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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精神长河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时代

□杨林防

夏日的林虑山青翠欲滴，分外妖娆，
尽显太行山脉的雄奇之美。旭日东升，
鸡鸣三省，沿着陡峭山坡拾级攀登，来到
了半山腰。绿树掩映下，一渠清水绕山
奔流，人在画中游，即刻忘记了登山的疲
惫，徐徐山风吹走了满头大汗，刚刚被汗
水浸透贴在身上的衬衣也舒展开了。

山上有渠，渠在山上，在山下已是满
心的向往，真正见到它，才惊叹不已，不
是想象的小水渠，而是一条人工河，一条
缠绕在茫茫太行陡峭山崖间的人工天
河。沿着渠岸走，绕着群山行，一山一
景，触景生情，一渠的碧水，满山的故事，
让人聆听着，想象着，感叹着，仿佛看到
了满山猎猎招展的旌旗，听到了轰轰隆
隆的开山炮声、叮叮当当的锤钎撞击声，
劳动号子一浪高过一浪，开山修渠的豪
迈气势回荡在太行山间……

这山，这渠，这绿水青山，让人的心
儿陶醉了，不管是初来的，还是之前来过
的，人人都有高山仰止的感觉，都有心潮
澎湃的感慨，感慨之余不免心生疑问：为
什么在山上修渠？这渠又是怎么修成
的？

历史上，林县是一个缺水的地方。
翻开《林县志》，上面写满“旱”“大旱”“连
旱”和“绝收”“禾枯”“悬釜待炊”“人相食”
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字眼。没有比水更让
林县老百姓揪心的了，能吃上水、用上水
是林县老百姓千百年来最大的梦想。新

中国成立后，中共林县县委着手改变当地
生存环境。怎样能让全县人民群众吃上
水、用上水？中共林县县委经过反复考察
论证，认识到小打小闹不行，必须谋划兴
修大个儿的水利工程，劈开太行山将邻省
的漳河水引进来。

劈山修渠谈何容易？山劈不开怎么
办？渠修不成怎么办？水引不进来怎么
办？面对那么多的困难，承担那么大的
风险，谁要说没有压力，那是假的。中共
林县县委一班人清醒地知道，弄不好自
己被撤职、受处分，还会劳民伤财，成为

“千古罪人”！可是他们毅然决定动工修
建引漳入林工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心中装的是几十万林县百姓，因为他们
深知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干部就
应该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就不
能怕苦、怕累、怕担风险。他们没有空喊
口号，而是用行动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
心与使命。

为民修渠，自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
支持与拥护。县委一声号召，全县一齐
响应。1960 年 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十
五，借着元宵节的喜庆和吉祥，千军万马
汇聚在太行山腰，向大山开战。满山红
旗漫卷，人人斗志昂扬，人也成了红旗，
要修建的引水渠也成了红旗。红旗渠这
个名字一经喊出，就响彻太行山巅，传向
四面八方。

红旗渠注定是不平凡的。在那个极
其艰难的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全县党员
干部群众苦干追梦，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誓把山河重安排；大干筑梦，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一心一意修水渠；巧干圆
梦，奋战十年，用勤劳、智慧和双手削平
了一个个山头，凿开了一孔孔隧洞，架起
了一座座渡槽，修建成了长达1500多公
里的红旗渠，引来了祖祖辈辈期盼的“生
命水”“幸福水”。它不仅仅是一渠水，还
是一渠粮，一渠油，一渠蜜……打开了一
方百姓通向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大门。

知其艰难而为之，林县人民硬是将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太行山腰“抠”出
了一条红旗渠，被周总理誉为新中国两
大奇迹之一，被命名为全国第一批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一项水利工程有这么多光
环，这是不多见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
条精神长河，满载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一项
工程孕育出一种精神，可见工程的宏大，
更见精神的可贵。有人说，在科技发达的
今天，修建红旗渠也绝非易事。而在那个
物质匮乏、极其艰难的年代，在党的领导
下林县人民修建成了人工天河，这里面，
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红旗渠的每
一块山石，都铭刻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每
一滴渠水，都承担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每
一段渠岸，都凝聚着党群一心、共筑美好
家园的强大合力。红旗渠不单单是一项
水利工程，而且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是
一条流淌不息的精神长河。50多年来，
红旗渠静水深流，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太行儿女、中原儿女、
中华儿女拼搏不止、奋斗不已。

