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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凤秋

一

对于一个人来说，漫长而短暂的人生，有几
次相聚的美好，能留在记忆里，刻骨铭心，念念不
忘？

对于新时期河南文学来说，又有几次相聚的
盛景，能留在文字里，史料里，更留在当事人的心
里，被一再重提？

这是一次看似偶然的相聚。
在黄河科技学院，这所我省仅有的以“黄河”

命名的民办高校，由钟情文学事业的胡大白女士
和文艺理论大家鲁枢元先生发出邀请，于2019年
11月9日，立冬后的第一天，召唤分散在天南海北
的豫籍文学巨子，回到家乡，面对面坐着，回忆温
暖的情谊，悉数灿烂的过往，展望辉煌的未来。

来或不来，都有太多偶然性。工作、事务、家
庭、身体、天气、交通等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似
乎都可能成为阻隔一次归来的理由。所以，每一
次这样的相聚，看起来都像是奇迹。

那一天，76岁的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感慨
万千，化用古诗说：海内存知己，今天到眼前；来
者皆鸿儒，无一是陌生。

他说，我们都是时间的穷人。他清楚地知
道，那些丰沛的才情，劲健的笔力，有一天都会被
时间带走。

多年前的某一天，他的眼睛出了问题，只要
一看书就会刺痛。这对看了大半辈子书，评了大
半辈子书的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宽慰
自己，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他放松休息。他
转而写大字，深厚的文化功底让他的书法如行云
流水，爽健清逸，在业界备受赞誉。甚至这次聚
会，他的书法作品也被作为礼物赠送给获茅盾文
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豫籍作家。

他只字不提半年前的手术和静养后的康复，
他反复说起20年前，在新乡小冀召开的“文学豫
军研讨会”。那次，评论家们探讨的是“中原突
破”问题，为文学豫军探寻前进的方向。

那时，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
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刘震云的《故乡面和
花朵》、张宇的《疼痛与抚摸》、田中禾的《匪首》、
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和李洱等青年作家的新
锐作品，不断在文坛引起震动。

那时，他们正值壮年，意气风发，河南作家
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文学豫军现象开始为文坛
瞩目。

20年后，他们的根基是否一直向着厚重的
中原大地深处探寻，他们的目光是否清澈地穿透
历史、文化的风云，他们的臂膀是否更加伸向高

远的峰巅和天空？

二

这是一次必然的相聚。
新时期的河南文学，于坚守与突破中实现一

次次超越，完成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艰难且辉煌
的历程。

有数字为证，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
奖一共评了十届，豫籍作家有九人九部作品获
奖，分别是魏巍《东方》、姚雪垠《李自成》、李凖
《黄河东流去》、柳建伟《英雄时代》、宗璞《东藏
记》、周大新《湖光山色》、刘震云《一句顶一万
句》、李佩甫《生命册》、李洱《应物兄》；鲁迅文学
奖一共评了七届，豫籍作家有 11人 12部作品获
奖。分别是周同宾《皇天后土》、阎连科《黄金洞》
《年月日》、邢军纪《锦州之恋》、刘庆邦《鞋》、何向
阳《12个：1998年的孩子》、马新朝《幻河》、邵丽
《明惠的圣诞》、乔叶《最慢的是活着》、郑彦英《风
行水上》、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杜涯《落日与
朝霞》。豫籍两奖得主20人中，除魏巍、姚雪垠、
李凖、马新朝四位先生已经去世外，其余仍笔耕
不辍。这些大家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感佩，文
学豫军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劲旅，大放异彩。

省文联党组书记、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
守国高度评价：豫籍两奖作家为我省打造全国文
化高地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河南人民的骄傲，他
们以执着的创作精神奉献人民，是中国文艺繁荣
发展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我们不禁要追问，这辉煌的成就缘何而来？
是因为中原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是文字、文学的诞生地，是老子、庄子、杜甫、韩
愈、刘禹锡、李商隐等历代文化大家的居住地，所
以，这源远流长的文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原作
家，绵延至今吗？

还是这片土地历经朝代更迭，由富裕而贫
瘠，由辉煌而落寞，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在新时
期再度发展崛起，这沧海桑田般的时代变迁带给
作家巨大的书写天地和思考空间？

