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臣

“生于晋长于洛成才于宛，巨星一轮耀四
海；砥于武磨于史建树于文，落霞三部传千
秋。”

2018年 12月 19日上午，南阳的天空阴沉
沉的，豆大的雨滴纷纷落下。我长途跋涉，前
往参加著名作家二月河（凌解放）同志的追悼
会，望着他那慈祥仁厚的遗像，心潮起伏，泪流
满面，与他促膝交谈的一幕幕画面，清晰地浮
现眼前……

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二月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作
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立场坚定、讲原则、讲正
气、对党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记得那是
2009年 2月 26日，我到南阳市检察院调研，工
作之余，和王吉波等同志前往拜访二月河。穿
过窄窄的小巷，叩开低矮的油漆斑驳的小院大
门，啊，一个胖胖的、满脸堆笑的男子迎了上
来。“这就是二月河。”听着同事的介绍，我有点
吃惊。这位在 1997年入选香港列出的“近代
中国百名作家”名单，在2000年被美国华人读
者评为“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衣着竟是这样
的朴素，待人竟是这样的和蔼，生活竟是如此
的简单啊！他把我们引进书房，满屋皆书也。
我问他“二月河”笔名的由来，他说：“黄河冬天
冰冻，二月冰凌开始融化，对应本名凌解放，寓
意春天来了，黄河开封，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
解放所得！”我问他是怎么创作的，他说：“务外
非君子，守中大丈夫。心中有个目标信念，不
管外界如何，都不为之所动。一切为了读者，
把读者当情人，写书如同给情人写信。夏天写
作，天气太热，防蚊子叮咬，就打一桶凉水，把
双脚插进水桶中。冬天晚上写作太累了，就猛

抽几口香烟，用烟头烧手腕，刺激写下去。”啊，
这就是当代作家的头悬梁锥刺股啊！我们都
敬佩地哈哈大笑起来。我问他怎么面对别人
对他作品的批评，他笑了笑，坦然地说：“现在
的社会是个多元体，是开放的，允许你写，也得
允许别人说话。大家都能把话讲出来，社会才
会和谐。”这是多么宽大的胸怀啊！我把自己
新出版的“嵩山的流泉”丛书赠他，他也把他的
新作赠我，说：“肝胆相照，愿为知己；长期坚
持，必成正果！”

立春春水鸣，梅蕊蕊红生。寒极鸭知暖，
知音寄厚情。

二月河同志是坚守初心、笔耕不辍的杰出
楷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宗旨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党员作家不忘初心，在笔耕中
践行宗旨。2009年 12月 3日，大雪纷飞，我和
二月河应邀前往河南大学作学术报告。他真
实、坦荡、率真，讲了他的创作过程和体会。他
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从小的性格是
不受拘束，上课从来坐不住，字也写得缺胳膊
少腿，但看起小说来却很有耐心，大部头的《三
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等都是一口气读完，梦想有一天能驰骋
疆场，为人民建功立业。后随父母来到南阳，
1966年毕业于南阳三高，即报名参军，成为一
名工程兵。他说，他满脑子装着“将军梦”，干
着打坑道的事，不惜力，不懂保养，得了气管
炎。1978 年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干
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世界名著《红楼梦》。
他曾多次投稿，但屡屡被退回，是红学专家冯
其庸鼓励他。1982年他到上海参加红学研讨
会，听到不少学者哀叹康熙朝的文治武功没有
文学作品表现时，拍案表态：“我来写！”时年
37岁。为了搜集有关素材，他查遍了南阳图

