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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传统与
当代散文□冻凤秋

用来形容作家的词有很多，比如敏感、
凝重、沉思，比如坚守、执着、孤独，唯有一个
词，很少来形容一个写作者、创造者的状态，
那就是：幸福。即便有，也是偶尔的幸福感，
比如完成一部作品后短暂的满足，获得奖项
肯定时刹那的荣耀，受到远在天边的读者知
己般赞赏时的喜悦。

但对于作家田中禾，这个词却无比恰
切，因文学而幸福，且幸福一生。

所以78岁的他仍然像一个少年，那么阳
光，那么骄傲，那么优雅，那么自在，如中原
大地千里沃野中一株永远青葱的禾，一棵始
终葳蕤的树。

2019年 11月23日，“田中禾文学创作六
十年暨《同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在郑州弘
润华夏大酒店举行。那一天，窗外的梧桐叶
色彩斑斓，在阳光的照抚下，散发出夺人心
魄的美。研讨会持续到24日，来自全国文学
界的 90多位知名学者、作家、评论家、编辑
家、出版人相聚在一起，仿佛不是要研究什
么，讨论什么，而是一起欣赏这种“霜叶红于
二月花”的美，一起仰慕文学散发的诗意光
芒，一起追溯那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恩
情、缘分，一起思考生而为人应当如何度过
这漫长又短暂的一生。

一

若时光能倒回到上世纪 40年代，我们
也许会看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的南阳盆
地，蜿蜒清澈的唐河水边，阳光是怎样抚摸
过一个初生婴儿的面颊，那里的每一缕风
怎样见证了他自蹒跚而稳健的步伐，每一
片摇曳的树叶怎样伴随他从混沌而清澈，
自然的诗性如何悄悄潜入他的内心，让少
年的他写出第一首长诗《仙丹花》，并自此
钟情于文学，以一颗纯粹、赤诚的心走过 60
年的创作生涯。

若我们能溯流而上，沿着黄河水走到兰
州城，想象 20岁的兰州大学学子张其华，是
如何辗转反侧，为了专心于痴爱的文学，为
了早日实现作家梦，毅然放弃大学文凭，回
到郑州郊区当一个农民。他那时还不知道
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等待着他，他以为不过是
三五年，就能凭借作品成为专业作家。然
而，这一去就是20年。

为了生存与家人辗转家乡唐河、信阳平
桥等地，他当过民办教师，办过街道小厂，辗
转漂泊，品尝了生活这所大学给予的酸甜苦
辣。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自修完了大学学
业，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

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衡量，这样的生活
际遇未免悲惨，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
也许是最好的生活。即便身体在尘埃里，心
灵的翅膀却一直在自由飞翔。

若改革开放的春风能把我们带回到上
世纪80年代，会看到已届不惑之年的作家张
其华以笔名田中禾怎样在唐河县文化馆重
新开始文学创作。一出手便是成熟之作，短
篇小说《五月》荣获 1985-1986全国优秀短
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明天的太阳》《轰炸》
和长篇小说《匪首》相继推出，屡获大奖，他
似乎可以一路就此红火下去。然而，他很快
从乡土命运和“新写实”中退出，和当代文学
潮流拉开了距离。他循着自己心灵的足迹
前行。在小说结构和叙事方法上进行各种
探索和实践，融入强烈的现代意识。古稀之
年，他又连续推出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
《十七岁》和《模糊》，并创作了大量的散文、
随笔。

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感叹他不同寻常的
勇气和选择。是的，如果说当初是少年的激
情支撑着他走上了注定坎坷不平的文学道
路的话，那么 60年过去，作家田中禾一直在
文学的路上充满着激情在探索，在坚守，取
得了丰硕的成就。若问创作中他最看重的
激情和想象力从何而来，若问他为何能一直
保持健旺的创造力，也许就在于他一直懂得

世间真正的美在哪里，始终知道一个写作者
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相对边缘的状态滋
养着他，让他骄傲而优雅，自由且自在。

所以，那天，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
国引用杜甫的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
健笔意纵横”表示祝福，祝贺！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董林以“澎湃
的创造力”“值得深入挖掘的文学宝矿”赞誉
田中禾的文学实践。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
裁王庆以“充满激情与幻想的精神家园”呼
唤更多真诚的心在文字中相遇。