从上海归来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同济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王鸿生强烈感受到这种变化。他
1969年从上海到兰考插队务农，1999年离开河
南回到上海工作，在河南整整生活了30年，在陇
海线上也来回奔波了几十年，一次次目睹中原、
中国的巨大变化。他说，这种变化让人激动，也
给我们出了很多思考的难题。我们现在并没有
找到真正的语言来写出这种变化的秘密，但优秀
的豫籍作家都在探索，在努力书写。而关于人类
的未来，要解决科技发展、人工智能等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还需要靠古老的中原智慧，需要回归
博大圆融的传统文化智慧。

辉煌的成就也许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
成长的作家有着独特的个性特质和生活经历，对
土地有着格外深沉的感情，对文化有着深刻的体
认。正如河南日报社副社长高金光所说，中原厚
土孕育出优秀的中原作家群，生长在中原大地上
的作家，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具有可贵
的坚韧力和包容性，他们为人低调踏实，不浮躁，
不炒作，不张扬；他们持续关注现实，长期坚守自
己的文学精神和创作理想；他们耐得住寂寞，总
是埋头创作，默默地拿出有分量的作品，这些扛
鼎之作厚重质朴、大气典雅又不失灵秀、先锋。

而与中原作家群人才辈出的同时，中原还有
一支极为优秀的评论家队伍。他们为作家队伍的
成长，为河南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他们交往的点点滴滴都印刻在作家、第九届茅
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的脑海里。上世纪八十年
代，在评论家鲁枢元家里，端着半杯红酒聊着文
学，一聊就是大半天时间，聊得尽兴，酒却没有喝
多少。鲁枢元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深深影响了
他；还有评论家孙荪、王鸿生以及年轻的何向阳、
何弘、刘海燕等，他们不为名利，默默付出，他们对
文学的热爱，对作家的爱护，令人感动。

或许还有作家、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
伟提到的地域效应，比如南阳作家群现象。他说
自己当年之所以有信心走上创作之路，是受到同
为南阳作家的周大新和乔典运等的影响。他赞
赏地说，文人相轻的毛病在河南几乎不存在。文
学豫军这些年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相互砥砺、相互提携的结果。

三

展望未来，文学豫军和中原文学又将走向何
方？

军旅作家、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特
别提到两点：一是对年轻作家的培养。他建议在
黄河科技学院等省内高校设立创意写作研究院，
邀请茅奖、鲁奖得主担任导师，每人负责培养一
到两个有潜质的青年作家，很快就能带出一批优
秀的写作队伍，使河南文学后继有人，持续推出
好作品，在全国文坛走在前列；二是鲁枢元教授
近年致力于生态文化研究，率先在高校成立生态
文化研究中心，颇具远见卓识。生态问题关系到
人类的命运，如果能使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国
家的智库，将研究成果从学术领域上升到国家相
关政策层面，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将功德无量。

报告文学名家、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邢军
纪谈到早年曾受教于鲁枢元教授，学习美学，从
此文学创作有了底气。他一方面希望河南作家
多读哲学书籍，培养哲学思维，这样可以突破固
有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希望文学豫军中能出

更多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用笔书写中原大地厚
重的历史和日新月异的变化。

而就在不久前，作家李洱在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谈到不断变化的
现实对写作者的召唤。他说，2005年春天，我开
始写作《应物兄》的时候，无论如何不可能意识到，
它竟然要写 13年之久。13年中，我们置身其中
的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们与传统文化的关
系、我们与各种知识的关系，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变
化之中。所有这些变化，都构成了新的现实，它既
是对写作者的召唤，也是对写作者的挑战。一个
植根于汉语文学伟大传统中的写作者，必须以自
己的方式对此做出回应。他归来后坦言，当下写
作最紧要的是把《史记》的笔法和《红楼梦》的描摹
相结合，这样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那天，河南省文学院第一任院长孙荪，第二
任院长李佩甫，第三任院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得主郑彦英，第四任院长、现任中国作协网络中
心主任何弘悉数到场。在作家、第五届鲁迅文学
奖得主乔叶的记忆中，她最重要的成长就是在河
南省文学院，最美好的记忆也都在那里。这些
年，她和其他青年作家在师长们的指导下，汲取
文学营养，在写作的天地里不断转型，超越自我，
推出佳作。

