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一位作家!长年偏居河南南阳!只以

几部长篇小说不胫而走! 竟蜚声整个华

文世界!这是二月河的本事!这是二月河

的奇迹"

他出手就写皇上! 一连写了三个皇

上 !#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 $%&乾隆皇

帝$!

!"

卷
#$$

多万字的'落霞系列(长篇

历史小说!风靡大陆%港台和东南亚!并

在美国被评为 )海外最受读者欢迎的中

国作家(" 近年又有&匣剑帷灯$%&二月河

语$%&密云不雨$%&佛像前的沉吟$ 等文

集相继问世"

他连续当选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

七大代表!连任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还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二月河的成名典故! 早在世人中间

流传*那时!他叫凌解放!学历高中毕业!

当兵
!$

年转业!在当时县级的南阳市当

市委宣传部干事+

!%&!

年!他向&红楼梦

学刊$投稿!杳无回音!于是给全国红学

会副会长冯其庸写信!冯先生慧眼识才!

将论文推荐发表!并约见了他" 第二年的

全国红学会上! 有人慨叹一代英主康熙

皇帝无人去写!他挺身而起*,我来写- (

开始是写电影剧本!投遍各地屡遭退稿!

他索性一把火烧了! 改写长篇小说!,我

不小打小闹!要折腾就折腾大的(.

!%&#

年!&康熙大帝$首卷以,二月河(笔名出

版!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一生喜欢水!

尤其难忘在黄河太阳渡看到的景象*初

春二月!冰凌解冻!滔滔顺流而下/0

&李自成$ 的作者姚雪垠回家乡南

阳!曾经约见二月河!两代长篇历史小说

作家!在床上躺着谈!坐起来谈!又到沙

发上谈. 姚雪垠第一句就问*,&康熙大

帝$什么意思1 你要写些什么1 (二月河

答*,爱国主义精神. (222&康熙大帝$的

创作初衷! 就是取满清入关以后励精图

治的新锐之气! 以扫现实社会中的惰性

和弊端! 希望振奋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

士气+ 这种对社会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这种积极昂扬的信念和追求!是一

种在南阳卧龙岗下长期蛰伏的 ,卧龙意

识(!卧久而思腾飞+

二

二月河的横空出世! 是在他不声不

响出版
!$

本小说之后+

!%%#

年一次全国

评奖活动中! 北京的文学评论家偶然发

现了他的作品!惊呼这是,五十年不遇!

甚至百年不遇(的佳作+ 一个中国文坛的

,草莽英雄(!不按套路闯将出来!完成了

一个创举3一个奇迹"

一国之君!万乘之尊!以苍生为本 !

以天下为家" 而专写帝王的二月河!大胸

怀3大抱负3大视野3大气魄!与他的写作

历练不无关系" 兴亡大事悠悠过眼!历史

铁律耿耿其中!而,所有历史其实也是当

代史(!以史为镜!贯通古今" 所以!他今

天在南阳盆地的一个小宅院里! 凭着高

度的政治敏感!凭着丰厚的历史知识!把

握大局!把握大节!拥有了入世参政的能

力!拥有了高蹈独步的姿态"

!""#

年底! 华文世界的两大巨星交

相辉映!金庸与二月河在深圳对话言欢!

一时传为盛世佳话" 二月河说!金庸是天

才!二月河是人才" 天才升腾于世外的渺

渺奇境!人才沉潜于人寰的滚滚红尘" 二

月河几十年的书没有白读! 箴言警句随

处拈来!没有拗口难懂的!没有矫情做作

的!都是一些平实的3简单的3幽默的古

训!云淡风轻!无迹无痕!化入了今天的

普世道理" 这使他能与各类高端人士融

洽对话!能在一些专业讲座从容应对"

三

二月河的襟怀气魄! 来自于铁血政

治的喂养" 他的父亲凌尔文是一位提着

脑袋干革命的兵运专家! 母亲马翠兰是

一位骑马持枪的女战士! 分别担任过县

武装部政委3县法院副院长" 二月河说!

父亲在学问和谈锋上的遗传! 母亲在胆

略和情感上的哺育!,他们给予我的!他

们自己都不知道(" 而父亲的坎坷沧桑!

母亲的英年早逝! 在他心中打下了沉痛

的烙印" 他本人也是九死一生!,文化大

革命(挨整离家出走!入伍当工程兵经历

磨难!从小到大!他被水淹过!被火烧过!

