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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长有二月河人间长有二月河
八声甘州·黄河吟

□周百义

岁月匆匆，作家二月河已经离开我们将
近一年时间了。想起最后一次见到二月河先
生，是 2018年 8月 22日的夜晚。那时，他刚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转移
到普通内科病房。

他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虽然神志是
清醒的，但已不能说话。我噙着眼泪，注视着
他微睁的双眼。我握紧他宽厚松软的手掌，
仿佛感觉到他起伏的心绪。

最后一次接到二月河先生的短信，是
2018年 3月 19日。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能
接收到二月河先生发来的一条或几条短信。
谈人生，谈励志，谈社会上的种种有趣和没趣
的事。或者，互相通报一下平安。

最后一次与二月河先生通电话，是 2018
年 3月 25日，家乡的一位朋友要开展乡村旅
游，希望通过我请二月河先生写幅字。二月
河先生刚刚从病房里出来，主动打电话给我，
问我的朋友什么时间去南阳。后来，朋友发
来了他与二月河先生举着条幅的合影。

初识二月河先生，是在 32 年前。那是
1987年 8月 10日的上午，我们在南阳 二月
河先生家中见了第一面——那是一个巷子尽
头两间潮湿的陋室。我看见了几案上他挑灯
撰写的密密麻麻的稿件，看见了他供盛夏放
进双脚的水桶，看见他桌上那只香炉中袅袅
燃烧的藏香。从这天开始，一位编辑与一位
作者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亲密交往，开始了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情感的交流。

从 1991 年，二月河先生的长篇历史小
说《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九王夺嫡》在长江
文艺出版社出版，到 2002 年，二月河先生
的 13 卷本文集，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
帝》《乾隆皇帝》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30多年中，围绕着作品的编辑、出版、宣传、
评奖，乃至版权的保护、转移、衍生，我与先
生有过无数次沟通与交流，有过共同的喜
怒哀乐。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时是热线联
系，我在出版社当社长时是热线联系，我离
开了出版社，去到长江出版集团任职，二月
河先生签署授权协议，还是将他作品的守
护权交给我。哪怕我退休后，去负责《荆楚

文库》工作，有关二月河先生作品的相关事
宜，别人还是想到我。

有人问二月河为什么舍近求远，将作品
全部托付给外省的一家出版社出版？还有人
不止一次地允诺用更高的版税，希望二月河
将作品交给他们出版。但二月河和他的夫
人，30多年如一日，始终相信当初的选择。

2006 年前后，《二月河文集》出版几年
后，他与夫人一起来到武汉讲学，多次向我提
出将稿费再降两个百分点。我说不必了，你
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远远超过目前的
标准。这是我迄今为止，听一位作家多次提
出要将自己作品的报酬降低一些。也许，他
对于金钱的态度，他声名远扬而依然谦卑低
调，是他赢得人们尊重的原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人慨叹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淡漠，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尔虞我
诈，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与一位作家的故
事，却说明人与人之间有比金钱更重要的
信任与友谊。当然，在彼此之间，必须有经
过时间检验，经得起岁月淘洗的心与心的
碰撞。

20年前，在先生即将写完《乾隆皇帝》的
最后一卷时，我们签署了写作晚清系列长篇
小说《陨雨》的合同。那时，他身体尚可，希望
通过文学的形象，思考晚清中国社会的发展
脉络与那个时代叱咤风云人物的命运。可
惜，由于身体原因，写完“落霞三部曲”，他没
能再从事鸿篇巨制的写作。

不过，一位作家，能有 13本历史小说陆
续问世，作品反复被改编成不同体裁得到广
泛传播，得到海内外的高度评价，此生应当足
矣。虽然先生的《雍正皇帝》在某些评奖中有
遗珠之憾，但正如他所说，读者的喜爱是最大
的奖赏。