书馆，还寻觅旧地摊、废品店，苦读《二十四
史》，通过艰苦卓绝的读书自学，矢志不渝的执
着追求，凭着长期的积累和顽强的毅力，以 1
年 1卷 40多万字的速度，把康熙、雍正、乾隆
盛世活色生香呈现在世人面前，完成了煌煌
12卷，洋洋 500万言的《落霞三部曲》。二月
河的演讲赢得河大学子雷鸣般的掌声，有学生
提问：“为什么叫落霞呢？”二月河认真地回答
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清代
的文明那时像晚霞一样绚丽，同时又存在一些
糟粕的东西，比如对于权力无原则地崇拜，对
个人名利无止境地追求，文化上的故步自封、
夜郎自大，等等。只有借鉴历史，才能展望未
来，进一步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抛弃糟粕文化，
甄别西方文化，实现民族复兴，振兴中华。”有
学生问：“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二月河爽快回
答：“一个是力气，一个是才华，再一个还要有
运气。”大学生们接连掌声！

太室耸连峰，黄河曲向东；不登峻极处，怎
可晓天中？

二月河同志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
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宝贵的理论品质。一
个伟大的作家必定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思想
家。2014年 7月 22日早上，我打开中纪委网
站，看到其首期《聆听大家》栏目的专访稿——
《二月河：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
不到》，连读两遍，读得入迷，不由地拨通了二
月河的电话：“凌老师，您在中纪委网站的访
谈，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新意，
精彩至极，感人至深啊！”他说：“我说的都是老
百姓的大实话，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形
势，真是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一击，震撼
四野。人民群众拥护中央反腐‘打虎拍蝇’！”

我说：“您比喻得恰切！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定
律呢？”他回答：“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

‘社会糖尿病’。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但腐
败能导致政权必亡。如果腐败蔓延，经济再
好、文化再好，又能怎么样？1644年满军入关
的时候，只有 85000兵力，吴三桂在山海关的
驻军是 35000人，合起来也共 12万人。而李
自成的铁骑就有100多万，加起来汉族的武装
力量在 400 万以上。可结果呢？12 万人打
400万人，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呢？因为李
自成的队伍腐败了。崇祯皇帝的结果呢？最
后只能跑到景山自杀了。”啊，笔落惊风雨，箴
言撼山岳。二月河再现了早已远逝的历史光
影和深宫万象，深刻揭示出朝代兴衰的历史规
律。我不由地再问：“中国历史上皇帝数百个，
您为什么在《落霞三部曲》中选康、雍、乾，创作
理念是什么？”二月河说：“判定一个历史人物
的功过是非，主要看三点：一是对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有没有贡献；二是对发展生产、调整生
产关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没有贡献；三是
对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等有没有贡
献，此乃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心底无私天地宽，人到无求品自高。二月
河长期生活在南阳人民群众中间，不希望“官
位”，很少参加文坛活动，专心创作，捐出数百
万元投入慈善事业，热情扶持文学新人。
2017年 10月，他参加党的十九大之后，回到
卧龙岗，看了我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高
考 40年所写的新作《嵩山的记忆》，挥笔写序
鼓励：“天道酬勤，人道酬仁，书道酬新。”思想
是何等深邃啊！

斯人已逝，哲语萦耳。他的文学成就，好
作风、好品德，嵩山仰止，黄河吟歌！

二月的河水永远清澈流淌……3

二月的河水永远清澈流淌

□李国胜

我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遇见未来

遇见神州大地一群热血儿男

把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

勇担双肩

我在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中遇见未来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雪山草地中遇见未来

在延安宝塔山下的彻夜灯光中遇见未来

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的五星红旗中遇见未来

我在一九七八年

那个改革开放的春天遇见未来

四十年筚路蓝缕

四十年沧海桑田

四十年长风破浪

四十年锦绣画卷

我在今天遇见未来

遇见一个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梦想——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我在今天遇见未来

遇见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后

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伟大的民族

阔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展现辉煌的风采

遇见未来

我想遇见所有美好的明天 3

□刘鸿泽

我小时候颇喜欢各种各样的玩具车，火
车自然也包括其中。

后来，我常常央求姥爷陪我一起去看真
火车。那时还没有高铁，那时的我有着大把
时间，有着随心所欲的率性与天真。只为了
看一眼火车，我们往往要穿过小半个城市。

终于看到那座拱桥。铁道安静地卧在
桥下，就像趴在桥上的我，那连接着远方的
铁轨仿佛也连接着我的希望。我们在等待，
等待轰鸣而过的火车，像是在等待一个身披
铁甲、百战荣归的英雄。