山有魂，渠传情，水含笑。这条精神
长河盘旋于茫茫太行的陡岩峭壁间，与

“雄、险、奇、秀”的太行山景色巧妙地融汇
结合，构成一幅有动有静、自然和谐的生
态画卷。陶渊明在《陋室铭》开篇写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
灵……”红旗渠让太行山显得更加雄壮、
更加险峻、更加奇特、更加秀美。山的雄
壮，直观地展示着红旗渠工程的浩大；山
的险峻，无声地述说着修建红旗渠的艰
难；山的奇特，彰显着修渠人的智慧才能，
山与渠浑然一体，巧夺天工，相得益彰；山
的秀美，映衬着红旗渠的婀娜与妩媚，宛
如一条舞动的水飘带，奔流的渠水似跳动
的音符，传唱着红旗渠精神，从林州传向
中原，传向全国，传向世界；从历史传到现
代，意气风发来到了新时代。

红旗渠是精神高地，分水岭、青年
洞、渠首……每一处都闪耀着精神的光
芒。每天，来自四面八方、大江南北的参
观者络绎不绝，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到
这里举起拳头，重温入党誓词，内心涌起
满满的正能量；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到
这里，现场感受“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
来”的雄壮豪迈，惊叹、敬仰之情油然而
生；一批又一批国际友人到这里，情不自
禁地竖起了大拇指……

红旗渠这条流淌不息的精神长河，
满载共产党人的信仰、初心和使命，流向
幸福的远方。3

□韩露

“茶到淡时方是味，心入静境
自成仙。”

这是张振国教授的两句诗，
我却感觉这两句诗，就是北大教
授张振国的写照。

我第一次见张教授是 2008
年的冬季，在北大静园草坪西侧，
北大三院张教授的书房里，先生
谦恭、温厚，很有长者风范。张老
师见到我们很高兴，忙着让座倒
茶，可他书房的空间太有限了，又
被满室的书籍和碑帖、字画占据
着，显得很拥挤。他起身给我们
倒茶，我们就要站起来给他让路，
谈话的气氛就在这样的礼让中活
跃了起来。

张教授字翁图，是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书画研究
会会长，泰国公主诗琳通的书法
导师。因为听到很多先生的逸闻
雅事，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些他的
影像，但初次接触，却和我脑海里
的那个教授形象出入很大，时间
弥久，那些原来的想象反而更鲜
活。

翁图先生写书法也写诗，他
的很多书法内容都是自撰的诗
句，他的诗、他的书法、都是他的
心迹和灵迹，所以无论书法还是
诗，一切都是他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生命状态，是他从容练达的一
种启悟的心态。

他在琐屑生活中体味诗意，
在庸常生命中创造诗意。在一般
人眼里，落叶就是落叶，落花仍是
落花，而在先生这里，红叶与落花
皆成艺术，凡俗生活皆充满诗
意。翁图先生让我感觉他更像诗
人的是他写在红叶和花瓣上的那
些作品，那些写着“一叶吟秋”、写
着“唯真”“唯美”“唯善”的红叶和
花瓣自然是不能长久保存和流芳
百世，然而欢愉的情致和情调，在
先生落笔的刹那间，已散播给每
一位诗化的生命。

2011年夏，我的长篇小说出
版后，中国作协在北京开研讨会，
会后我和儿子去北大看他，他在
北大内部食堂请我和儿子吃了顿
包子小米粥，从食堂到书房，经过
北大著名的燕南园，一路上他都
在给我们讲在那里住过的北大名
师，蔡元培、胡适、周培源、朱自
清、冰心、朱光潜等等。每一位都
是能照亮中国现当代星空的大
师。

因为是第一次见我儿子，先
生很高兴，让孩子想句话，他给孩
子写幅字。我儿子就想了谦、忍、
余、气、仁这五个字，先生问为什
么要写这几个字，我儿子说，谦
虚、忍让、留余、气节、仁厚是我人
生的信条，先生很高兴，表扬了儿
子，并在字的落款处写上了禹涵
小友雅嘱。