巧合的是，二月河先生去世的 2018 年
12月 15日，也是我 64岁的生日。也许上天
安排，让我们牢记住生与死的转换，牢记一位
编辑与一位作家的生死相契。先生瞑目矣！
有您的13卷雄文，历史会将您镌刻在时间的
年轮上，中国的文学史会留下您辉煌的足迹，
中国的读者会一代一代将您放在心的祭坛
上。

人间长有二月河！3

□晓阳

望滔滔九曲破雄关，浩荡贯神州。挽尧天舜日，

孤烟大漠，秦汉春秋。更挈龙吟虎啸，拍岸向东流。

夫子嗟川上，迁客层楼。

今我登临纵目，恰百年风雨，时代潮头。喜旧邦

新命，旗鼓助千舟。挂云帆、平湖高峡，卧长虹、鸣笛

唤雎鸠。浪淘处，水涵空阔，重洗金瓯。1

【注】1.夫子：即孔夫子，典见《论语》，“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迁客：指盛唐诗人王之涣，遭诬去官，有“白日
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诗句传世。

□李梅

初冬的大别山，阳光柔韧而内敛，一棵高大白玉
兰树，落花早已化入春泥，苍劲的枝丫在层林尽染的
山间，略显冷清。

光线透过树间的缝隙，洒落在你的肩上，少女的
肩膀。我们以敬仰着英雄的口吻，也以怜爱着邻家女
儿般的口吻，念你的名字：肖国清。唇齿间感到苦
涩。你是英雄，是烈士，更是大别山的女儿，这青山绿
水间俊秀的女儿，大别山一株倔强的山花。

这世间总有一些花，长在深山或者断崖的花朵，
不只是温柔，更有倔强和不屈，就比如你这样。在新
县箭厂河列宁小学革命旧址的院落，我们久久站立
在你的雕塑前，凝望着你的样子：你一头齐耳的短
发，风微微吹起发尾，发梢扬起自如、洒脱，更有坚定
者的昂然；你一弯细眉，眼眸明净，身上斜挎着书包，
望向远方，脚步坚实，铿锵有力。

山花可喻你，你的眼神里注满春天的热盼，你在
倔强地相信着什么，又期待着什么？是漫山红遍，是
星火燎原，还是无限美好的未来？时光倏然而逝，转
眼即是百年。此刻，你就那样地站在树下，纯洁、热
情、清芬，如初。

听说你牺牲时 16岁，大家感慨着，那是多么美
好的年华，是荷蕊初生，是雨滴泽润，是山花的第一
缕香，是一阙婉约宋词的起笔，是风起时温柔的打
探，是少女倚门回首的青涩。而你，却成了刚毅的英
雄。何谓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
雄。我们看到了你的坚定执着和源自信仰的力量，
更加感佩，更加心疼。

字迹渐渐在我们眼里模糊：“肖国清，女，河南新
县箭厂河乡油榨村人，生于一九一七年，逝于一九三
三年。”他们说你是最年轻的革命女烈士，至今，新县
的父老乡亲深情地唤你“大别山的刘胡兰”，而你比
刘胡兰早牺牲了十年，你同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啊！大别山绵延深邃，你英雄的事迹被大山珍藏，化
作山谷的回声。

听说，你出生在一个杜鹃花盛开的季节，漫山的
映山红，火树红花，欲燃欲诉。这山水灵秀的地方，
你本该长成这万花丛中的一枝，俏于山野，临溪照
水，枝头嫣然，而你却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不知
道，一个年轻的女子，是如何勇敢地，以舍生取义的
姿态，以视死如归的气度，去为苦难中的人们寻找光
明？我不知道，一个年轻的女子，有着那样灵润的外
表，内心却为何如大山一样巍峨？与这里的山之大
别一样，她是女子中的大别啊，意志似铁，心如海阔。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肖国清从一名出身贫苦
的农村女娃，很快成长为革命宣传员、童子团团长、
共青团员，14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走村
串户，宣传革命，深入险境，与敌周旋。危险始终潜
藏在她的身边，在一次战斗中，肖国清为掩护群众撤
离，不幸落入清乡团的手中。她受尽了酷刑。皮鞭、
烙铁、竹签，肖国清在一次次折磨中，宁死不屈，守口
如瓶。