还记得那个黄昏，铁路上的碎石反射着
霞光，远远望去，就像闪着金色光芒的鱼鳞，
竟美得有些虚幻。当我们到达那座桥时，一
辆火车刚刚从桥洞中穿过，我飞也似的跑向
拱桥的另一侧。可当我喘着气到达时，火车
已经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车轮与铁轨摩擦的

余音久久回荡于耳畔。那一刻我失望极了，
只觉得脑中一片空白，仿佛自己全部的生命
都被那辆火车带走了一般。

那天，原本懵懂的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叫
错过。

后来，火车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长大
后的我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事情，也就默不作
声地接受了生活的种种束缚。

前一段时间，我回老家，正好路过了那
座拱桥。夜色深沉，街道两旁的路灯都换成
了红色中国结的式样，很是漂亮，只有那卧
在石路上的铁轨在黑暗中沉默着。

我想，这一段铁路也许已经废弃了吧，
和那老旧的火车一起，和我年少的记忆一
起。想起回来时，坐在高铁上，感受着风驰
电掣的速度，仿佛岁月的长河滔滔，从车底
奔涌而过。

流年是一列火车，不停歇地驶向远方。
我们都是乘客，期待着下一站的美景。3

□老点

人这一辈子，谁和谁能相遇也真有些
奇妙。

如果不是因为文字，不是因为鲁迅文
学院，两个相距万里，又在各自的命运里活
了半生的人怎会相识？

秦湄毳与我不仅是鲁迅文学院高研班
的同学，还是同桌。又知她和我姨母竟在
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小区居住。这次去，顺
便探望她。听说她出了新书，便向其讨要，
几次三番，她才从僻静处掏出一本书搁在
桌上，嘴里嘟囔着：“这哪能算文学，都是些
拿不出手的小东西，简直就是大孩子的作
文。”

其实，这个已届中年的女子就像个好
奇的孩子，有一颗青葱的心，普通的生活在
她的心中已长出上千篇文字。

读她的书，总忍不住惊叹，寻常的日子
里怎么有那么独特的感受，那么细密的心
思，那么深情的关怀。

她敏感的心，就像一泓清泉，映出生活
的面容，这面容里有温暖，有微笑，有苦涩，
也有凄清。比如，她写“小时候，一家人团
团围坐，长方形的餐桌旁，爸爸总是坐在最
远的地方，什么样的好菜佳肴，都搁置在我
们兄妹的眼皮底下脸跟前。”她想起，当年
他们从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妥。后来哥哥长
大，曾和爸爸争最远的位置，总还是争不
过。就这样，爸爸总是以胳膊长为理由坐
在餐桌上最远的位置。在这样的发现和感
触里，她写出了《爸爸的胳膊长》一文，再现
了埋在亲人们心底那无私绵长的爱。

她还从儿子的一句话里，发现了一根
草是一把开启大地的钥匙；从贫寒同学信
守承诺还给她的五分钱里，发现了人性的
高贵；又从邻居大婶、门卫师傅等人的温暖
行为中发现——善良是一朵美丽的花。其
实，她的发现源于对生活的珍爱，源于她的
悲悯。她曾坦言过自己的“多情”，在骑电
瓶车经过修车摊时，正吃午饭的修车老人
放下碗筷，似乎是迎着她站起来。她不忍
心让老人家失望，赶紧下车，为本不缺气的
车胎充气。也正是这份不忍和慈悲，才让
她对世道人心多了份体悟。

她的散文里写得都是平常的人，平淡
的事。她写打扫公厕的人，残障者，老人和
狗，孤独的孩子，煤矿工人等，以平常的人
事，呈现人世间的善意美好。即使悲哀与
痛楚，也都在她的笔下散发出温暖的光泽。