被炮崩过! 被电打过! 被坍塌房屋扣住

过!被车祸惊吓过00所以!他的思想摇

篮是先天的粗糙和沉重! 他的人生乳汁

是先天的充沛和雄强! 他的生命元气是

先天的豪放和莽直"

为了自己血气方刚的一句承诺 !他

付出了
'$

年不敢歇一口气的艰辛!肩负

起了浩大的创作工程!就像,在高天飞机

上!无任何倚仗凭借!眼一闭心一横!就

那么赤条条地跳下去!直落硬降- (在出

版处女作&康熙大帝$之前!出版社不放

心!关于清代的服饰3民俗3典章3礼仪3

财税收入等!考问了他整整两天" 专家们

不禁惊异!他怎么事无巨细懂得那么多-

写了康熙之后!储备没有用完!接着又写

雍正3乾隆!可见他的知识库存之大"

忍受着孤寂!忍受着琐碎!忍受着疲

惫!埋头查阅资料!伏案构思创作!呕心

沥血
'$

年! 二月河说!,大抵得之后天!

先天力气是不足的!只一句4不肯省力5

四个字就概括了我. ( 他的一双胳膊肘

上!至今还有长年伏案磨出的老茧!两块

厚厚的肉垫!足可成为教材!诠释胼手胝

足文学耕耘的艰难.

四

如今的二月河 !年已花甲 !本性依

然. 即便已经大红大紫!上达天庭!饱享

尊荣! 他的根柢总归还是一个浑朴3天

真的赤子. 性格的棱角还在!心境却是

旷达淡泊3宽容平和. 难能可贵的是!云

端与尘壤 !他都可以信步来去 !上浴天

风!下接地气!一个自在的人!一个天然

的人.

有一点他是一以贯之的! 始终与普

通读者有深厚感情! 与平民百姓有深厚

感情. 一入这样的群体!他便如鱼得水!

惬意快乐!百炼钢化作了绕指柔.

近年!除了社会公益的善举之外!他

还想了一个办法. 二月河亲笔签名的小

说集!已成社交馈赠礼品!全国各地每年

送来签名的书籍大堆小堆络绎不绝. 凡

成批量前来签书的! 都请先到南阳市希

望工程为孩子们捐点银钱!多少不限!凭

捐款条再来签名. 如此长期坚持下来!涓

涓滴滴的累计也已不菲. 他为慈善事业

捐款总额不算很多!但数目已过百万!这

在全国作家中还很少见.

,一条大河波浪宽 ! 风吹稻花香两

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

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00(

二月河! 作为有了一定国际影响的

重量级中文作家! 已经成为河南文坛的

骄傲. 中原这条二月河!漫卷历史风云!

饱含民族气韵!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划

过了一道蜿蜒绵长又雄浑壮观的曲线.

就像一对母子河!血脉里有黄河的奔涌!

身体里有黄河的沉淀! 二月河与黄河叠

映在了一起.

二月河!

一条大河波浪宽

!

本报记者 王 钢

!

本报记者 方 舟

邓亚萍!

乒坛女皇 续写传奇

!"#$

年的一天! 位于郑州西郊的河南省工人俱乐部
乒乓球馆内!一位小女孩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乒乓球生涯!

%

岁的她站在
&'

厘米的球台前!只能露出半个脑袋"父亲只
好找来凳子!再搭上一块大木板垫在她的脚下!才能使她
露出肩膀"

()

多年后的今天!身高虽然也只有
!*+

米!但在许多
人眼中!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 这个河南的女儿!

赢得了她愿意赢得的所有&比赛$%从奥运冠军到剑桥博士'

北京奥运村的&村官$!再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邓亚萍
追逐胜利的脚步从未停止"

!

!我从来没对自己失去过信心或者

想放弃" 不管你说我怎么样#我总能找到

我自己行的理由" 我有我个儿矮的好处#

你有你个儿高的好处#没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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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传奇

!%("

年! 邓亚萍出生于河南省郑州

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父亲邓大松酷

爱乒乓球! 年轻时曾经拿过中南五省乒

乓球男单冠军. 邓亚萍
#

岁时!就在父亲

的指导下开始了乒乓球训练.

!%&'

年!

%

岁的邓亚萍在全国业余体校分区赛中获

得了单打冠军.

