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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
和南丁先生在一起

又是一年木瓜

□高金光

黄河奔流

大江大河千百条

最喜欢看黄河奔流的姿态

在巴颜喀拉山，她是潺湲的

在河套平原，她是沉稳的

在黄土高原大峡谷，她是湍急的

在壶口，她是跳跃的

在桃花峪，她是雍容的

在入海口，她是壮阔的

千载驰骋、昼夜不息、风雨兼程

奔流是她的本性与个性

逢山开路、涌浪而来、一路向东

奔流是她的脾性与心性

九曲十八弯，铺展在东方大地

凝成一个民族的图腾

一身黄皮肤，千万年坚忍卓绝

化为一个民族的颜色

奔流 奔流 奔流

越五千年历史走向今天

携带鱼群、船帆、风雨、雷电

隐隐中有急切的呐喊

奔流 奔流 奔流

融汇的胸襟广阔

生命的力量强大

梦想展开了绚丽的长卷

黄河奔流于中国

一如尼罗河奔流于古埃及

恒河奔流于古印度

幼发拉底河奔流于古巴比伦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如今惟余黄河世代流芳

而她正抖落风尘、卸掉泥沙

开辟更为清晰的航道

大写意：郑州航空港

决策者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处

蓝笔一画，就是一座机场

红笔一圈，就是一片航空港

蓝笔和红笔一起挥动

一个国家级经济综合实验区

便以机场和航空港为引领

在郑州东南方向横空出世

让全世界的目光惊艳

这片天空，属于梦想的疆域

一架架飞机起飞、降落

如一只只白天鹅在亮翅

带动大地深处升腾的热能

这片沃土，属于生长的乐园

一个个片区被命名

分置产业的庄稼、生态的湖岸

雨后春笋般涌现

高速公路在这里交织

高铁、城铁、地铁在这里汇聚

人流、物流在这里穿梭

信息流、资金流在这里奔跑

黑眼睛与蓝眼睛微笑致意

汉语与英语、法语、德语打着招呼

人民币与美元、英镑、法郎自由兑换

风从四面八方来，吹着哨声

屹立着嵩山的河南

需要有一个高过嵩山的平台

承载中原崛起的宏大愿景

奔腾着黄河的河南

需要有一个超越黄河的港湾

挂满河南振兴的鲜亮风帆

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

需要在郑州航空港凌空一跃

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

现代航空都市

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决策者的壮志和建设者的雄心

如今让蓝图变为了现实

发展和繁荣成为标配

我分明看见

四百一十五平方公里的胸腔

正吞吐十六万平方公里的能量

和一亿人的呼吸

朝向未来的浩瀚与广阔

飞吧，中原

愿你跻身跑道一飞冲天

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甜蜜的归程
——写在郑万高铁开行之际

喊一声伏牛

伏牛就安卧在眼前

喊一声丹江

丹江就荡漾在脚边

喊一声老家

老家就敞开了怀抱

喊一声亲人

亲人就搂住了双肩

我这个南阳人

今天是如此的幸福

只需要喊一声

一声落下来

游子的心已经柔软

十二月的寒风变成了暖流

在胸膛里涌动

在血液里循环

郑州—南阳

高铁通了

南阳—郑州

不再遥远

曾经的坎坷

留给岁月去回味吧

我要记住今天的欢乐

重新盘算年年归期

喊一声

每次喊一声

我就看见了你们

伏牛 丹江 远村 炊烟

父亲 母亲 背影 笑脸

高铁是一块糖

在欢聚的杯子里

加速着生活的甜蜜3

□冻凤秋

一

从来也没有觉得他离开过。
2016年春天，我们相聚在瓦库

思念果岭店，分享他的著作《半凋
零》。席间，他唱起那首《当你老
了》。不看歌词，不要伴奏，眼神温
和而笃定，带着笑意，仿佛是对命运
的胜券在握。他的气息均匀，浑厚，
走过大江大河，看过山峦峰巅，不惊
不惧，稳稳地，让人如沐春风。