二

在文字中相遇，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它
甚至会绵延一生，影响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对于现场不少文学评论家来说，即便时
隔多年，重读田中禾的作品，不仅没有隔膜，
反而因为生命阅历的增加而更加能够进入
作家的精神世界，更加懂得欣赏他作品中的
诗性气质，深邃思想，悲悯情怀和对小说结
构不懈的探索、创新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张
清华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在导师的影响
下关注到田中禾的作品，并写过相关论文。
多年之后，他用“惊艳”“震动”两个词来形容
重读田中禾作品的感受。他认为田中禾是
被忽视了的一位重要作家，有典型的地域性
和时代特征，但又超越了地域和时代，具有
继往开来的意义。所以他欣然同意由北京
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
办此次研讨会，并亲自担任学术主持。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认为田
中禾的内心有一个关于文学的至高理想，这
个理想就是纯文学。田中禾的纯文学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纯文学，他是作家实现心灵自
由的通道，也是承载作家心灵自由的圣殿。
作家始终希望能够在喧嚣的社会潮流中构
筑一片小小的清幽天地，让人们从这里能够
找回温馨和宁静。贺绍俊说，希望中国文坛
多一点这样具有巨大慈悲感和怜悯心的纯
文学，让更多伟大而又美丽的心灵在纯文学
的天地里自由飞翔！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王彬彬
认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是 20世纪中
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问题。田中禾的《父
亲和她们》表现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命运
遭际、性格变化。马文昌、林春如这几个人
物形象塑造得相当成功，富有思想内涵和艺
术光彩。田中禾为这个文学谱系增添了富
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更对知识分子与革
命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而对于翻译家来说，与田中禾的文字相
遇是一种打开和唤醒。它把中国社科院外国
文学研究所所长、翻译家陈众议的目光，从欧
美文学，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身上，回归
到中国文学，亲近久违的文学母体，一个丰饶
又美丽的汉语世界。他用一个“醒”字来概括
田中禾的文学创作，并以其作品《模糊》中主
人公为例说：他的作品有高度、有境界，我看
到了他清醒的人道主义、清醒的悲悯情怀，即
使是对有过很多伤害的人物，他也会带着怜
悯的、同情的口吻去理解他们。

《世界文学》主编、著名翻译家高兴与田
中禾是相交甚久的老朋友了。他说，读田中
禾的作品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他笔下的乡俗
实在是太迷人了。而随着阅历的增加，如今

“重读”田中禾感知到他的内心世界。在高
兴眼中，田中禾是一个不断在思考、在研读、
在发问、在反思，有批判精神、独立姿态，又
有家国情怀的文人。

诗人、翻译家田原赞誉田中禾在创作中
一直倾听内心的声音，非常难得。他说，田
老师的作品即使放到世界文学的场域里，也
具有自己无可替代的价值。

而对于编辑家来说，他们因为曾编辑过
作家的文章，所以更有着不同寻常的视角和
感受。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认为作家田中
禾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写作中，都追求自由

与理想，不为自己设限，视野非常开阔；《作
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以“民族现代派”来定
位田中禾的创作风貌。他高度赞誉小说集
《落叶溪》，认为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沿着鲁
迅先生的足迹，有一个宏大的想法和目标，
要实现自己既具民族特色又富现代意识的
创作构想；评论家李国平指出，田中禾的创
作直接受益于改革开放，它带来的思想解
放和文学观念的开放，让作家充分张扬了
激情和幻想。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曾担任《父亲
和她们》的责编，她认为田中禾的作品中诗
意的氛围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地域文化结
合在一起，产生了非常独特的诗性文本气
质；其作品具有深邃的思想，自由的精神，
强烈的反思批判意识和悲悯情怀。《中华读
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分析田中禾创作中
之所以保持自由和激情饱满的状态，一是
因为他无拘无束的天性；二是他无功利的
写作，使艺术上更为纯粹，思想碰撞性更
强；三是和他大量阅读诗歌、外国文学作品
密不可分。

而对于现场更多学者、评论家如沈卫
威、何言宏、徐兆寿、王春林、周志强、朱艳
玲、王柏华、李浩、房伟、张予佳、何同彬等来
说，来到中原，是向这里的山川河流致敬
的。他们向往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他们一
直关注名家辈出的中原作家群。他们从田
中禾身上看到一个有思想、有胆识、有风骨
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的《同石斋札记》
中，看到作者如孺子牛般对于文学的勤奋和
坚守，也看到了作者在经历时代的变迁和人
生的漂泊苦难之后，对于生活的乐观和豁
达，看到中原作家难能可贵的品质。