少女和酷刑，我始终无法将这两个词联系在
一起，每一次生硬地拉扯都令人撕裂般地疼痛。
一个是柔美和鲜活，一个是残暴和血腥！少女本
如瓷，美好而脆弱，但一旦她们将自己和革命联系
在一起，却又坚强如铁！那是怎样的环境，可以让
少女的身体成为铜墙铁壁？今天的大别山，16岁
的少女都如山花般烂漫，被倾情呵护，被捧在手
心，她们可以捧书静读，可以弹琴绘画，四季更
替，诗意从容，而 1933 年的大别山，只能呜咽着，
只能愤起。

1933年的大别山，有一个叫肖国清的少女，在
荒山野岭中，被敌人活活埋葬！肖国清自己跳进了
敌人事先挖好的坑里，宁可去死，也要守口如瓶，保
守党的秘密。是的，“荒山野岭”，一个少女的生命终
结于此，也重生于此，她根植在这里。

而映山红，这大别山里最美丽的山花，每一次在
春天里盛开，都是为了带给人们春的气息，她们一枝
一簇红透山谷，即使是在绝壁和山崖，也顽强地俏立
于枝头。肖国清，一个在映山红盛开时来到大别山
的女儿，她以另外的一种姿态，根植于荒山野岭之
中，生长成为大别山里永不凋谢的一株。

我们不该忘记她，我们也不能忘记大别山其他
英雄的儿女，不能忘记那些以柔弱之躯担起道义的
她们：林青芝，牺牲时无畏无惧，年仅15岁；张宗杏，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东大山革命根据
地，遇难时 28岁；沈仲华，坚持留在苏区斗争，因叛
徒出卖而被捕，牺牲时年仅24岁；程训宣，兄妹四人
均投身革命，牺牲时年仅22岁……

断崖花树，枝枝血染。这英雄的女儿，这大别山
倔强的山花，每年四月，大地清明，惠风和畅，盛开即
归来。英雄归来哟，红纱一袭，山花重生。3

□张奕

一天有白天和黑夜，我们在白天劳作，夜
晚休息；在白天打拼，在夜晚做梦。也许世上
任何现象都趋向平衡。时间不例外，生活也不
例外，赋予我们辛苦和安逸，赋予我们奋斗和
梦想。疾驰在路上，那些倒退的风景，多像我
们退不回去的匆忙的人生。

一路向前，未知在前方，等候我们路过或者
拥抱，甚至会发散一股引力留住我们的匆忙。
用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我们观望甚至进入，用
好奇、试探、喜欢或者爱探寻生命幽微的光亮，
用坚持和努力聚拢这些火种，经过时间的淬炼，
发出耀眼的光芒。或者无需耀眼，只保留温暖，
从容，快慰，这样的行进无疑是人们向往的人
生，有诗，有歌，有远方。然而，磁场的引力未必
是长久的强劲，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环境的消
解和磨合，也会产生麻木，彷徨，疲劳，甚至厌
恶，终点也未必是出发时想象的美丽和神秘。
转弯还是绕道，常常比继续更令人困惑。各种
后悔遗憾叠加的经验，也常常让我们做出错误
的判断而误入歧途。这样的路程，短途还能及
时更改，悬崖勒马。长途跋涉，翻过山，涉过水，
一路颠簸，一路坎坷，却未见诗意，没有鲜花，望
尽天涯路，终是两手空空，只能徒留一地叹息。