那数段视频至今保留在我的微
信收藏夹中，想起来，就会听一听，
觉得先生还在身边。

从来也没有觉得他离开过。
2016年秋天，经七路34号省文

联家属院，一抹晚霞长久地停驻在
他家客厅的窗边，没有蛋糕，没有鲜
花，我们只是坐着谈天，为他庆祝85
岁生日。他已不能久坐，但提笔在
《序跋集》上签名，一笔一画，仍是那
么刚劲有力。说到未来的写作，他
仍有那么多计划和憧憬。

2016 年 11 月 11 日，他安静地
告别人世，不让人们为他送行。我
的手指轻拂过那雪花般铺天盖地而
来的怀念文章，在版面上一一编排，
在微信公众号上接连推出，他的音
容笑貌，他过往的岁月，鲜活地呈现
在眼前。于是，更加觉得他不曾离
开。

直到南丁先生去世一年后，在
位于经三路 98号的河南省文学院，
手捧着他的遗作《经七路 34号》，看
河南文坛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书
中相互激荡，顾盼生辉；看先生对文
学的爱，对生活的爱，对同仁的情，
汩汩而出，更坚定地相信，那曾经的
一切都不会消失。

也是那时，决定由瓦库出资设
立“南丁文学奖”。

从此，所有的怀念、敬重和深
情，都有了寄托。南丁先生的精神
将以此被铭记和传承。

二

走进第二届南丁文学奖颁奖典
礼现场，第一眼，便看到那抹“新
绿”。

素净的书籍封面上，南丁先生
年轻挺拔的身影，弯弯的月牙般的
眼睛，嘴角浮现一抹微笑，向着远方
眺望。

书的名字《新绿》是深绿色的字
迹附以深绿色的线框，内页的《南丁
小传》是草绿色的字迹和线条。绿
色就这样在黑白照片中跳跃出来，
给人温暖和希望。

2019 年 12 月 22 日这天，恰逢
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冬至一阳
生”“冬至大如年”，这是一个阴阳交
替转换的时刻，阳气开始萌生，标志
着冬尽春来。南丁先生去世三周年
后，中原文学界在冬至这天相聚，于
寒意中拥抱“新绿”。

“南丁文学奖”9位评委李敬泽、
周大新、李佩甫、刘震云、张宇、何向
阳、王守国、邵丽、何弘首次聚齐。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亲临现场，
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一起为作
家刘庆邦颁奖。

颁奖典礼上，人文学者、省文联
党组书记王守国在致辞中，引用《诗
经·小雅》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和《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仰之
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
后”，表达对南丁先生的敬意。

他说，因长期致力于河南文学
事业的管理、组织和服务，南丁先生
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南丁文集》一
共5卷，150多万字，但开风气之先，
不乏精品力作。《检验工叶英》《科
长》《被告》《旗》《尾巴》等作品都充
满了时代感。南丁先生更杰出的贡
献是发展壮大了文学豫军，繁荣了
河南的文艺事业。他希望中原作家
传承弘扬南丁先生的精神，用手中
的笔讲好黄河故事，写出无愧于时
代的精品力作。

作家刘庆邦发表获奖感言时，
深情回忆与南丁先生的温暖过往：
1981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深
处》经南丁先生之手发表在《莽原》
杂志，370 元的稿费对当时生活窘
迫、陷入人生低谷的他来说堪称巨
款，带给他莫大安慰；第二年，这部
作品获得省年度优秀文艺作品奖，
在颁奖典礼上，他第一次见到南丁
先生。2011年，母亲在开封住院期

间，南丁先生约他相聚，他记忆中的
先生面色红润，眼神中带着慈爱。
他说，获这个奖，等于南丁先生还在
关注着我们，护佑着我们。他希望
有更多年轻的作家获得南丁文学
奖。他说，文坛大浪淘沙，一个人的
存在特别重要，有人才有影，有影才
有响，有响才有声。

评论家、作家李敬泽先生是第
二次为南丁文学奖来到郑州。他笑
言，南丁文学奖其实很好评，只要想
一想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南丁先
生喜不喜欢就行了。去年周大新先
生获奖是这样，今年还是这样。我
都能够想象南丁先生对于今天刘庆
邦先生来领这个奖会笑眯眯的，很
高兴。