“笔耕中原六十载，手写大地无限情”，
也许，作家田中禾正是以六十年的创作生
涯，回答并实践着我们关于文学何为，文学
为何的提问。

三

研讨会上，豫籍评论家、作家更多地知
人论世，带着深厚的感情评说作品，回忆与
作家田中禾之间的温暖往事。

评论家何弘与田中禾是南阳老乡，又曾
是多年的同事，他说，田中禾的人生经历和
阅读经验都很丰富，不光对于中西方文学艺
术，对民间艺术也非常熟悉，所以文本呈现
出丰富的形态。他的写作，是真正的知识分
子的写作，一直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知
识分子的视野去关注生活。

在作家冯杰、张鲜明、行者等的眼中，正
是南阳民间文化的力量，故乡唐河水血脉般
的源泉，滋润丰富着田中禾先生的文学创
作。学者、评论家张云鹏、张延文等通过具
体文本分析，认为田中禾的作品总能超出读
者的期待，他们看到作家身上传统诗人的情
怀和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这种中西融合，
铸就了他作品的精神品格。

小说家墨白分析说，由于田中禾在文学
创作中坚持人性视角、个体立场及批判意
识，促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并思考中国当代
历史与现实生活，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
性。他强调文学的创新与个性决定着一个
作家作品的生命力，因此他把从世界文学得
到的认识与启示，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反映
脚下熟悉的土地。他的小说、随笔皆言为心

声，对人世充满慈悲与怜悯之情。由于田中

禾在文学创作中对叙事语言、小说结构坚持

不懈的探索与实践，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

坛一位难得的具备文体意识的作家。

从上海归来的作家汗漫回忆，自己从开
始写作起就一直得到老师积极的引导，直到
今天，依然感佩于他对文学的庄重态度。他
引用里尔克的诗“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绚烂
的，而我们要结果，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来
形容田老师的状态，他觉得这些年老师就像
一棵这样安静的树，不断努力，捧出一颗颗
文学的果实。

作家王剑冰回忆 20多年前任《散文选
刊》主编时，担任省作协领导的田中禾经常
和他一起切磋、探讨，费尽心力，支持他把
《散文选刊》打造成中国散文的风向标。田
中禾老师的先锋性、前瞻性让他深感敬佩，
那种“目空一切”、昂扬、不屈的个性，还深
深影响了他的写作，让他敢于走出属于自
己的风格和道路。

作家乔叶清晰地记得田中禾对她的鼓
励和宽容，让她觉得亲切温暖。在她心中，
老了之后最理想的样子，就是田中禾老师的
这个样子：那么明亮，那么慈爱，那么智慧，
那么有活力。即使是到了这个年龄，他还在
积极思考，还在努力创作，精神那么饱满和
充实，爱美，爱艺术，爱人，爱生活，爱世界。

评论家李静宜说，想到田中禾老师，脑海
中所闪出的两个关键词是：骄傲和优雅。一
如《十七岁》中，母亲对他的评价：“骄傲！你
这个骄傲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中，作家依然葆有内心的自尊自爱，以美丽的
梦和幻想，持有斯文而儒雅的生活姿态。

让评论家刘海燕记忆深刻的是田中禾
老师反复给她推荐的显克维奇的《灯塔看
守》一书，还有在鸡公山上，璀璨的星空下，
伴着夜晚的林涛和风声，田老师对她的提
醒：每年，你要带孩子来山上，来自然中住
一段时间。这让她想到《金蔷薇》作者帕乌
斯托夫斯基说过的话：“如果每一个心灵中
都有一根暗藏着的弦，那么它一定会响应
美的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召唤。”而田中禾
一生面对的都是他心中的文学的召唤，一
生都在写作的理想中写作。

四

他一直微笑着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等
他开口时，他又一次说道，作家是人世间最幸
福的职业。他希望自己做一个非常有滋有味
的人，也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开一个快乐的、有
滋有味的会，他说，这是他唯一的期待。

23日晚上，和朋友聚餐，他说到高兴处，
忍不住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继而又唱
起豫剧选段。他是那样的兴高采烈，眉眼中
都洋溢着幸福感。

或许作家田中禾真的把人生看作了一
件艺术品。他如树上的叶子，尽情舞蹈，享
受每寸时光。他在《花儿与少年》一书中这
样写道：我在人世有多么丰富的收获呀！无
数让人可以一遍遍回忆、咀嚼的美好细节。
走过人生，当一切都在虚空中弥散时，留下
的是如宇宙那样永远活跃、生生不息的情
怀。那是我的真正财富。