文艺理论家、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枢元
教授在总结发言时，深情回忆起他自 1994年离
开河南，到2015年归来，对家乡的深情。他提到
和作家乔典运、二月河、张一弓、王鸿生等交往中
难忘的细节，不过是几句温暖的话，一袋绿豆面，
不过是夜晚在黄河边的欢聚；他回忆当年因为贫
穷买不起书，但那时大家对文学的热爱无比真
诚，执着。他一直坚信，文学是伟大的，永恒的，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热爱文学，热爱写作，期待
后辈能多出优秀的、伟大的作家！

那天的聚会洋溢着温暖和感动，这么多气息
相近的人，为文学而来。

他们中有评论家单占生、李静宜、樊洛平、刘
海燕等，有作家冯杰、张鲜明、行者、周岩森、青青
等，有《莽原》主编王安琪、副主编李雪芹，河南文
艺出版社社长陈杰、副总编郑雄等。还有认真聆
听的年轻的“90”后“00”后学子……

当听到王鸿生先生说早已把自己当作河南
人，并曾在得知友人来豫时，激动地赋诗一首“闻
君此去心雨狂，一夜牡丹卷洛阳。伊川洛水但问
起，就说故人滞他乡”时，你几乎想落泪。

就是这种对中原大地的深情，对汉语文学伟
大传统的忠诚，和对文艺理想的坚守，让文学豫
军闪亮中国文坛。这一代代写作者，都是奔腾不
息的黄河文明中的一滴水。

涓涓滴滴，终究浩浩荡荡。○4

□周岩森

生命就是遇合和分散。
2018年，桂花开放的时候，报业大厦

院里来了一只狗。
这个百十亩地左右的地方，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前边是办公楼、后边紧邻家属
院。一早一晚，家属院的几个家长和保安
捉迷藏，在院里偷偷遛狗，翠花、大宝、仔
仔、小白……大家都认识。

这只黄白花、体型适中、耳朵耷拉，土
狗特征明显的家伙，此前谁都没有见过。
看它慌里慌张的样子，应该是只流浪狗，目
光闪烁、尾巴紧紧夹着，见到一只猫即狼狈
逃窜。大家给它起名叫丢丢。

翠花是我收养的一只流浪狗，四年了，
仍然胆小怕事，遇到别的狗总是绕着走。
没想到，丢丢见了翠花，却如临大敌，丢盔
弃甲，一骑绝尘不见踪影。翠花备受鼓舞，
立马奋起直追，虽然总追不上，回来后却精
神焕发，一路小跑，十分欢快。此后，翠花
愈战愈勇，一见丢丢，即狂追不舍；丢丢总
是占据一个高地，远远瞭望到翠花，闻风而
逃。那一段日子翠花一定自信心爆棚，常
见它踌躇满志地打着响鼻，摩拳擦掌的，似
乎要干一番大事。

大院东边是职工食堂，饭后，人们并不
急于回办公室，喜欢绕着绿草地在院子里
转几圈消消食。他们常常给丢丢带一些剩
饭剩菜。家属院更有几个爱心大妈，又是
香肠又是鸡肝地伺候它。有吃有喝，丢丢
开始在大院里安定下来。

渐渐地，丢丢不怕其他狗了。也许是
厌倦了东躲西藏的生活，也许是识破了翠
花们的黔驴技穷。它总是卧在路旁的一棵
香樟树下，等待来喂食的人，它高昂着头、
目不斜视，视路过的翠花们为空气，好像在
说：“宠物又有什么了不起？”弄得翠花也不
敢张扬了，收起那段流光岁月，重新过起小
心翼翼的日子。

这狗有足够的生存智慧。它怕保安。
尤其是前院，大门口有保安 24小时值班，
它尽量不去，实在不行的话，就绕到距离保
安最远的大楼底下，风驰电掣而过。几名
保安曾联合“围剿”了几次，都被它“游击
战”“运动战”所粉碎，无可奈何，只好睁只
眼闭只眼。

它甚至知道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人

家给它的香肠、大骨头等，它不急于吃，而
是叼起来悄悄找个地方藏起来，月季园里、
灌木丛中、大树底下，用嘴把土拱开、放进
骨头、回填埋好，你一眼看过去，什么都没
有。人们常常纳闷，它能记住藏的地方么？