今天，我又出发上路，已是隆冬时节，两旁
的山、路边的树被季节褪去色彩，裸露的岩层
残留往日的生机，沉默地伫立天地之间。光秃
的枝丫上偶见鸟巢悬架，给苍凉的风景增添一
抹温柔的色彩。这条路，走过无数遍，却始终
没有爬过两边山的脊梁，每次看着它们从身旁
疾驰，倒退，看着它们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影
像，直到消失在视野的尽头，消失于匆忙地行
走。在路上，不可能去亲临每朵花儿，每棵树，
不可能和每座山都亲密接触。这样的偶然性
还不至于让人耿耿于怀，念念不忘。而一见倾
心的遇见让人生出的眷恋和遗憾，终会在生命
中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什么时候想起来，都
会有一层蒙蒙雾气弥漫心头。

记得有一年和朋友去青海湖，因为跟团游
玩，时间限制得很紧。从日月山开往青海湖的
路上，接天连地无穷碧，漫溢的绿色淹没我们
的心。所有人在车上都屏息凝视，那颗被尘世
污染的心灵在颠簸的路上隐忍地跳动。突然
一大片茂盛的油菜花海闯进眼帘，明艳的黄在
绵延广袤的绿色中越发鲜亮，再配上白云和蓝
天，这样的色块构成的天地，使得再无精打采
的看客，也会被这磅礴的色彩震撼。车上骚动
不安，大家开始表达下车的欲望，声音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从凌乱到整齐，从央求到呐喊。
一声比一声强烈，一声比一声迫切。眼看这份
壮美在身边飞驰，所有人的心都呼之欲出，恨
不得破窗而出，纵身花海。尽管再三要求，导
游也未能满足大家心愿，我们眼巴巴地看着那
片油菜花海消失在天边，消失在我们的视野。

这一次擦肩成了我一辈子的念想，也成为
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每次想起那份壮阔和广
袤的美丽，我就有重返那里的冲动，却直到现
在仍没有完成夙愿。而这样的缺憾所铺展的
深远记忆，也许还是我们对今后人生行进的一
次又一次的警醒和敲打，错过的不复再来，失
之交臂也许就是永远，努力在当下欣赏、汲取、
尝试甚至失败才不枉鲜活的生命。

有一首歌的歌词这样写道：有些人走着走
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路上的风
雨会稀释浓稠的情感，也会过滤同行的伴侣；
路途的坎坷会改变行走的方向，也会磨练行走
的意志；路边的风景会诱惑贪婪的双眼，也会
鼓舞前进的步伐。人生这条单行线，走过就不
能后退。停留还是拐弯，前进还是倒退，都是
路上的抉择，都是生命与尘世的崭新邂逅。即
便重新来过，也有不一样的历程心境。在路
上，就是给生命刻上各种认知世界，重新打开
自己的密码，给世人辨识自我的一个符号。为
此，尽可能让生命多一些顽强勇敢美丽善良的
印迹，多一些被岁月抚摸的光泽，照亮自己也
温暖他人。3

□叶灵

母亲把身子微微前倾，我从盒子里取
出那串珍珠项链，仔细地帮她戴在脖颈上。

一颗颗浑圆白润的珍珠，散发着柔和
的光泽。母亲脖上已松弛灰暗的皮肤，顿
显得光彩耀人。

“好凉润啊，真是大海里产的珍珠！”母
亲看着镜子，有些兴奋。

“嗯，是真的啊，我亲眼看着人家从河
蚌里一粒一粒挑出来的。”我一阵暗喜，赶
紧点了点头。终于松了口气。

其实，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记忆中，母亲
这大半辈子总是很朴素，我从未见她穿过色彩
艳丽的衣服，戴过任何的首饰，化妆就更别说
了。只知道母亲一直珍藏着一对银手镯，椭圆
形的半环状，已磨得溜光，可她从未舍得上过
手。她说，这是奶奶祖传下来的。

