家们看重和值得致敬的地方。

当我们走在长达 69公里的生态长廊上的时候，远远
地，我又一次听到了王银玲的笑声……她是为家乡的美好
而骄傲吗？

如今，这些近20年来全国各地知名作家看中牟的文章
就要结集出版了。当然，每个作家看中牟的角度都是不一
样的。中牟的一树一花、一湖一潭、一草一木，都给作家们
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们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视角和
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心是一样的，都是真诚充满爱意的。

祝福诗意的中牟！

水润天成的中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