虽然有好成绩! 但到了河南省队训

练了仅
!#

天后!邓亚萍就被退回. 理由

很简单!就是身材太矮!没有发展前途.

就在河南省队拒绝邓亚萍的尴尬时期!

郑州市新成立一个乒乓球市队!在那里!

邓亚萍的乒乓天赋渐渐显露了出来!连

续
"

年独揽了全省少年赛的单打冠军

后!她再次引起了河南省队的注意.

!%&)

年初!邓亚萍被借调到了省队.

!"

岁的她

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 接连打败多位

世界冠军!率领河南队登上冠军宝座.

但其后两年!她虽然战绩出众!因为

先天条件问题! 通往国家队的大门总是

紧锁着. 直到
!%&&

年!她在全国锦标赛

上再次获得双打冠军和单打亚军时!国

家女队总教练张燮林才力排众议! 选她

入队! 从此在她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

世界.

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都是超额完成

自己的训练任务!在队里练习全台单面攻

时!邓亚萍往腿上绑沙袋!而且面对两位

男陪练的左突右奔! 一打就是两个小时.

在进行多球训练时!教练将球连珠炮般打

来!邓亚萍每次都是瞪大眼睛!一丝不苟

地接球!一接就是
!$$$

多个.据教练张燮

林统计! 邓亚萍每天接球打球
!

万多个.

长时间从事大运动量3 高强度的训练!邓

亚萍从颈到脚很多部位都是伤病.为对付

腰肌劳损! 她不得不系上宽宽的护腰6踝

关节几乎长满了骨刺! 平时只好忍着!实

在痛得厉害了就打一针封闭+

场下对自己,狠(!场上对对手,狠(!

王者之气渐显的邓亚萍开始了自己在世

界乒坛的统治*

!%&%

年首次参加世锦赛!

莺啼小试获得双打冠军+

!%%'

年!在巴塞

罗那奥运会上! 为河南赢得首枚奥运金

牌+ 从此直到
!%%)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她将
!&

个世界冠军头衔收入囊中!其中

包括两届奥运会的
*

枚女单3女双金牌!

开启了专属于她自己的 ,邓亚萍时代(+

在这将近
!$

年的时间里!这位河南姑娘

的风采征服了世界!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

萨马兰奇多次为她亲自发奖的画面更是

感染了世人+

!如果亚运会&世乒赛和奥运会的冠

军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满贯# 那么清

华获取学士学位# 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

和取得剑桥博士# 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

项大满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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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之路

!%%(

年
!$

月!在为河南赢得八运会

单3双打冠军后!邓亚萍退役了!永远离

开了竞技体育! 但好强的她并没有离开

竞争!而是选择了知识作为对手+ 没有人

会料到! 离开了运动场的邓亚萍同样是

一个奇迹+

!%%(

年底! 邓亚萍以英语系本科生

的身份进入清华时!她连写出
')

个字母

的大小写还觉着费力+ 为此!邓亚萍向导

师保证,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

即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3第

一个单词背起+ 据她在清华的老师介绍!

当年邓亚萍是系里最刻苦的学生! 每天

学习时间超过
!*

个小时!邓亚萍现在还

能记起在清华求学的初期!,每天都要掉

大把的头发(+

!%%&

年初! 刚在清华读了几个月的

邓亚萍作为交换生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

突击英语+ 短短
"

个月的时间!邓亚萍坚

持每天
&

点多从自己的住所赶往学校上

课+ 下午
"

点半下课后!她还到学院的学

习中心去学习!听磁带!练口语!直到晚

上
&

点学习中心关门后才赶回住所+ 回

到住所!邓亚萍也从不浪费时间!她坚持

和房东用英语交流! 坚持按时完成作业

和预习功课+

回到清华! 邓亚萍的毕业论文题目

是&国球的历史及发展$+ 从开题报告!到

第一次提交论文!以至论文的最终修订!

邓亚萍不仅每一项都达到标准! 而且步

步提前!赶在时间表前完成+ 工夫不负有

心人!

'$$!

年邓亚萍终于在清华大学获

得了学士学位+

'$$!

年
%

月! 邓亚萍从清华走进英

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 在诺丁汉大学

上课的过程中! 邓亚萍总是抓住一切机

会抢着发言+ 老师开玩笑地说!从她学习

的劲头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世界冠军+

当再次拜会萨马兰奇先生时! 邓亚萍的

硕士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给了

萨翁一个惊喜+

'$$'

年
!'

