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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国

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高度重视文艺与
时代的关系，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强调文艺因时而
兴，乘势而变，随时而行，与时代同频共
振。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
学界委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殷切
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
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
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新时代新
使命，新坐标新征程，需要我们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有新担当新作为，用优秀的

文艺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
时代明德。

厚重河南，出彩中原。习近平总书
记 2014 年 5 月在河南视察指导时殷殷
嘱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
原更加出彩。把中原更加出彩与中国
梦联系在一起，既是对河南历史地位贡
献的高度肯定，又是对河南当代责任担
当的使命要求。对河南文艺工作者而
言，紧扣中原更加出彩这个主题，围绕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条主线，讲好丰
富多样、生动鲜活的中原出彩故事，是
记录、书写、讴歌新时代之新在河南生
动实践的重要平台和抓手，也是多出精
品奉献人民的不竭艺术源泉。比如，郑
州航空港就是新时代之新在河南的生

动实践和体现，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
大书特书的，省文联今年将会同中国文
联举办“空中丝绸之路 助力中原出彩”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郑州航空
港慰问演出活动，举办“讴歌新时代 聚
焦航空港”——作家、艺术家深入郑州航
空港区采风创作系列活动，为出彩河南
助力添彩。

与时代同步伐当然首先是要深入火
热的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的历史巨变。
同时，立足新时代挖掘阐发中原优秀传
统文化，把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
来，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
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实现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时代性的重要
内容。在这些方面，河南文艺工作者拥

有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文
化优势，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合”文
化高度重视，积极倡导、深刻阐释、创新
运用，使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治国
理政新理念的宝贵思想源泉。而诞生、
发展、成熟于中原大地的“中和”文化，正
是“和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仍
散发着超越时空的独特魅力，值得我们
传承借鉴，创新发展。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一千多年前的河南先贤白居易已
经有了这样的理论自觉，开启了为时代
而歌的中唐“新乐府”运动，成就斐然，影
响深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今天，我们更当志存高远，与时代同
频共振，以精品奉献人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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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

近年来，每逢参加各种文学会议探
讨各种文学问题，我都能听到有几个热
词在高频率地出现，如“小我”和“大
我”，如“现实”和“生活”，其中，最热的词
莫过于“人民”。

对于“人民”这个词的领会，我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回顾我的创作之
路，和诸多文学青年一样，也是从“小我”
出发的。如今，我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对
于一个作家而言，“小我”可以是出发点，
却不应该是终结地。身处于这个风云际
会波澜壮阔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
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

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
民的心而跳动。”

就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自己”是
“小我之心”，那么“人民”就是“大我之
心”。人民何指？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
深情阐释：“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
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
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
心的冲突和忧伤。”——我们身边的保洁
工，菜市场的小贩，银行大堂的保安，公
交车司机……他们都是人民。人民这个
大词，涵盖了无数普通平凡的面容、身影
和心灵。我曾扪心自问：他们的生活对
于我来说是不是很陌生，是不是很遥
远？那我该如何书写他们？

总书记殷殷期待文艺工作者能够从
“小我之心”走向“大我之心”。今年的全
国两会上，总书记参加文化艺术界和社
会科学界的联组会，再次强调了要“以人
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他说，首
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
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化文艺工作
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
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
人民、歌唱人民。

其中，“用心用情用功”这“三用”，常
常会让我想到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力”，他指出，宣传
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在我的意识里，“三用”和“四力”
的根本指向，就是人民。脚力意味着要
走进实践深处，眼力意味着观照人民生
活，脚力和眼力在为人民挥洒，才能说是
用功，也才能用心为人民做出有质量的
思考，用情在笔下做出有质量的表达，也
才能谈得上去真正地抒写人民、描绘人
民、歌唱人民。

近几年，中国作协和河南省委宣传部
举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我都有参与，收获很多。在今后的创
作中，我会竭尽所能地将“三用”和“四力”
作为方法和原则，有机地结合在自己的创
作中，去积极采挖时代怀抱里的富矿，去
探索去领会生活和人民赋予我的一切，然
后将之融汇到笔端，回报给人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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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弘

初识刘林先生时，他尚在军中。因为喜爱诗
歌和歌词写作，他与文学界自然有着更多的共同
话题，也就多了些交往。此后在工作与生活中，
断断续续读到过刘林先生的一些作品，听到过他
作词的一些歌曲，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传唱
一时的《我的大中原》了。这首歌也差不多成为
刘林歌词创作的代表作，会很自然地给人留下他
作品大气磅礴、正气昂扬的基本印象。近来，全
面阅读了他二十多年来创作的歌词，发现他在保
持创作基本风格特征和主旋律的基础上，作品有
着极强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取材非常广泛，手法
也多有变化，应该说是既有黄钟大吕般的激情澎
湃，也有小桥流水式的低吟浅唱。