这次拜谒，是在先生燕北园
的居所，先生的居室在一楼，门前
有一篱笆小院，院外有一丛矮竹，
如果是夏秋，在这里还可以看到
兰草和菊花，院内有一凉棚，是留
给葫芦、丝瓜和苦瓜的。

隔壁院内的白玉兰开得正
好，先生很高兴地看着满树的花

说，我原来想要在窗下植一棵玉
兰呢，邻居先种了，现在半个树冠
伸到我的院里，好景共赏，我沾光
借花入院了。

翁图先生的恬淡胸襟，我此
前是有所耳闻目睹的，但这段话，
仍然对我的内心震动很大。

先生的书房和客厅都是中式
家具，在书房的茶几上，放着一块
灰青色的椭圆形石头，在这块石
头的正中间有一块如满月般的白
色。

翁图先生竟然真把月亮收藏
到家里了！我暗自感慨。

据说，一位喜欢收藏的友人，
某日拜访先生并与之共同把玩他
花费巨资购得的稀世珍品。入
夜，先生邀友人在北大未名湖畔
散步，此时，万籁俱寂，月色如水，
翁图先生对友人说，收藏名贵古
董，实在太奢侈了。不如收藏这
月亮吧，不用花一分钱，其乐亦在
其中也。

后来，北大书画协会副会长、
北大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先生有
感于此事写了篇散文《收藏月亮
的人》，发表在北大校报上，先生
曾让我看过。

“曙光去年给我写了幅字，你
看看。”先生拿起一个卷轴高兴地
说，“夜半潜入老翁家，盗罢苦瓜
抢丝瓜，篱笆架下秋实美，老翁慷
慨我愧煞。羡彼翁妪常恩爱，深
夜为我展书画。藏月老人得奇
石，石上明月诗意佳，人生逍遥脱
俗累，老来淡定乐无涯，浑忘世间
名与利，农人本色在无华。与翁
幸成忘年交，习罢书翰学种瓜。
愿于翁前常磨墨，满纸灿灿赏烟
霞。尘间琐事何足道，不如伴翁
闲吃茶。

壬辰七月望日，月明风清，吾
与丹莉深夜送翁图师回家，师母
披衣相迎。庭前篱笆架上丝瓜苦
瓜正嫩，翁图先生与师母为吾摘
得数枚，仅及数寸，吾辈形如劫贼
也。忆及吾数年前为翁图师所作
旧诗，倍增情趣，吾曾写一文，名
曰收藏月亮的人以记先生逸事，
后翁图先生遂得藏月老人之雅
号，当夜翁图师示余唐名臣魏徵
之书法拓片又同赏忠良兄所赠之
奇石，上有圆月浑然天成，令人叹
为观止，遂口占此打油诗聊记一
时之乐耳。壬辰年七月十六日东
莱舒旷。”

曙光是山东东莱人，号舒
旷。先生一边卷着字，一边慢慢
介绍道。

我感慨万分，原以为如曲水
流觞般的文人雅事早已湮没在
历史的烟尘之中，不想在这里竟
又重现。我于是又想到了陶渊
明，想到当今艺术圈里的狂士，
一个艺术家的精神趋向不论是
向内心归宿还是向外张扬，若是
出于对宇宙自然的理解，对人生
和艺术的理解，那无论怎样都是
一种情操的显现，但可惜现代人
大多都是有意为之，意在博取名
利。像翁图先生与曙光先生这
样拥有恬淡开阔胸襟的学者，这
样充满人间温情和纯真气息的
交往情景又有多少呢？吾辈心
向往之！3

□孔会侠

2015年，胡昌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
小说——《爱如山水》。今年3月，他又出版了
字数更多、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更大的第二
部长篇——《生死救赎》，这部长篇很厚，有四
十五万字。完成后，他有一种真切而饱满的充
实与愉悦感，情不自禁地在《后记》中直率道
来：“对我这个一大把年纪才动手写小说的人
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褒奖，我给自己点个赞。”
这让我陷入沉思，写作的意义，在哪里？

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或许写作时的意
义方向指向他人，期待着读者的认可，但写作
事实上产生的意义，更大程度是反馈给了自
己的，尤其是放在漫长的时间段来看。

