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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钧

春味

携着春意的年味，腊月二十三就闻到
了，在京城，大红的灯笼，一天比一天多；地
铁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人们不再说，谁
过年不吃一顿饺子，而在说，能否买到返乡
或出游的车票。

儿时的年味是：添新衣，收压岁钱，放
二踢脚；而今的年味是：看春晚，逛庙会，吃
团圆饭。儿时天天盼过年，如今想的却是
又老了一岁。

年味是有颜色的，譬如观春晚，赏花
灯，看春联，所以称，红红火火过大年；年味
又是有情感的，恰如送祝福，吃年夜饭，走
亲戚，所以又称，团团圆圆过大年。

过年的意蕴是什么？古时候贴春联，
燃爆竹，张红灯，是为驱邪降福，吓走“年”
兽，到如今，过年演变成万家团圆的好日
子，年味也沾上了喜庆的欢乐。

己亥年春节，散发出一种吉祥的味道，
为老者捧出延年寿桃，为幼者送上嬉戏欢
乐，为华夏献上平安吉祥，为山河带来风清
气正。

有人说，年味淡了，吃喝上，天天在过
年；也有人说，年味浓了，排场上，越来越讲

究。我却想说，年味不在吃喝，也不在排
场，人情浓了，年味也就浓了；人情淡了，年
味也就淡了。

春色

春色是希冀的源头，带给生活诸多遐
想。观一江春水，染绿满园芳草；望万山葱
茏，若万马奔腾。在北方，立春是万物萌生
的符号。

春江水暖，不光鸭先知，冻土里，春草
也多情地骚动，春的颜值是绿色，北方的绿
意，更多萌发于心头，把春立起来，等闲岂
能识得春风面。

人在冬日，就在琢磨春天的故事，总把
知时节的好雨，放在春的取景器中，池塘生
春草，人面桃花红，只叹春梦还未醒。

春的魅力在于万物更新，燕草如碧丝，
秦桑低绿枝，走在春天里，蛰伏一冬的心
情，伴着春水欢快流淌，春来了，离桃花盛
开的地方还远吗？

立春是春的宣言，昭告广袤原野，快
披上绿的盛装；昭告绵延江河，快阅尽
人间春色；昭告春天里的人们，快播撒

幸福的花种。

春心

春天的心，一颗不安分的心，积攒一冬
的碧绿，撒在了荒原里，心海泛起了绿舟，
心田绽开了花蕊，将春心融进春风里，这个
春天才有韵味。

春天的云，一片扬起的帆，迎着春光启
航，伴着心跳鼓点，去追赶春的朝阳，两岸
花红柳绿，远方云白风清，春心静默，只为
倾听春的歌唱。

桃花春水溢草香，柳丝摇曳泄春光，莫
道花瓣萧萧落，心随春风绿波扬，春天，原
本为多情的季节，即便流水落花，也难驱走
荡漾的春心。

春心是年轻的，当与春天同行，当与青
春为伴。春天的心，一首动情的诗，有草的
清新，有花的芬芳，有风的飞扬。

春心在春日萌动，在夏日疯长，在秋日
成熟，在冬日收藏。哦，我把春天排成行走
的诗行，去书写一个人心路的走向。

春福

一江春水奔流，挽住了春的手，把幸福
闸门打开，把吉祥闸门打开，把快乐闸门打
开，把畅想闸门打开，江河水一路放歌：春
天，我来了！

春福像一只鸿雁，扇动着春天的翅膀，
从蓝天飞过，草原为之生色，大海为之扬
波，山河为之雀跃，于是，借助鸿雁的翅膀，
把祝福送进朋友心房。

祝福的话，每年都在说；祝福的歌，每
年都在唱，送给身边的亲人，送给远方的好
友，送给家乡的父老，心中的美好，深情地
倾诉，只为表白心灵深处那片情。

祝福的诗千首万首，不如祝福的爱一
往情深；祝福的话千句万句，不如祝福的心
一片赤诚；祝福的歌千支万支，不如祝福的
情一如既往。

祝福像一缕春风，吹绿了山川，吹开了
桃花，吹暖了人心，祝福家乡风调雨顺，祝福
百姓福泰安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3

□贺清龙

2018年 12月 15日，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逝世，享年
73岁。“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作为与二月河相识相
知的朋友，我心情的伤感是可想而知的。长歌当哭，我也
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一下我们交往的始末，权当对逝者
的追思与怀念。

我的战友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出生在炮火连天的 1945年，父
母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儿子起了个带有鲜明时代
烙印的名字——解放。儿时的二月河，随父母辗转在河
南的陕州、栾川、洛阳、邓州等地。南阳解放后，二月河的
父母分别留任该地的邓县武装部政委和法院副院长。因
父母整天忙于公务，孤寂的二月河养成了喜欢看书学习
的好习惯。先后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王子与贫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文学名著。