流浪的生活，对于人而言也许苦不堪
言，对于丢丢，却举重若轻。每天作息规
律、有条不紊。早上，不管你起多早，走进
院里，总见它蹲踞香樟树下，情绪饱满、引
颈等人；中午，饱餐一顿后，吹着小风，倚树
休憩；晚上，天一擦黑，不见踪影。没人知
道它夜晚居于何处，有人看到它穿过马路，
到街对面闲逛。有时下雨或下雪，弄得水
一身泥一身的，但天一晴，那些糊在肚皮上
的泥巴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处理
掉的。常年不洗澡，看起来也挺体面，尾巴
雪白，像一把毛茸茸的扫帚，拖在后边，挺
威风。

关心丢丢的人越来越多，除了香肠、鸡
肝，霞姐还专门买了罐头、肉蛋等，都放在
院里一个阳台底下，慧姐每天负责喂它。
慧姐就住在后边的家属院里，以前养过一
只泰迪，后来泰迪死了，她伤心不已，把爱
狗的情结都转移到丢丢身上了。偌大的草
地供其驰骋、各种好吃好喝招待，丢丢在大
院里的生活，绚烂展开，生命的情境从此就
不一样了。

闲处光阴已过，转眼报业大院里又飘
起了桂花的香甜。一年了，人人是过客，而
丢丢却成了大院的主人。如果有两天没见
它，晨起锻炼的几位老人就互相打听：“那
个狗去哪儿了？”

今年 9 月中旬，丢丢连续失踪四五
天。这可急坏了慧姐等几个人。细细地
回想，将各方面的蛛丝马迹汇总起来，分
析整理后推测：丢丢是躲到哪里生孩子去
了。据 90 多岁的老王婆回忆，今年天热
的时候，她看见她家 15 岁的大宝和丢丢
交配过，按说大宝老态龙钟、走路都不稳，
丢丢青春靓丽，怎会看上它？况且大宝年
事已高，还能生育么？老周退休后专修佛
法，修到后来，也深通狗道，他四两拨千斤
地说：“这就是道的高妙之处，万物有灵，
狗有狗道。”

正当大家惶惶不安时，几天后，丢丢再
次出现在报业后院。它眼窝深陷、神情忧
郁，一副疲弱之相。慧姐赶紧把肉、奶端
上，又熬了一锅鸡汤，让它饱餐一顿。大家

注意到它瘪瘪的肚皮上，奶头明显：应该是
刚奶过孩子。但是它的孩子在哪里？慧姐
花姐两个人接连几天跟踪、侦探，但每次都
被它发现，机警摆脱。它依然是，每天下午
出现在后院，大吃大喝，没事儿似的，但随
后，三转两不转就不见了。

十几天后，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谁都想不到，这狗的智商如此超群。

它没有到别的地方生娃，而是生在报业前
院大门口旁边的一个花坛里。这花坛有
50平米见方，种着低矮的侧柏，修剪成八
卦阵一样的形状，从外往里看，疙疙瘩瘩
密密麻麻，什么也看不到。这儿距门口保
安仅隔一条便道，车来人往、日夜不息。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它竟然懂这个道
理！据慧姐说，它选的地方，位于灌木丛
的正中央，四边都有出口，一有风险，四方
都可逃脱。大家都叹服它的胆识，纷纷说
想不到。

进入深秋，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都
担心丢丢一家的生存。有一天，在保安、
花工的帮助下，慧姐他们几个趁丢丢不
在，扒开灌木丛，将它的孩子们取出来
了。一共是 7个，黑白花的、棕色的、黑色
的，每一个都胖嘟嘟、毛茸茸的，都闭着眼
睛酣睡，看的人心都要化了。爱心人士出
面买了个小木屋，铺上崭新的褥子，将小
狗们放进去，让它们有一个温暖的家，小
房子仍放在大门口灌木丛旁边。一时，这
里成了报业的一道风景，职工们川流不息
地来看小狗，这个抱抱、那个摸摸，都喜欢
得不得了。