他说，在河南这块文学的高原
上，南丁先生是辛勤的园丁，是一个
劳作了一生，对土地满怀责任和期
望的农夫，河南文学的繁荣离不开
南丁先生的辛勤付出。所以，南丁
文学奖寄托着南丁先生那一份初
心。初心不是言辞，它是由先辈们
用他们的信念、劳作、付出为我们树
立了楷模和榜样，所以，南丁文学奖
也是寄托着南丁先生初心的一个
奖，它是河南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和
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初心。

南丁先生的女儿、评论家何向
阳感慨地说：父离世已经三年，但以
家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今天进行了
第二届颁奖，让我觉得他还活着，他
就坐在我们中间。家父有一个理
论，文学是精神能源学，他反复论证
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个体生命中都
储存着煤、油、气等能源矿藏，文学
就是要将这能源开发，使生命有意
义地有意思地有意味地燃烧。从某
种角度说，文学就是精神能源学。
一个提供精神能源的作家，本身必
须有一个精神能源丰硕的富矿。这
个富矿从哪里来？还是要从生活中
来、从现实中来、从人民中来。他这
样讲也这样身体力行。

她说，家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
他作品中表达的精神已经由文字叠
入新中国的文学记忆。作为他的后
人、他的女儿，我想念他，并敬仰他
内心的矿藏和在矿藏中生长出来的

新绿。

三

在没有花栎树的山上，他种了
一棵小花栎树。

这是南丁先生中篇小说《新绿》
的第一个部分的小标题，也像是先
生精神的某种象征。他是新时期河
南文学的奠基者，是植树者，造林
人。

岁末，回望河南文学的丰收与
骄傲，那一本本入围南丁文学奖的
著作就是一个个灵魂的歌唱，它们
来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来自火
热的生活，来自伟大的时代。

2019年，作家李洱用13年时间
潜心创作的《应物兄》喜获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13年间，不知经历了多
少次批阅增删，呕心沥血，才以深邃
的哲思，精妙的笔触，描摹出这样一
幅当代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生活的
长卷，给文坛带来惊喜。迄今，豫籍
作家已有9人获茅盾文学奖，这对河
南文学来说是莫大的荣耀。

此次南丁文学奖入围作品中，
有“50 后”知名作家杨东明的小说
《问题男人》，孟宪明的儿童文学《三
十六声枪响》，王剑冰的散文集《南
方最后一支马帮》，蒋韵的中篇小说
集《水岸云庐》，刘庆邦的长篇小说
《家长》。他们都是文坛老将，写作
几十年，仍然默默耕耘，不断推出佳
作，力求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写人
生的况味，写人性的真实。

而“60后”“70后”“80后”实力
作家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蓝
蓝的诗集《花神的梯子》，蒋一谈的
诗集《原谅了你等于原谅了我》，周
瑄璞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南
飞雁的长篇小说《省府前街》等，则
展现了河南籍中青年作家的实力，
他们有更为宽广的视野，深刻的思
想，他们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独
特表达。

岁末，我们相聚在一起，站在
天下之中这片大平原上，站在中国
文学的高原上，和南丁先生一起，
看那抹“新绿”在不断生长，聆听那
从文学的浩瀚星空洒落下来的歌
声。○4

□廖华歌

一

寒意深了，桐叶黄了，没有身子的风
无处不在。蹚着满地的暖阳，他专程从百
多里外的县城赶来，只为给我送几个他特
地从乡下摘来的木瓜。

像往常一样，他总是微笑少言，做的
永远比说的多。那木瓜也像他，暗香浮
动，沉默无语地挤在一个大胶袋里，憨厚
诚实地凝望着我。这次是七个，之前每次
他送的木瓜也都数目不等。记得最多的
一次，他扛来整整一大纸箱……