母亲的珍珠项链是我从北戴河买的。
我去北戴河度假，海滨之城除了咸咸的海
风和美味的海鲜，就是路边琳琅满目的珠
宝首饰店了。每天傍晚时分，我总喜欢去
海边的晚市。晚市上有许多练摊的小贩，
我常常蹲下来，从一大筐的贝壳里，兴趣
盎然地仔细挑选着各种奇形怪状、颜色纷
呈的贝壳。然后像个孩子似的一个个研
究——这些贝壳就是大海的耳朵，里面一
定收集着许多美丽的传说。

一个中年男子，身旁放着半筐河蚌。
他正在用小刀撬开河蚌的外壳，从蚌肉里
面取出一粒粒白色的珍珠，放在木板上反
复比较，把个头大小差不多的放在一起。
然后打孔，再用细线一个个串起来。那股
专注细致劲儿，真不亚于刺绣的活计。我
充满好奇，这可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看着
一颗颗饱满润滑的珍珠，我不得不惊叹大

自然的神奇。原来，当河蚌的外套膜受到
异物侵入刺激，却又无法将它排除时，必须
经历很长时间的磨难，才会形成一颗颗有
机物宝石——珍珠。我想，生产珍珠之地
一定是自然造化之地。

返程回家时，我一一打点着给家人准
备的礼物：给儿子带了一个大大的海螺，给
父亲准备了几包熏烤的鱼片，给姐姐带了
一个用许多碎贝壳粘成的工艺品……给母
亲带点什么呢？这下可难住了我。对海鲜
过敏的母亲，在这海滨之城，似乎珍珠首饰
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我知道母亲的脾
性，只要是她不喜欢的，有时就是买回家，
她都要想方设法让退掉的。万一她不喜欢
珍珠呢？

转了一个又一个珍珠首饰店，看着一
串串项链散发着圆润温婉的光泽，我愈加
喜欢这种原生态的首饰了。

当一颗平凡的沙砾，进入珠蚌的那一
刻起，就在考验着自己的坚韧与执着。用
海水滋养灵魂，用静默洗涤凡尘。春去秋
来，寒暑几易，等到珠蚌开启的那一刻，它
便以超凡脱俗的华彩，吸引惊艳世俗的目
光。珍珠的隐忍之美，以及历练之后的光
华，不觉间深深拨动着我的心弦。

女人的一生如果只能拥有一件珠宝，
那必定是珍珠。这是戴安娜王妃说的。她
一生钟情于珍珠——珍珠虽没有钻石的耀
眼和水晶的剔透，但它的温润与高贵却令
人着迷。

母亲一生朴实无华，她用一双勤劳的
手，把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长幼、妯娌之间相互谦让，和睦相处。母亲
一生谦卑却又高贵，坚韧而又温和——她
早该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珍珠项链了。

经过反复挑拣比较，我终于为母亲挑选

了一件满意的珍珠项链——几十颗珍珠，每
一粒珍珠都是那样饱满温润，颗粒稍微偏大
一些，这样更能与母亲的温和柔美相配。

“这项链肯定会很贵吧？”母亲果然问
到了价钱。

“贵啥？一点都不贵。人家就在大海
边住，到处都是河蚌。就像咱们这里到处
都是苹果树一样。”

“那你花了多钱？”
“才一百多元。”我故意装出不屑一提，

以掩饰这个缩了很多水分的数字。给母亲
买东西，这是我惯用的“伎俩”。许多次，我
常为成功“忽悠”母亲而窃喜。否则，她会
为此心神不安地纠结好些天——作为母
亲，或许总是这样，自己为儿女付出再多也
理所应当毫无怨言，而当儿女给自己哪怕
一丁点的回报时，她们往往都会觉得受之
有愧心里忐忑。

母亲的心！
“真是，你又花闲钱。我从来都不喜欢

戴什么首饰，你知道的。不过，这次呢倒挺
划算，这个价钱买到真的珍珠。”母亲半是
责怪，半是赞叹地笑了。

“ 你看看，这串项链配我哪件衬衫好
看……”我不厌其烦地帮母亲参谋。买项
链时的忐忑不安也早已烟消云散了。

珠宝自古以来是人世间珍贵的东西，因
产地成色等因素的不同而价格不菲。我给
母亲的项链与爱人送我的项链，虽然从材质
品色上是再普通不过了，但就是这普通的项
链，却承载着彼此内心最珍贵的东西。