丢丢又不见了。大家分析说，这么多
人纷纷扰扰，丢丢肯定生气了。那天晚上，
我和几个小伙伴打着手电打开了小木屋，
只见地上挨挨挤挤地躺着 6个狗宝宝（有
一个不知被谁抱走了），互相枕着，闭着眼
睛只是睡。醒了之后，唧唧乱叫、嗷嗷待
哺。经慧姐观察，说丢丢都是半夜回来，将
它的宝宝从小屋里噙到老地方，去喂奶。
早上，他们又重新把狗娃们抓回小木屋。
如此，人狗展开拉锯战。

到快满月的时候（大概推断），慧姐他
们把小木屋挪到后院，放在一个隐蔽的地
方。相对于门口的人车川流不息，这里树
多草多，安静多了。丢丢的母性充分流
露。以前，它是深夜潜入喂奶，平时不见。
到了后院，它整天守在木屋旁边，或睡或

醒，但人一走近，立马直起身子，虎视眈眈
地盯着你。它只允许慧姐靠近，照顾它、喂
它。对于狗，更是万分警惕，甚至六亲不
认。年迈的大宝步履维艰，稍一靠近，它就
怒目而视、又叫又咬。

有一天我带着翠花在后院散步，小石
子路上，翠花正走得兴致勃勃，冷不防丢
丢从草丛中窜出，扑上来狂叫、不依不
饶。我赶紧抱起花容失色的翠花，仓皇而
逃。从见狗就跑到见狗就咬，“女子柔弱，
为母则刚”的古训在丢丢身上同样适用。

丢丢的 6 个孩子，目前只剩下 3 个，
其他都趁它不在，被人抱走了。其中有
一个抱走的时候，我在现场。慧姐对丢
丢做了半天工作，它才走到小木屋旁边
较远的地方，慧姐去木屋里抱出一只小
狗，丢丢远远地看着，似乎很无奈，很像
一个无助的母亲。

生命就是一场场遇合，然后分散。哺
育了一个多月，丢丢母子（女）迎来的将是
分别，孩子们告别妈妈，各奔各的前程去。

桂花的清香在院里飘荡，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3

□萍子

芒砀山

芒砀山位于永城市芒山镇，因汉

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而闻名，被称为“汉

兴之地”。 ——题记

一条白蛇成就了一个沛公

一座小山隆起了一个王的天下

大汉帝国从此肇兴

一个民族由此称名

“大风起兮云飞扬”

他把一首歌唱成了

服饰、瓦当、陶器、铜镜

唱成了画像石千古不朽的灵动

唱成了纸张、地动仪、丝绸之路、白马

驮经

唱成了一种表意丰富的语言

一种绚丽多姿的文字

汉简、汉隶、汉印、汉乐府

唱成了一场气势磅礴的雄风

——汉风，汉风啊

至今仍在芒砀山回旋

两千年来，一直激荡于华夏大地上空

阏伯台

商丘古城西南有阏伯台，古称商

丘，民间称火神台、火星台、阏伯庙，是

中国现存最早的观星台遗址。

——题记

农历正月初七

是火神阏伯的生日

方圆几百里的百姓

年年，从正月初一

就赶往阏伯台朝拜

你曾站在这个高台上

无数次观察星辰

你观出了时序的秘密

年成的好坏

你以此安排农事

为庄稼人指点未来

你观星

神飞天外

与大火星融为一体

百姓观你

五谷丰登

打心眼儿里把你崇拜

这一拜

就到了二月二

这一拜

就是悠悠四千载

四千多个春夏秋冬啊

你站在因你命名的土台上

从来不曾离开

庄子故里

庄子故里位于民权县顺河乡青莲

寺村。

——题记

到庄子故居找庄子

到庄周墓找庄子

到庄子井找庄子的影子

和到漆园找庄子

到南华山找庄子

到濠梁到蝶翅找庄子

同样无趣

曾记否，庄子

已相忘于江湖

逍遥于天地浑一的元气

倒是可以

在闲坐于巷口的一袭布衣找到庄子

在儿童凝视一只蚂蚁的眼神找到庄子

在春华秋实的草木间找到庄子

而我更乐于

在告别的时刻鼓盆而歌

在悲欣交集中

与庄子相遇3

偶然的相聚 必然的辉煌

桂
花
开
，丢
丢
来

况
味

商丘访古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