《生死救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
公林振川，参加过抗日战争，曾经一个人打死
了将近五百个日本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率
领部队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团。”这样一个忠
诚能干的革命者，却因为“误释放了一名蹲在
狱中的国民党县长和一个保密站站长”，被人
诬陷成通敌特务，没办法远走到新疆东北部的
清河县扎哈林小镇，长期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下
来。后来，因为一封信，几十年的往事再次逼
上心头，对故人的责任和情义的重压让他决定
回到故乡，查找事实真相，为自己和亲友们昭
雪。他回到大别山，根据记忆的线索追查当年
往事，寻访曾经故交。旧地重返，物是人非，他

心里激荡澎湃，一方面是往事重现脑海，一方
面是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追寻出的真相令人
感慨难过……整部小说以倒叙为主，插叙顺叙
为辅，自然地将这段历史中许多人的故事叙述
得清楚顺畅。小说以林振川的经历为主要线
索，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武功卓绝、智
谋和胆略并存，责任心强，对亲友有情有义、对
敌人毫不留情。因他的特殊遭遇，小说的时间
跨度就前后延伸了60多年，远处追溯到他北
京大学毕业、最早参加革命的父母，近处聚焦
到改革开放、山村变化很大的当前——儿女们
的公司、金刚寨的搬迁，空间跨度也大，从大别
山的秀丽到腾格里的壮阔，“历史的壮丽画卷
逐次展开，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史诗的品格。”

这样一部“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谱写着
英雄的赞歌”的小说，细节、尤其是关于主人
公爱情部分的，又有主观化的浪漫主义情
调。这特征一定与作者成长年代中阅读和受
到的其他浸染浸润有关系。当然，社会认识
和文学观念在每个人那里，都会发生不同方
向、不同程度的变化，变化在文字中的体现，
成了作家们自我风格形成的表征。

从年龄上看，胡昌国是个“50后”。这代
作家因为成长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和文学
语境）的作用，绝大部分的写作，表现出明显
的历史情结和时代关注。尽管，他们在上世
纪 80年代根据个人特征选择了不同的叙述
风格，有的魔幻，有的现实，有的寓言，有的寻

根，但对于历史的考察追问、对于时代的审视
解读，成为他们作品里共同的主题倾向。尽
管，作家不喜欢用代际来将他们概而括之，有
被忽视了个体价值的嫌疑，但就具体的创作
而言，个体区别背后的共同，更能看出作家的
成长史、阅读史、文学观念思潮的动态变化过
程。而胡昌国，在这部《生死救赎》里，也体现
出对历史回溯追问的热情，和对当下现实关
注思考的意识。

尽管，胡昌国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较晚，但
对文学的喜欢和尝试，却很早就开始了。他
和他那代人一起，经过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
年代初的狂热阅读和积极写作的青春时期。
1978年，他考入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这四年
中，“除了完成文化课学习之外，把百分之九
十八的时间，都给了我那真诚、幼稚、执着的
文学创作。写过许许多多的诗歌、散文、小
说、文学评论，广种总算能够薄收，在省内报
刊上居然发表十余篇诗歌、散文、杂文和小小
说。《河南日报》刊发了我一篇诗话《语不惊人
死不休》，让我欣喜若狂。毕业那年，我竟还
能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文学种子，在那时种在了他心里。文学
种子，也曾经种在过许多人心里。只是，在后
来的具体生活事务中，这种子慢慢被淡忘，深
深消失在繁杂的事务里。可是胡昌国对文学
的情怀，一直在。以前，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
常利用业余时间写些散文，曾经出版过两本散

文集《心有多远》《心归何处》，临近退休，自己
的时间多了，写作的愿望就强烈起来，兴致也
高涨起来。2013年，他尝试长篇小说创作，就
是《爱如山水》。退休后，他以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创作，完成了这部《生死救赎》。

有爱好是件幸运的事情，有将爱好付
诸实践的时间和能力，就更是幸运的了，是
岁月对苍茫人生的恩赐。爱好写作，是一
件值得投入的事情，写作过程，无论经过什
么样的困难和克服，都能让精神得到丰足、
休养、安慰和寄托，能让平淡的生活多一些
意趣出来，能让渐老的容颜因兴致勃勃而
放出神采。