1968年年初，高中毕业的二月河到山西太原入伍，
当了一名工程兵，担负的任务是打坑道、挖煤窑，天天在
洞中钻来钻去。部队首长见二月河爱看书学习，就把他
调到团里办黑板报。他当上了全团的新闻报道员，火柴
盒、豆腐块式的新闻经常见报，他当时写了一篇数千字的
通讯，反映的是塌方事故中英雄战士的故事，想不到这篇
通讯还登上了《解放军报》，更是激励了他的创作热情。
我上世纪 70年代在山西入伍，平时也喜欢读书写字，因
此，很早就与二月河相识。经常交流一些读书的心得和
创作的甘苦，很能聊得来。

二月河，这是凌解放给自己取的笔名。“河”特指黄
河，我们在山西当兵时，见到二月的黄河正是凌汛，冰
凌解放，上游大量的冰块万排齐发向东一泻而去，浮冰
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这同时也暗含了他的原名
——凌解放。

布衣本色

1978年，33岁的二月河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
当了一名干事，他对仕途一直看得很淡，业余时间主要还
是读书写字，并着手进行红学研究，满怀希望地将论文一
篇篇寄出，却是泥牛入海。1980年，他写了一篇红学评
论文章《史湘云是“禄蠹”吗？》寄到有关刊物，但杳无音
信。二月河不服气，年轻气盛的他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
的“声讨信”，按《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名字“冯其
庸”寄去，并附上那篇稿子，请冯老给予“回答”。他在信
中写道：“‘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如果冯老
看过后认为我不是这方面的料，就请回信，我再也不搞这
方面的研究了。”没想到竟然受到冯先生重视，他拿稿审
读，慧眼识珠，旋即回信，以最快速度把二月河的论文刊
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又调查了解他的读书研究情况，发
现这是一块璞玉，很是满意和赏识，吸收他为全国红学会
会员。不久，又推荐他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红学会理事，
且邀请他参加了 1982年 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
梦》学术研讨会。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学者由《红楼梦》谈到康熙，感叹
如此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居然还没有一部
像样的关于他的文学作品。二月河像在部队点名喊立正
一样，“腾”地站了起来：“我来写！”

从那时起，二月河开始了他艰苦的创作之路。经过
两年多对康熙的反复考证，以及在大量的野史、清人笔记
小说中寻幽发微，钩言稽沉，感觉体味风土人情、官场世
态和时代风貌，二月河开始了首部扛鼎之作《康熙大帝》
的创作，冬寒夏暑，锲而不舍，每日少则千余字，多则上万
字。1985年，40岁的二月河已经完成了17万字的《康熙
大帝》，冯其庸看过之后对他说，你专心完成它，这是你未
来的路。第二年，《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出版，引起了
文坛轰动，并由此开启了他“落霞三部曲”的创作。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基本是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加“观照现实”的思路来书写。他以渊博的史学知
识、流畅的文笔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描述了康雍乾时期
从宫廷斗争到三教九流生活的广阔社会画卷，帝王将
相、士农工商、侠盗妓僧等众生相都跃然纸上。如今，
二月河 520万字的“落霞三部曲”炙手可热，好评如潮，
图书多次重版。

二月河在创作上取得了出色成绩，也因此获得了很
多头衔和殊荣，他曾任中国作协原主席团委员、河南省文
联名誉主席、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郑州大学文学院院
长、南阳市文联名誉主席、南阳市作协主席等，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曾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
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及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但他平静地面对这些荣誉，他在乎的是自己的读者。生
活中的他总是一副实实在在的布衣本色，丝毫不张扬自
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知己情深

“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我与二月河相
识相知近半个世纪，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也写了一些
书，我们是以文会友，成为知己。

后来，我所著反腐倡廉三部曲《中国历史十大惩腐精
英》《中国历史十大清官》《中国历史十大贪官》出版，二月
河当即写了一篇《俭以养德 廉以修身——读反腐倡廉三
部曲有感》的评论文章，发表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文中
说：“清龙同志是我多年好友，长年战斗在反腐第一战
线。部队出身的他有着军人的严谨和正直，也具文人的
细腻与敏锐，这也铸成了他黑白分明、扎实全面、栩栩如
生的笔锋与文风，在这几本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读
来酣畅忘怀。”我感谢他的推荐，又感觉到惶恐。正是二
月河的激励，才让我下定决心开始反腐的相关研究，终于
著成11卷本、300多万字的《中国监察通鉴》。