我随便取出一个足有二斤多重的青
黄木瓜托在手上，立时清芬扑鼻，香沁肺
腑，指间、衣袖、襟带芳馨弥漫，吸纳间，人
已完全被裹挟沉醉了。

抚摸着光润清凉的木瓜，我一时目
光迷离，想象不出它在树上经受日晒雨
淋的样子，也想象不出他摘取它时是什
么样的情景，但我的心却充溢着喜悦和
幸福。

二

木瓜树生长缓慢，它与银杏、红杉、怡
和杜松等都属古老树种。植物是我们这
颗星球上值得敬畏的生灵，它们拥有着人
类无法企及的生命力，远比人活得长久。
我没有问过他，这些木瓜是否来自同一棵
树，树的寿龄有多高……

把木瓜放在书桌前，顿时有了异样的
感觉，仿佛远古正以树的方式，飒飒有声
地向我走来。我拥紧它的枝叶，就是拥紧
千年万载的时间。阳光静静地覆盖着树
的每一寸躯体，岁月的年轮中，一些东西
顽强生长，另一些东西正惨烈或温顺地枯
萎。每每这种时候，他总显得意气风发，
与迢遥走来的木瓜树令人惊讶地相互伴
随，分明他就是树的一根枝丫。

三

因为文学，因为在青春岁月他和我同时
起步写作，一路走来的我们，自然成了真正纯
粹的文友与铁哥们儿！我们纯真高洁的文
学情怀和久远深沉的时光见证着友情！坚
守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情，在通往艺术的道
路上，无论中途有多少人因种种原因而离开，

也无论外界有多少诱惑，我们一直相互鼓励
着坚持至今，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他做到了，也为此付出过代价。那年，
面临提拔的他，曾令多少人艳羡不已，亲朋
好友们都对他寄予厚望，期盼德才兼备的
他，此后仕途亨通，前程似锦。哪知他竟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平调，依旧回到原来的文艺
单位。别人害怕清苦，他不怕；别人笑话他
傻，他甘愿当傻子！彼时，接过他手里的木
瓜，我惊异于他的坚定。他说，对我，这很正
常，算不得什么，只要是真爱文学，谁都会这
样做的。

艺术需要终生献身，需要呕心沥血的
孜孜以求。对此，他心如明镜。

自己写作之外，一直以来，他对青年
作者倾注关心与关爱。虽然他名字为张
玉峰，但他追求的不是孤峰独立，而是群
山效应，一个人的名字纵使响彻大江南
北，终究微弱单调，倘若众声潮涌，才可真
正成为力量的方阵！为着这个方阵，他甘
苦自知。

仿佛他就是为众多的文学青年而来，
他的心永远为他们的成长操劳，因着一篇
散文、一首诗、甚至一个词，他都不厌其烦
地和他们一起反复琢磨切磋，他用自己的
行为有力地诠释了，芳草是怎么绿的，红
桃是怎么开的，木瓜是怎么由青涩而芳香
四溢的，那些稚嫩的文学禾苗是如何成长
为葱郁挺拔的文学之林的。

四

几十年来，他念念不忘送木瓜给我，
起因是早年他曾无意中听说我用木瓜治
咳。其实，我后来已经不需要木瓜治咳
了，可我每每看到他那么郑重其事的样
子，就不忍说破。我想最多三五年，他就
会自动放弃不再来送的，万没料到他竟
一直坚持至今。

那些木瓜被我放在室内，整个人便被
氤氲的诗句拥围：山岩、阳光、原野、河流、
绿树、繁花、飞鸟、蜂蝶……它们一直陪伴
着我，梦便多彩而静美。

呼吸着木瓜的气息，我思忖，又一年
快过去了，我在忙碌着什么，又收获着什
么。也许，更应该涵养一份耐心，像他和
众多的写作者一样，默默耕耘，逐梦而
行。3

□王立群

一位扎根深山的乡村教师，用爱的芬
芳，书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红烛之歌；一
位不忘初心的共产党人，用生死抉择，阐
释着信仰的至高含义。河南大学根据“最
美教师”李芳的事迹创作的多媒体剧《星
空》上演以来，感动着无数观众，场场演出
掌声如潮，次次谢幕后，观众久久不愿离
去，向演职人员深情致意。《星空》是河大
人用明德引领风尚、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
民的成功之作，其严谨的构思和创作，展
示了河南大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
艺创作编排的强大实力。