最近，刘林先生把他多年来创作的歌词汇集
成册，即我们看到的这本《老焦：刘林歌词集》。
尽管歌词创作有其特殊的规律和表现形式，我则
倾向于把歌词作为诗歌来看待，这不仅缘于鲍
勃·迪伦获得诺贝尔奖的启示，更源于中国古老
的传统。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诗应该是可以
吟、可以唱的，所以才会称之为“诗歌”。更具体
地说，歌词创作其实是宋词、元曲传统的现代延
续。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刘林的歌词创作，其创
作手法、风格特点等，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和刘林年龄相仿的这代人，一般来说，诗歌
启蒙主要来自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诗词，然后由此溯及中国古典诗词，其影响主
要表现在诗歌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两个方面。就
内容方面讲，作品更多表现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外
在关切，赓续言志的诗歌传统；就表现形式方面
讲，以不是特别注重格律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主。
刘林的诗歌创作，在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的同时，
无论从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讲，要更为丰富和
多元，这不仅得益于他对艾青、郭小川、贺敬之等
人新诗的阅读，还得益于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借
鉴，比如对食指诗歌的阅读等。

刘林曾创作有不少旧体诗词，四、五、七言均
有，有四行绝句，也有长诗。刘林旧体诗词创作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当下最鲜活的生活有着多
方面的表现，大到国际大事，小到身边小事，如眼

前即景、所见所历之事、身边人物等，皆能信手入
诗。这使他的旧体诗词言之有物，富有情趣、理
趣。而他的新诗写作，虽然遵从的是现代新诗的
审美规范，但明显可以感觉到类似于徐志摩《再
别康桥》等作品对形式美的追求。这与他长期从
事歌词写作养成的审美趣味有关。由此看刘林
的歌词创作就会发现，其作品显然继承了中国古
典诗词的传统，具有古典的美感。因此可以说，
刘林的歌词创作是以现代白话的形式使中国的
词曲传统得以活态传承。由此也可以看到，刘林
的歌词创作与当前歌词创作中大量出现的口语
化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表现现代内容的时
候，显然从中国古典词曲创作中汲取了营养，从
而洋溢富有中国特色的韵律之美。

刘林的歌词创作，总体来讲，我以为可以用
正气、大气、浩气、清气来概括。

正气是刘林创作的基本追求。刘林的作品
不管是描写军旅生活，赞美中原，唱颂中国梦，还
是表达个人情感，总是有着满满的正能量，能给
人积极向上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自觉为
民族铸魂的担当和追求。

大气是刘林创作的显著品格。刘林创作的
大量作品均取材于重要的社会关切、人物和事
件，更重要的是，作品表现出了作者宽阔的胸襟
和情怀，总体上给人以澎湃昂扬之感，显得厚重
而大气。即使那些描写平凡小事的作品，也总能
从小中见出大来，使咫尺而有千里之势。

浩气是刘林创作的重要特质。也许是长期军
营生活的磨炼，刘林的创作不管是表现宏大的题
材，还是描写身边的事物，总是呈现出一种浩然之
气。任何一个写作者，其作品所呈现的气质，从根
本上说都是作者人格的反映。刘林作品所表现出
的这种特质，正是其人格在作品中的体现。

清气是刘林创作的自然韵致。刘林的创作，
不论题材大小，描写时绝不拖泥带水，读来给人
的感觉是特别干脆果断，因而有一股清逸雅洁之
气。特别是一些写平常情景和事物的作品，总能
使人感觉作者内在的超然与淡定。既积极入世，
又能在精神上超然于物外，这使刘林的诗歌能够
毫无浊气，因此自然就脱了俗气，格调自然高
远。这是一种难得的文学境界。3

□吉项鱼

我是被喜鹊领进西岭村的。
“喳喳喳”，一群喜鹊飞过来，我抬头看见一

排排的白杨树，杨絮在风里晃荡，一簇，一簇。“啪
啪啪”，杨絮掉落下来，像毛毛虫在地上蠕动。

惊蛰，地下的虫子们冬眠结束了，开始感知
春光的温暖。

土地好像松软了，土块儿也被春风吹醒了，
酥酥的。一位黑衣老人，正在锄地，锄头一碰到
土块儿就碎了。他身边的一垄麦田泛着绿光，几
只麻雀在田里蹦蹦跳跳，“叽叽喳喳”，一唱一和。