“凡有井水处，皆读二月河。”圆头大耳，满脸挂笑，身
材高大，留着一个大平头，操一口浓厚的南阳方言，这就
是二月河。斯人已去，但他的音容笑貌会一直留在我的
脑海，他的经典作品更将永远留在读者心中。3

□王守国

手不释卷、勤于笔耕是张广智先生
一以贯之的雅好和标识。在曾经工作过
的多个领导岗位上，不管公务多么冗杂
繁忙，他始终没忘记写“作业”。古人有

“三上”读书的乐趣，广智先生不仅“三
上”读书，还在“三上”构思他的律诗与长
短句，多年积淀下来，收获了沉甸甸的
《稼穑集》。

现今时间宽裕了，能够从容淡定地阅
读写作了，广智先生厚积薄发，文思泉涌，
离开领导岗位不到一年时间，便把这部形
神兼备、色味俱佳的随笔集《豫东 豫东》
呈现到我们的面前，速度之快，内容之丰，
笔锋之健，令人叹服。

细读这部带露珠、沾泥土、接地气，
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集，可以用
多种方式述评。文雅一点，可以说是百
炼钢化作绕指柔，是“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是“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日争新”，是“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是“笼天地于形内，挫
万物于笔端”。但我觉得更贴切、更生动
的还是河南一句方言，“喷空儿”。

我们家乡豫东一带的老人喜欢“喷
空儿”。“喷空儿”就是聊天，就像北京的
侃大山、四川的摆龙门阵、东北的唠嗑，
以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形式丰富着人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广播、电视没有普
及之前，豫东农村的夜晚，除了偶尔放露
天电影、唱大戏、说大鼓书外，“喷空儿”
就是人们最重要的消遣娱乐方式了，夏
天在满天星斗的打麦场，冬天在骚哄哄
的牲口屋。想把“空儿”喷好，并不容易，
借用广智先生的话说，得需要知识博洽，
口才便给，富有幽默感。

广智先生口才上佳，小时候听了鼓
书就能绘声绘色地复述，为此不少挨父
亲的尅，怕他沉迷鼓书而荒废了学业。
他高中毕业就当生产队长，后来当工人、
上大学、进机关，从大学领导、市领导一直
当到省级领导，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他
把几十年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学所
思，用生动幽默、鲜活生动的语言娓娓道
来，这“空儿”就喷得活色生香、引人入胜，
让人情不自禁地跟着上瘾。

集中收录的 100 多篇文章，内容丰
富，但涉及工作的很少，大多以自身的成
长、生活为主线，紧锣慢鼓、劈喉咙哑嗓，
缓缓道出了他的家乡源流、亲朋好友、风
土人情、萍踪侠影、人生感悟。

豫东平原是块曾经贫穷却又神奇的
土地，先秦时期的老子、孔子、庄子等哲
人在这里聚集，传统文化的基因深深地
融入豫东人的血液里。《豫东 豫东》《柘
沟春水》《洼张不洼》等文章描绘出一幅
幅生动的“豫东风俗画”，画里画外蕴含
着广智先生对豫东老家深深的眷恋。

若干年前，豫东农村孩子的生活是
清苦的，同时也是快乐的。集子中用不
少篇幅回忆儿时的生活：既有红薯吃到
胃酸的无奈，8岁开始编席补贴家用的艰
辛，也有斗鸡、撂瓦、垒瓜园的快乐；既有
挑土挖河的苦累，也有 16岁当生产队长
的“意气风发”，活脱脱是一个农村少年
的“成长日记”。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负
笈汴京、到河南大学读书是广智先生人
生轨迹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他沾满泥土
的双脚从此站在了城市的柏油马路上。
河南大学的师生都自称是“铁塔牌”，“铁
塔牌”的广智先生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写
他的读书生涯，写他的老师，写他的同
学，写他后来的同事和先前的长辈、发
小。记忆力过人的广智先生不仅能准确
记忆点滴细节，而且擅于抓住人物个性
特征，摹形状物，寥寥数笔，活灵活现，勾
勒出了几个时代的“群英谱”。

从农村出身到农大领导再到农业厅
长，广智先生的人生轨迹和“三农”结缘
很深，所以他屡称“我本农家子”，第一部
诗集也以《稼穑集》命名，这部《豫东 豫
东》写农村、农业、农民的文字占有很大
比重。这个和农村、农业、农民打了大半
辈子交道、自称“农村老汉儿”的文章达
人，不仅在书中绘就了一年四季的“农时
图”，捎带着还画出了农村、城市的“草木
春秋”。