因为这份情怀，即使岁月流逝，他仍是那
个幻想一枝金灿灿的鲜花的少年。那浴着爽
朗的阳光的春天，永远定格在他的心中。○4

□何弘

《历代诗人咏河南》正式出版了。对广
大中国旧体诗爱好者，对每一个河南人以
及每一个爱河南的人，以至对每一个老家
在中原的华夏子孙来说，这都是一件值得
欣喜的大好事。

徐志刚与胡世厚、何广才、杨海中、王
天兴、杨嘉仁、王宗堂等十来位先生，披沙
拣金，历时十三载，查阅了几乎所能看到的
河南省各市县的新旧地方志及相关图书，
凡十三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历代诗人
咏河南》。全书收录吟咏河南各地的诗歌
佳作，每个省辖市一篇，加上嵩山、黄河 2
篇，共 20 篇，全省 157 个县、市、区无一遗
漏。所选作品上迄《诗经》，近至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前，共 5714 首。别的不说，

单是这份认真执着的苦功，就令人感动，心
生景仰。

《历代诗人咏河南》是一部优秀的旧
体诗读本。中国古典诗歌博大精深，描写
内容包罗万象，在咏史言志、赋景抒怀方
面尤擅胜场。本书编选者十人披阅十余
载，以满腔心血凝成这部佳作。河南是中
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其雄秀兼具
的自然山川，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顶天
立地的英雄豪杰，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
吸引着一代代优秀诗人，在中原大地一展
才情，写下一首首动人的诗篇，为中华文
学宝库增添了一件件价值连城的瑰宝。
本书编选者优中选优，将这些诗歌名篇精
选出来，汇成一部优秀的诗歌读本，是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代诗人咏河南》是一册诗意的河南

导游长卷。本书细分到嵩山、黄河和全省各
县、市、区，并按具体内容分门别类予以编
辑，收录下历代诗人为该地风光、名胜、名
人、名产等写下的诗篇，让读者在诗意的享
受中，领略河南各地的风光，了解各地的历
史和物产，神游中原大地，无疑使读者对河
南会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历代诗人咏河南》是为河南各地赋能
的佳构。寒山寺只有在张继的诗中才有了
独特的生命，有了独特的韵味。本书选编
的这些诗歌，也让河南许许多多的美景胜
迹获得了古老的新生。一处风光、一个物
件离开人只能是寂寞的存在，是诗人以发
现的眼光、诗意的情怀为其赋能，让其具有
了文化的内涵，才使其获得了多重的光
彩。本书诗作的编选，显然为我们重新发
现河南各处风光、人物的意义，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门。
《历代诗人咏河南》是思接先贤、品味中

原的纽带和桥梁。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历代
诗人眼中的河南是什么样子的，看到了历代
先贤是如何诗意地栖居在中原大地的。“今
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看到
的河南的山川大地，是前辈诗人看过、走过、
写过的，读他们的诗，体验他们描绘的风景
事物，我们就和先人建立了一种隐秘的联
系，打开了一条文化的通道。读这样的诗，
但凡生活在河南或来过河南者，自会从诗中
体会到古人之心；而未曾来过河南者，亦会
由此建立起对河南的想象，自然而然地产生
实地一游的愿望。

如此，《历代诗人咏河南》确实有意义、
有价值，值得我们为其出版奉上祝贺与敬
意！3

□刘军

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时，就会
说中国古人没有信仰，这个判断实际上并不准
确。山水对于古人来说，兼顾了天道信仰和对世
俗生活的热爱。西方人在思想困顿的时候，可以
寻找宗教；而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往往遁入山水，
在山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某一次，我发短
信给几个朋友，邀约在一起吃饭，并以这两句诗
为题引。饭桌上，朋友们不是通常的寒暄和玩
笑，而是聚焦于诗句之上，谬赞我这个学中文的
拽文拽得恰到好处。由此可见，哪怕没有实体的
内容，山水以某一种意象和普通人遭遇，也会引
发内心的波澜。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命题始见于《论
语·雍也篇》，而在此之前，老子在《道德经》中也用
山和水加以阐释世界的本源所在。老子认为大山
之间能容万物的虚空，就是谷，以此比喻圣人的包
容，心中不着一物，方能容纳万物；水则居于第
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因此水性接近于
道的呈现。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
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也就是说，早在先秦时
期，老子与孔子在认识论层面就完成了对山水的
定位，它们隶属于哲学的归纳与提升。当然，哲
学的提炼也非空穴来风，文明早期，泛神论基础
上的自然崇拜，山水就构成了先民信仰的重要内
容，比如西南和南方地区的巨石崇拜、大树崇拜，
青藏高原的圣山信仰，皆是范例。