艺术作品的感染力离不开它的思想
性。思想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是衡量艺术
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星空》的成功首先
在于，它是一部有思想张力和精神能量的
作品。多媒体剧取名为《星空》，不只是故
事讲述，更是灵魂对话。它不单有关个体
生存生命，更事关人类的价值选择、终极意
义。正是从这个立意出发，这部剧作跳出
了一般意义上的典型人物故事呈现和形象
塑造，赋予了剧作更为深广的艺术价值。

《星空》分为“初心”“使命”和“抉择”
三个部分，对应了李芳的学生时代、青年
时代和中年时代人生三个阶段，每一个阶
段，都蕴含着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生追问，
那就是人的生命价值何在？李芳这一英
雄形象之所以深深地触动观众灵魂、打动
人们的心灵，根本在于，这部作品深刻地
提出了一个时代之问和精神之问，即个体
生命的终极价值究竟何在？个体生存的
精神意义何在？李芳用自己的人生奋斗、
职业选择和生命抉择，对这个时代之问和
精神之问做出了回答。

《星空》剧作对李芳的刻画，有两个
人物形象的双重维度呈现至关重要。一
是作为人民教师的李芳形象，二是作为
共产党员的李芳形象。前者是职业的选
择，这一选择的背后，实质是人生价值
的选择。在当今这个社会大转型的时
代，李芳选择做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
实际上是在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中选
择了后者。河大人深知，教师意味着淡
泊名利、默默无闻，乡村教师更意味着
苦心孤诣、无私奉献。而当李芳选择成
为一名党员，本质上是在选择一种信
仰、一种道义、一种追求崇高的道路。
她要让坚定的信仰成为自己职业选择的
坚实精神支柱。教师和共产党员双重身

份的“叠加”，为人们呈现了一位既有信
仰又精神饱满的女性教育者形象。

因此，要理解《星空》剧作的意义，必
须把握作为乡村教师和共产党员的李芳
的双重身份。只有深刻认识乡村教师这
一特殊群体在时代变革下的特殊境遇、
独特身份，才能真正地理解李芳的存在，
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存在，李芳的选择是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选择。也只有清醒地
认识到共产党员身份的特殊性，才能真
实地走进李芳的精神深处，真切地感知
她千钧一刻的生命抉择所呈现的价值逻
辑。正如黑格尔所说：“人应该尊敬他自
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英
雄教师李芳正是这样一位向往崇高、追
求崇高的独特个体存在。在转型社会的
多元价值追求中，李芳是一位清醒的精
神守望者，宛如人类星空中一颗光灿耀
眼的金星，始终闪烁着动人心魄的熠熠
之光。李芳的存在是这个时代精神的坐
标，她以无愧于人民的工作实绩，回应着
时代的精神之问。她以生命的抉择坚定
地告诉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精神
的存在和追求始终具有永恒的价值，这
也是人类能够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和永续
发展的根本原因。

艺术作品的生命力离不开它“有意
味”的形式。作为一部多媒体剧，《星空》
在继承传统戏剧艺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很
多形式创新。借助多媒体的声光电，《星
空》的舞台美术设计富有特色，实现了不
同场景的有效呈现，形成了具有一定视觉
冲击力的舞台艺术效果。剧目中几个特
定场景对话情节，令人难以忘怀。少年李
芳与老师、同学的对话，青年李芳与同学、
老师的交流，中年李芳与学生、女儿等的
沟通，既充满时代的现场感，又具有现实
生活的针对性。在对话情节呈现中，剧作
融入很多自然场景设计，借助各种灯光、
舞台造型，营造一种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
表演场域，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人物精神活
动的真实性和立体感。

与此同时，《星空》主题内容的表现形
态也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剧作较好地融
合了对话、朗诵、独白、诗歌、舞蹈、音乐等
多种内容形态，形成了一个具有综合形态
的舞台艺术形式。每一种内容形态都别
具一格，精雕细刻，不可或缺。总体看，
《星空》剧作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在多
媒体戏剧舞台艺术形态的融合上做出了
有益探索。3

崇高意义
的生动演绎

放歌新时代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