村边的小水渠里，清澈的浅浅的水，潺潺流
淌。水边几位村妇在洗衣服，身旁的篮子里放着
沾着泥土的脏衣服。灵巧的手在水里撩拨，泥土
随着水的流动而沉淀。

我问她们：“水，冷不？”一位中年妇人抬起头，
一看我这个外乡人，笑盈盈地说：“一点儿都不冷，
是泛水，温温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水可美了，
冬天冒热气，夏天冰骨。”我正思忖“冰骨”是一种
啥样的感觉，却看到身旁顽皮的孩子们在嬉戏打
闹，老妇人关爱呵斥的声音，被流水声淹没了。

顺着小水渠逆流而上，寻找到了源头。一个大
水塘，四周用石头围着，水清澈见底，几条小鱼儿游
来游去，是那种极细小的小鱼儿，像一根根线条，倏
然钻进石缝里，再也不出来了，只留下一池碧绿。

村里的巷子里传来了扫地的声音，深绿色的
垃圾桶摆放在院子里，农家小院的长绳上晾晒着
干干净净的衣物。

一位村妇正在家里收拾，洗衣机传出水的搅
动声音，她跟我说：“昨天，帮扶的单位还给村里
的贫困户送来了垃圾桶、拖把和扫帚，帮着我整
理屋子呐。”

村头，几个小媳妇大姑娘穿着时尚的衣裙，
说说笑笑。有的推着童车，孩子的小脸露出来，
粉嫩嫩的，正咿咿呀呀，唱着童谣。

一位男子背着锄头，手提着一只装着樱桃树
苗儿的塑料桶，去岭上栽种，肩上的提兜里鼓鼓
囊囊的，装着馍馍和热水壶。我问：“中午不回家
吃饭？”他说：“天太短，晚上再回家。”

村部的大院里，几棵老樱桃树枝条上的嫩芽
渐渐冒出，我听到了几位村民在说话：“该去岭上
的樱桃园里松土了，上肥了，拉枝了。”一位笑呵
呵地说：“再过两个月，就能吃上樱桃了。”

春雷响，万物长。
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硕果飘香的日子就要

接踵而至了。3

□赵富海

我出生在黑龙江，籍贯山
东，生活在河南，在心里却拥有
六个故乡。

山东是父亲的出生地、老
家，我也常以山东人自诩。父
亲没文化，上世纪 40 年代中
期，年幼的他上学时，课本刚
买来，人就被土匪劫走，家里
借 10块大洋将他赎回。1952
年，我和母亲、二弟回老家山
东，看见了有课本无学上的父
亲的课本，翻看：“人、手、我、
天、地……”上不了学的父亲，
学了一门手艺——编竹器，那
年山东闹蝗虫，父亲手提篾刀
在自家田头，看着风刮一样的
蝗虫，一袋烟工夫，地里的庄
稼被吃得精光。父亲一跺脚：
闯关东。

父亲闯关东，在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镇干上了铁
路工作，当线路工。昂昂溪也
是我的出生地，第一个故乡。
有故乡，才有乡愁。别看昂昂
溪是镇，它可是中国铁路的源
头。我父亲从昂昂溪干铁路挖
土方，抬枕木，铺设铁轨，一直
干到最后一站河南郑州，屈指
一算半个多世纪。我呱呱落地
便与铁路结缘。如今，我在父
亲最后一站铺设铁轨的郑州，
已生活了一个甲子，还要继续
生活下去。

在昂昂溪铁路第六小学读
书时，上学、放学要穿过六道铁
轨，如有火车停在任何一股铁
道上，你就必须绕道而行。有
一次，是个风雪天气，我起床晚
了，背着书包奔跑上学，刚到铁
道旁，正好有列火车停下，我一
看四周无人，头一低钻过火车，
刚一抬头，就被抓住。

第二个故乡在富拉尔基，
那时父亲带工友一块抢修一条
干线。抗美援朝期间，美国飞
机炸毁富拉尔基的铁路，我们
临时住房的玻璃窗上都要贴上
米字形纸条，以防飞机轰炸震
碎玻璃。那时，街道上动员服
兵役，穿上志愿军军装的小伙
子们高声唱：“妈妈你放宽心，
妈妈你别担忧……时间不过三
五九，屋前种棵小桃树，等我回
来把桃收！”在富拉尔基不足一
年，短暂的故乡，看到了中国人
民抗美援朝的英勇无私和热情
坚定。