河蚌因外界异物侵入的刺激，经过长
久的磨难，才最终成为美丽的珍珠。而人
活着，也许只有经过世事坎坷与漫长光阴
的磨练，才能洞悉生活的要义，达到知性通
透。其实在我心里，一直都小心收藏着这
样一条无比珍贵的项链——母亲用无以数
计的爱的琐碎磨练成一粒粒美丽的珍珠所
串成的项链，虽经岁月的掏蚀，却依然熠熠
闪亮。3

□金少庚

深秋的唐河，遍野的苞谷、芝麻、花生
等秋粮大多已成熟，籽饱穗大，不逊往年，
由不得让人对土地生出敬畏之念。蝉儿在
嘶鸣着，似乎是和秋日作着最后的缠绵，河
流在平缓地流淌着，一如既往地沿着曲折
的河床，入汉口进长江流向大海……

行走在十公里的唐河湿地公园，凉意
阵阵绿树成荫，百花争艳，情侣呢喃。栖息

在水草中的群鸟不时结伴飞起，在水面上
盘旋几圈后又倏然落于河中小岛上的草丛
之中，但见鸟影绰动，让人心的意境在这一
刻变得十分安静。那秋日之燥热也被这公
园潮湿的气息冲拂而去了。

每次在这湿地行走，总是想起记忆
中桐河乡南蛇湾村的丛林、河流、水草、
芦苇……现在忆来，那个四面环河、草丛
茂盛、遍岸芦苇、鱼虾随处可捞可捕的南
蛇湾村似乎才是最原始的湿地。遗憾的

是，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记忆中的河流不
再汹涌，河沟坑塘消失了，芦苇荡只能在记忆
中寻找，那些鱼虾蟹鳝呢，那些长草中的花蛇
呢，那些野鸟野鸭呢，都去了哪里？

在这个深秋某一天，我忽然悟到：原来
我常常在这个湿地公园行走，沿河而行，从
革命纪念馆到科技馆到冯友兰纪念馆，到
老桥又到凤山植物园、凤山博物馆、沅君文
化园以及正在建设的丽水特大桥，已通车
的 15公里丽水大道，是为了一种心灵深处
的寻找。

那些曾经给我年少欢乐的河流、草丛、
树木、芦苇、野鸟，都在这个唐河岸边寻到
了。虽然还不完美，但吾心已足，毕竟，还
是找到了。

曾记得，刚进城那一年，这个还被人们
叫西大岗的荒坡野岭寸草难生，野棘遍布，
而转眼间，这里七桥飞渡，游艇击水，文化
扎根，一个名副其实的湿地公园正成为唐
河人的“后花园”。

这仅仅是开始，翻开唐河 2019年政府
工作报告，可以看到，沿河两岸，一个万亩
湿地森林公园规划完毕，前期基础工程已
初见端倪，迎宾大道、唐州公园等项目已建
成……唐河未来可期可赞！

唐河人文气息浓厚，冯友兰的哲学思
想影响深远，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成经
典，徐旭生考古青史留名；还有宗璞、田中
禾、马新朝、陈涌泉等名家为唐河添彩。

我一直认为，唐河走出诸多名家，都与
这条河流有关，因为有河流的地方都孕育
着灵气，这里的气息感染着他们，这里的草
木滋养着他们……这里也是他们魂牵梦绕
的地方！

每次在这里行走，嗅着河流两岸渗透
出的潮湿气息，总会有一种激情在我心里
涌动，我的身心都和这条河流、这块土地、
这些树木完全融合在一起。

因为，我身上流淌着的是它们付给我生
命的血液……3

倔强的山花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在路上在路上

潮湿的气息潮湿的气息

以爱之名以爱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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