月
''

日!她如

愿获得硕士学位+ 萨马兰奇先生称赞她

,拥有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

后来!邓亚萍再次回到剑桥!满怀信

心地攻读剑桥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

向是 ,

'$$&

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此时的邓亚萍! 一边忙于北京奥组委的

筹备工作! 一边进行博士论文的准备+

'$$&

年
!!

月
'%

日邓亚萍从英国剑桥大

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剑桥大

学近八百年的历史中! 第一次有像邓亚

萍这种重量级的世界顶尖运动员拿到博

士学位+

!我不比别人聪明 # 但我能管住自

己" 我一旦设定了目标#绝不轻易放弃"

也许这就是我成功的一个经验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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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转身

从
!%%(

年退役后!邓亚萍的学习和

工作就一直和奥运会息息相关+ 作为形

象大使和运动员代表的陈述人! 邓亚萍

参与了两次申奥+

凭借自己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 !和

通过不断深造而日益丰厚的知识积累!

邓亚萍向世界展示着新时代中国运动员

的风采! 并用她人性化的表述打动了一

位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为申奥成功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从
'$$'

年起!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

道德委员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和体育与

环境委员会担任委员6

'$$"

年!邓亚萍成

为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的一名工作人

员! 此后调回国家体育总局器材装备中

心!任主任助理!负责整个中国奥委会的

市场开发!

'$$(

年初!邓亚萍被任命为北

京奥运会奥运村部副部长!从此!当上了

奥运村的,村官(+

邓亚萍上任之初!有人用怀疑的眼

光看着她*一个好运动员!能做一个好的

管理者吗1 更何况这是世界第一难的管

理任务-

,没有什么事是你一开始就知道的!

我们的知识和精力毕竟有限! 但就像打

球一样!做一件事!就要去了解!去挖掘!

不懂的要去请教+ (通过阅读了海量的奥

运会历史文件!组织了多次研讨!悉心求

教何振梁等有丰富经验的前辈! 邓亚萍

和她的同事们从完全不懂到一知半解!

再到融会贯通! 最终获得了各方的一致

好评+ 你也许想像不到!如果你问她!邓

亚萍甚至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奥运村某

个角落里陈列的某一种花卉+

北京奥运会成为,无与伦比(的奥运

会!奥运村的管理和服务自然功不可没+

'$$&

年
!!

月!邓亚萍出任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

年
*

月
!)

日!一项新的任命又

落到了
")

岁的邓亚萍头上222共青团

北京市委副书记+ 喜欢挑战的邓亚萍迎

来了一个全新的舞台+ ,我的工作也需要

不断创新!就像打乒乓球一样!没有新技

术!就很难赢球+ (邓亚萍表示!,我要多

了解青年人的需要! 尽可能地为他们解

决困难和问题+ (共青团的工作对象是青

少年!她要用,更快3更高3更强(的奥林

匹克精神激励他们+

后记

!""#

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乒乓球女

单冠军的颁奖台上# 萨马兰奇轻拍邓亚

萍脸颊的经典镜头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一

个问号' 这个在世界各国享有盛誉的奥

运泰斗为何如此喜欢这个球场上杀气腾

腾的中国小姑娘(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奥林匹

克精神" %萨翁这样回答媒体的提问"

从一个体育天赋并不突出的小姑娘

走到今天# 邓亚萍的身上所体现的精神

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难怪有人这样解读邓亚萍'!她已有

的经历# 和这个国家过去三十年的历史

何其相似# 以至于我们深信她就是这个

国家精神血液里的一部分" %

作为一个河南人#邓亚萍也无疑是生

她养她的中原大地#最值得骄傲的女儿"

"" ""

""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委员!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届'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

二月河以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康熙大帝)'(雍正皇
帝)'(乾隆皇帝)享誉海内外!并有(匣剑帷灯)'(二月河
语)'(密云不雨)'(佛像前的沉吟)等文集相续问世!是重
量级的华文世界作家!为中华文化的精神传承作出了杰出
贡献% 同时!他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慈善事业捐款总
额已过百万元!受到广大读者的尊敬和爱戴%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代表作)康熙大帝*

挥毫泼墨萨马兰奇为邓亚萍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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