不到一年，我父亲修铁路
到辽宁省复县，我和母亲、弟妹
又搬迁到复县万家岭。这是一
个小山村，盛产苹果，住在紧靠
铁路桥的小河边。我在复县万
家岭第六小学读书，住地离学
校近，过河就到了。2002 年，
我参与主编《郑州十大历史故
事》一书，这本书是连环画形
式，请沈阳连环画大家王弘利
画两个系列：“达摩面壁”和“武
则天登嵩山”。我专程去了一
趟万家岭，见到当年的老同学
兼班长，她竟认不出我，她在养
老院当会计，见我夹个包，说：
你不是民政局的来发工资的
吗？经我多次启发，她把手中
的大铁锁往桌上一扔：想起来
了，你作文写得好，后来转学
了。我又跟着她找到了副班长
袁，同桌女同学任，男同学武，
中午在当地最有名的饭店相
聚，我交给老板 500元钱，老板
接过，退回 300元，说：没东西，
200元就够了。由于找不到一
家旅馆，只好在同学的收苹果
站睡了一夜。我还发现，一个
万家岭镇只有一部公用电话。
这时，我才明白国家为啥提出
来“振兴东北”战略。

后来，我父亲修铁路到陕
西，家先安在陕西省的枣园，后
搬到西安八府庄，这应是我的

第四、第五个故乡。记忆中，当
时，满街都是大标语：“庆祝党
的八届六中全会召开！”

在枣园，去办转学，老师
问：读几册？我说小学二年级，
该第四册了。大约 8 个月后，
父亲到西安火车站抢修铁路，
我们家又搬到新城区八府庄。
我上学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离
八府庄一公里地的含元殿小
学，这里人不问读几册，而是问
读初小，中小还是高小？初小
是一到三年级，四年级为中小，
五到六年级为高小。在含元
殿，唐代唐玄宗之后宫，现已建
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上到
四年级要升高小，须转完小的
马蹄寨小学。这两个学校给我
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含元殿小
学，女同学跳皮筋唱着“战斗
英雄黄继光，背着枪杆上前
方，他为人民堵枪眼，你看荣
光不荣光”；男同学是滚铁环，
要从学校后边的土坡滚上城
墙 ，再 滚 下 来 ，中 间 不 许 脱
环。在马蹄寨小学，印象深的
是全民大炼钢铁。我们学校
动员学生捐锅、门环、菜刀，由
学校统一交到公社小高炉炼
钢；还有全民普及普通话。教
我们自然课的董老师是西安
人，一口“老陕腔”，上课时，他
大声说：啥呢嘛，普通话？他
弯下身子，将鞋子脱掉，使劲
儿一摔，发出“扑通，扑通”的
声响，他故意说：这就叫普通
话！全班同学狂笑。

我的第六个故乡：郑州。
父亲干铁路，铺铁轨，我们

家的日子是伴随铁轨的延伸而
搬家。当时铁路家属坐的是火
车闷罐车，铁路修到哪里，家搬
到哪里。

60 年前的一个春寒料峭
的日子，一个青涩少年手扶郑
州火车站的蓝砖墙，流下了眼
泪，他意识到随父亲来郑州修
筑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编组
站，将是他最后一次搬家。

父亲的单位是：郑铁三段
三队三工区，地点在郑州北郊
兴隆铺。我姊妹在他的工区职
工棚大铺扒开一块地儿，就是
家。“家”距郑州北站工地只有
半里地，父亲是北站工地的领
工员。他带着工人一起挖土
方，抬枕木，砸石子，我们放学
后也去砸石子。郑州北站原计
划五年完工，提前两年完成，
1959 年投入使用。北站出发
场的铁道 40多股，几十列火车
轰鸣，风驰电掣般开向各地。
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评选 60
大地标，河南有三处入选：一是
红旗渠；二是河南艺术中心；三
是郑州北站。

真正有了家是我结婚以
后，在西郊市委家属院分了一
套房。父亲离休后又被铁路上
聘为技术指导。父亲活到 86
岁，算高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我在新中国的郑州已生活
了 60 年。60 年来，我感恩祖
国，感恩郑州，致力于书写这座
城市的历史文化。38年间，已
出版 26 部图书。其中“老郑
州”三卷，荣获省“五个一工程
奖”；“嵩山文化二卷”、《历史
走动的声音：天地之中历史建
筑群申遗纪实》获省社科优秀
作品奖；《郑州中国第八大古
都》，倾情至真地抒写了郑州在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位置。

我早已融入郑州，我将我
的灵魂与文字置放在这座城
市，写久远文明古郑州，铿锵碰
撞老郑州，昂扬鸣唱新郑州，风
情万种大郑州！

我心存敬畏，对自己说：我
会一直写下去，写出祖国日新
月异的变化！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