集中妙文多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有
关读书、游记的文字。广智先生博览群
书，博闻强记，犹喜读野史、方志、民俗、
掌故等杂书，游历所至，无论省内省外，
都对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了如指
掌，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他的一些游记
文章不仅记述所见所闻，更把一些人生
感悟和哲学思考融入自然、人文风景当
中。在圃田泽，他体会到了列子的“冲
虚”；在南海海边，他感叹“人生就像海浪
一样，一波跟着一波，永不停歇”，情景一
体，情理交融，别具风采。广智先生说：
回首过往，忙忙碌碌，人间好事，还是读
书。他牵头举办嵩山论坛，力倡嵩山文
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主编嵩山文化学术
专著《大嵩山》，系统梳理中和文化，赞赏

“和而不同”，认同“执两用中”，这种历史
观和文化观渗透在字里行间，折射到书
里书外。

美文讲究起承转合，美食在意刀法
火候。其实，美食在民间，妙文在平常。
集子中有篇文章叫《刀法》，以蒜泥黄瓜
为例，强调黄瓜要拍不要切，蒜泥宜捣不
宜切。就这么简单，刀法该用时不用，不
该用时乱用，都不合道。

通读《豫东 豫东》，不见广智先生有
丝毫的正襟危坐、高调说教，只感觉他如
农村老汉“喷空儿”般的亲切平和、风趣
幽默。细品，有味儿；慢读，得劲儿。3

□邵丽

张广智兄上次出版诗集《稼穑集》，我
也曾经为之作序。今天，他又捧出了这本
厚厚的散文集《豫东 豫东》。我用了两天
时间，细细读完了这一百多篇饱蘸浓情而
又娓娓道来的文章。窗外飘着今年的第
一场雪，窗内一杯老茶和一大堆活色生香
的生活——虽然是别人的，可是我往往入
戏颇深——仿佛在与一个饱经风霜的智
者对话。聊到妙处，不禁莞尔。有童趣，
有艰辛，有成长，也有落寞。有大开大合
的历史回望，也有柴米油盐的百姓日常。

我看《豫东 豫东》，仿佛又穿越回自
己的青少年时期，毕竟我也生于斯长于
斯；我读《编席》，也会为那个被生活负累
压迫的少年洒一掬同情之泪。不管是挖
河还是看场，无论是《负笈汴京》还是《退
休经验》，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人
和他真实的人生。“不愧天地，不负组织，
不怍人民，不累家人”，看似简简单单的十
六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
从一个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农家子弟，
一路走来，需要怎样的胆识、智慧和担当，
确实非我们后辈可以度量。

饱满的人生，原不计阴晴圆缺。风轻
云淡，宠辱偕忘。日子一天一天顺下来，
该哭时哭，该笑时笑，该挨打时挨打，该喝
醉时喝醉，便是从容，也是放下。放下需
要拿起，而这拿起，应有千钧之重。举重
若轻者，长醉复长吟。这是广智兄的人
生，也是他的人生态度。在尼采看来，具
有酒神精神的人生才是最值得过的，以酒
神精神克服人生悲剧的审美，就是在酒神
艺术的醉中，通过生命力量的提高而直接

面对永恒轮回的人生之痛，从而达到生命
自身的美化和欢悦。

他年少时，在城里当工人的父亲被下
放回乡，只带了一纸奖状和一支钢笔，结
果钢笔在他看烟火的时候被挤断几截。

“父亲气得好揍我一顿。……现在钢笔又
被我弄坏了，我不挨打谁挨打？”一个少年
便有着这样坦然承担的勇气；他读大学
时，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两个弟弟、两个
妹妹都在上学。“父母都在家务农，没有其
他经济来源，温饱都是问题，怎么能供应
得起这么多学生。我当时都替父母发
愁。”于是，吃饭时拣便宜的菜买，有时早
餐的咸菜没吃完，午餐不再买菜，自己也
觉得很好。他不怕吃苦，只怕给家里增
加负担。一个自立自强的青年人，就这
样日渐成长；参加工作后，喜欢读书的他
出差时也找两本书放包里，“坐轿车看
书，也不头晕，只是苦了颈椎，毛病不小，
所以颈椎有时折磨我，只好放下书去看
窗外的风景”。读书，让他懂得如何修养
身心，为人处世，让他的精神世界始终伴
随着清风明月。

虽然根本没有什么好散文的客观标
准，但是我觉得“散文贵在平实”这句话
是对的。其实说穿了，散文就是用文字
搭建的生活。之所以散文的精华在于
散，那就说明它是生活本身，而生活是散
的，只有散，才能令它八面来风。同时，
真正的好散文不是用来传播，而是用来
交流的。它不是写的别人，也不是写给
别人的。它就是写的你，就是给你写
的。它是因为能与你共鸣，才因此有价
值。尤其是读完广智兄的散文，我更加
坚定了这种想法。3

我把春天排成行走的诗行

文字缘同骨肉深
闲庭信步“喷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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