山水信仰—哲学表达—文化奠基—文艺内
核，这一路线图，展现了山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越
来越精确化，越来越意象化的演绎过程。中国的
山水文化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现象。这一
形态的山水文化，具体包括山水画、山水诗、山水
园林等等。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一次文化沙龙上，
有过关于中国山水的发言，堪为玩味，他说：如果
我们从德国，也可以说从西欧、欧洲来看山水的
话，会发现到 18世纪末，我们的文人还没有发现
山水。我们的山很高、很危险。原因可能是你们
（中国）的山水和我们的山水不一样，可能你们的
山水比较可爱，像朋友。顾彬道出了实情，以欧洲
文化为例，尽管早期也有着奥林匹斯山的凸显，罗
马晚期也产生了田园诗的吟唱，但都无法构成欧
洲文化的本源。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才是欧
洲文化的源头，其主体内容则由宗教和城邦文化
组成。因此，山水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构成欧洲文
化审美的内容，并不稀奇。

山水文化的审美内容往往以文学、绘画、园
林建筑、书法、音乐、美学、舞蹈等艺术形式为载
体。它们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正所
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魏晋以降，山水审美意
识觉醒。如同宗白华先生所言的那样，晋人向外
发现了山水，向内发现了自我的深情。山水文章
与山水诗歌由此而勃发，虽然修辞与技法不一，
然而殊途同归，最后皆幻化为人格和心灵的寄托
之所。就文脉而言，文以魏晋山水游记为滥觞，
诗歌则以谢灵运、谢朓为发端。在此之后，这种
将性情投放到山水之间的审美方式被不断强化，
最终形成山水文章的古典文学传统。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这样的审美原则成为通则，也打通了
各个艺术门类的阙域，此处的造化，指的就是山
水。可以说，离开了山水，我们无法谈论古典的
锦绣文章。

自然山水既是文化先贤参禅的外在环境，又
是他们悟道的心灵桥梁。古人寄情于山水，在山
水中出走。但不是永远的出走，而是将出走作为
回来时更好的基础，远离心被奴役的状态，释放出
了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如果说山水是古典诗文的
主体内容的话，那么白话文以来，中国文学的写
作，尤其是散文的写作有了新的转向，转到志与趣
方面，志就是言志，趣就是个人趣味，概括起来，就
是强调个人性的确立。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
林语堂、沈从文等，就是例证。如果说魏晋开启了
审美的自觉，那么，新文化运动展开之际，则开启
了个人的自觉。就此之后，山水由神圣的居所、敬
畏的对象下落到人间万象之中，即使有些篇章涉
及咏叹和赞美自然的主题，比如《湘行散记》《白马
湖》《天山景物记》《雨中登泰山》等，也属于风景美
学现代建构的内容，与古典文章虚实之间的处理
方式差异甚大。

新时期之后的散文写作，实际上衔接了白话
新文学的志趣传统。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各
种体式的繁荣，抒情散文的逐渐退场，识见与体验
之深以及叙事的加重，使得山水传统进一步弱
化。电视、电影、相机、手机等摄录设备的相继登
场，无疑干扰了人们对纯粹自然风景的赞美与向
往。山水依然，作家的笔力也在，然而，人们的审
美方式却因图像时代的到来而悄然转向。

而另外一个普遍发生的事实却是，山水传
统作为文化的内核，在当代，其外化的方式不再
是以文学艺术的再创造为主，而是泛化到旅游
热、摄影热、户外热中去，轰轰烈烈的大众化运
动打造了山水传统的另外出口。而在文学的传
统中，随着生态美学及相关理论的崛起，国内仍
然有一批散文作家致力于山水传统的当代书
写。长白山成就了胡冬林的山地笔记，阿勒泰
成就了李娟的边地写作以及王族的神性刻画，
而在江西和辽宁，还有像秋其、丛晓伟这样的自
然观察者，在呼伦贝尔草原，还有艾平的记录。
山水能够给作家带来灵感，引领着他们的创作
进入一个新境地。3

在河南放歌，为中原赋能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