《会跳舞的合欢树》《开在讲台上的油
菜花》《挂满铃铛的春天》《母爱是一滴桃花
水》《种一群干净的云朵》，这样的文章标
题，和书名《去个青草更青的地方》一样，看
起来赏心悦目，读起来更是唇齿留香。

她原本是老师，业余写作，写着写着，
文字就汇成了一条生命的河流，柔软，朴
素，流到读者的心窝，相信会生出很多美好
和感动。3

□冻凤秋

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她最初看见的东
西，就成了她的一部分。

那或是早开的紫丁香，绚丽的朝霞，池中
的水草，缀满花朵的苹果树；或是迷人的湖水，
日落时的河流，安静的村庄，泥土的芳香。

大自然就这样无声地带来滋养，带来智
慧，在那小小的心灵里埋藏下诗的种子。

数十年后，皱纹已经爬上眼角，疲惫挂在脸
上。父母都患病住院，不得不日夜陪护；与此同
时，家族里另有小小的生命诞生了。人到中年
的她望着寒冷萧瑟的窗外，心理涌动着一声呼
唤：春天快点儿来吧！她下意识地觉得，河流解
冻，草木萌芽，会给焦虑的生命带来安慰。

这是一个诗人的下意识。
2019年 1月 6日下午，郑州大摩“纸的时

代”书店，在新年第一期中原风读书会上，这个
叫蓝蓝的诗人，在跟读者鞠躬致谢时，也是这
样下意识地脱口引用诗人王寅的一句诗：感谢
你们在冬天还爱着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有什么不同？
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在诗歌曾被边

缘化，如今以诵读的方式再次回归大众视野的
时代，在诗坛纷纭、似乎会给句子分行就敢自
称为诗人的时代，诗究竟是什么？一个真正的
诗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写诗30多年后，她依然在思索这些问题，
甚至在诗中反复描摹诗的样子和诗人的状态。

关于诗，她这样写：不是自来水和水龙
头。是井。是水桶。是打滑的石台。是长长
垂下的湿漉漉的绳子。是黑暗和焦渴向下掘
出的深深的井筒。

关于诗人，她这样写：你在灯前写诗，夜是
你扩展的影子。

关于诗与生活，她这样写：我拜访我的邻
居，他的房门在我命运的小径上，像关隘打开。

曾经，一个叫胡兰兰的少女，像被一阵强
劲的龙卷风裹挟，不由自主地爱上诗。在她眼
里，诗与小说、散文最大的不同，是可以按照自
己的感受，在文字中创造新的时空和新的现
实，能够通过想象力迅速地在事物与事物、人
与万物之间建立无限广泛而且深入的联系，而
诗歌的节奏和旋律更会以奇妙的方式组织新
的既感性且理性的秩序。

年轻时，她有过在豫西县城工厂工作的经
历，目睹艰辛的劳作，品尝生活的苦累，这些和
童年时在渤海湾乡下姥姥家的生活经验，让她
牢牢地站在大地之上，给予一切卑微的生命和
事物以深切的目光，始终在诗歌中保持着现实
感，也保持着温暖而敏锐的感受力。

后来，她考上大学，从深圳到郑州，毕业后
进入河南省文联工作，成为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再后来，她去了北京。有机会走出国门，甚至被
希腊希奥斯市(荷马故乡)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每一次转身，似乎都伴随着视野的开阔，
精神的超越和诗艺的精进。2009年，她获得

“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时授奖词中这样写：蓝
蓝的诗歌呈现出宽阔的视野、奇异的想象、朴
素的美感和丰盈的生命力。这些诗篇有着风
吹麦浪、波澜起伏的情怀，因为蓝蓝和她的诗
歌的存在，这个世界多了一份善良、美好和勇
气。她忧伤的叹息、感恩的赞美和不灭的童心
让我们葆有一种不曾放弃的品质；她节制的表
达、人性的追问和深入的思索给我们带来勇气
和力量。