我想，胡昌国兴头正旺，他的写作还会继
续下去的。预祝他越写越好！3

□乔叶

据说若干年前，关于中牟，有这么一个冷笑话。
甲：你是中牟的？
乙：对呀。
甲：太偏啦。
乙：对呀。
甲：住的还是茅草房？
乙：对呀。
甲：有老虎没有？
乙：有。
甲：那不害怕？
乙：自己家养的，怕啥。我们都骑着老虎出门。
甲：你那老虎呢？
乙：去那边抓个郑州人。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笑话的要义说的是中牟的远。所谓远，当然是

相对的。问话的甲应当是个郑州人，还应当是个老郑
州人。较之于如今，若干年前的老郑州也并不多大，
中牟则更小，二者之间，是苍茫的田野。两个地方的
人各自安居，交流不多，老郑州人自恃中心，问话时就
有了隐隐的倨傲。中牟人觉得愤慨，便故意以荒谬之
言相对，卫护自尊。这种心态，使得这样的冷笑话有
了产生的可能。

现在，每年我都会去几次中牟，每次去的感觉都
是：近，真近。不是吗？开车不过半个小时，就进了中
牟的地界。再开半个小时，就到了中牟城里。这一路
上，郑开大道两侧，早已经看不到田野。进入眼帘的
是什么呢？是好看好赏的：象湖，绿博园，牟山湿地公
园，改造后的贾鲁河。是好玩好逛的：方特欢乐世界，
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海宁皮革城，杉杉奥特莱斯。如
果向北朝着黄河的方向而驰去，也是一溜儿让人目不
暇接的好地方：雁鸣湖，国家农业公园，秀园，畅园，玫
瑰园，观鸟林森林公园，静泊山庄……不胜枚举。好
住的靓丽楼盘更是一处接一处：建业春天里，康桥香
溪郡，普罗旺斯理想国，碧桂园，万科……很多朋友有
条件改变居住环境后，买的新房子说起来都是在东
区，再一问，都是比东区更东一些。说到底，也就是在
中牟。

“在中牟不就在郑州么？中牟就是郑州。”朋友们
说。

是啊。此时此地的中牟，基本就等于郑州了。在
这里定居的朋友们，似乎已经感受不到中牟的远和
近。远和近衡量的是距离，对他们而言，中牟已经无
需用远近来形容，距离这个词也就失去了意义。诸如
我这般没在中牟定居的朋友们呢？细想一下，即使是
在郑州最有历史感的老城区过日子，无数的小细节
里，也都和中牟息息相关。春天的草莓是中牟的，夏
天的西瓜是中牟的，秋天的螃蟹是中牟的，一年四季
的葱蒜是中牟的……至于你在家门口超市买的果蔬
海产，原产地或许是北疆南国西域东海，却也都由中
牟送达——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公司，就是一个巨大
的周转中心。这些都告诉着我们，郑州人的生活早已
经和中牟无法切割。甚至，就舒适度和方便性而言，
在中牟定居，确实是更为上乘的选择。

我也想住到中牟去。像我一样被中牟抓走了心的
人，还有很多吧？等到越来越多的郑州人都被中牟抓
走了心，到了那时候，如果甲再碰上了乙，会说些什么
呢？那情形，很可能是乙先开口的。乙会不会对甲感
叹：你是郑州的？太偏啦。这也像是一个冷笑话。3

□段新强

最好是一个人
就像黄河独自在大地上唱着九十九道湾

最好徒步
让灵魂也荡起厚厚的黄尘

最好让日头把脊背碾压得干裂
然后浇上一瓢汤药般的黄河水

最好迎着顺河风的大巴掌把骨头拍疼
扯一把茅草与塬上的亲人相认

最好跟着一朵浪花再不回头
把滞涩的泥沙甩在身后
像甩下一个故事一段光阴

最好踩着黄河的心跳永不停步
走着走着就把自己挥洒成了 960 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的一把热泪3

茶到淡时方是味

冷笑话

看
黄
河

写作对自我的意义

感
悟

红旗渠 封曙光/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