那天，“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的创立者、诗
人黄礼孩专程从广州赶到郑州，担任本期中原
风读书会嘉宾。他再一次认真地读着当年的颁
奖词，慨叹如今看来这些评价仍配得上蓝蓝的
诗歌。他说，评价一个诗人重要的是看他的文
本，看他的诗歌有没有写出无限的当下感。蓝
蓝的诗歌比如《野葵花》等，早已成为经典，广为
流传。从自然、乡土到历史、人文，在她的新诗
集《世界的渡口》《从缪斯山谷归来》中，我们看
到蓝蓝的诗歌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当一个人成为诗人，当胡兰兰成为诗人蓝
蓝，她超越了地域、题材的限制，她摒弃了诗歌
中的实用价值，以整个人类的眼光看待万事万
物，进入更为纯粹的诗境。

正如嘉宾、诗歌理论评论家单占生所说，
诗人要发现暗处的光。一是看到寻常事物的
另一面，不易为常人感知的暗处、深处的光；二
是发现惯常使用的词语、概念的另一面，寻找
到语言暗处的光。

而对于诗人蓝蓝而言，诗就是写感觉，对
生命最敏锐的感觉。她说，通过语言的美的创
造，诗歌要处理的是时间和历史中人与人、人
与万物的关系。而好的诗歌就是能够唤醒读
者最大的感受力的认同，想象力的认同。

所以，在如今诗歌界普遍推举“智性”，崇
尚“复杂”的时候，蓝蓝仍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抒
情诗人。她说：诗歌是语言的意外，但不超出
心灵。和冰冷的智力相比，我更信任温暖的心
肠，除了心灵，不向别处觅诗。

读书会上，当聆听朗诵名家亮语、刘阳，一
个以甜美清亮的声音读着蓝蓝流传甚广的《如
今我黑黑的眼睛》《记忆，完全的甜蜜》等诗，一
个以低沉、厚重的声音读着蓝蓝的《矿工》《第

二次》等带有痛感的诗；当聆听蓝蓝回忆她在
伸手去握煤矿工人的手时，他迅速缩回的瞬间
带给她的震撼，听她述说到希腊当年囚禁苏格
拉底的监狱时夺眶而出的眼泪，在缪斯祭坛前
陷入的沉思等，我们看到一个诗人怎样忠实于
她内心深处的感受，怎样通过艰辛又富有创造
性的语言劳作，真正进入到现实经验的血肉之
中，进入到历史与文化、文明的深处。在词语
与心灵之间，在美学与伦理之间，她形成了富
有张力的诗学，她的诗歌也因此拥有一种深刻
坚实的质地。

那天的读书会高朋满座，有很多熟悉的诗
人朋友，畅谈对蓝蓝及其诗歌的印象和感受。
也有不少读者从洛阳、平顶山、漯河、新乡等地
赶来，层层围站着，坚持到最后。

面对读者关于如何写诗，如何成为优秀诗
人的提问，蓝蓝坦率地说，世界上一切的东西
都抵不过热爱。要大量阅读，阅读经典，会给
你建立一个标准；阅读同代人的作品，能确定
你在坐标中的位置。读大量优秀的诗歌，可以
培养、唤出敏锐的感受力。关于写诗，除了老
实、认真的态度，没有任何别的捷径可走。

的确，因为我们不是为一天歌唱，而要为
所有的日子歌唱；因为我们希望每一首诗，每
一首诗的每一个字，都涉及灵魂；因为我们更
希望写出宇宙万物的灵魂。

也只有怀着热爱和虔诚的心，认真地写
作，发自内心地歌唱，或许会如现代诗人冯至
在《十四行集》中写的：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
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
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那样的时刻，或许能看到暗处的光，写出
几行真正的好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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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个青草
更青的地方

中原风读书会

在蓝蓝的天空下在蓝蓝的天空下

下一站的美景
心灵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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