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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生长■纪 念

2016年 11月 12日时近正午，我和李佩

甫、张宇及南丁老师的儿子、女婿一起，在郑

州殡仪馆的火化炉前，亲手把他的骨殖一块

块捡拾起来，装入骨灰盒中。南丁老师的子女

带着他的骨灰乘车走了，我一下子感觉世界

是如此的空空荡荡。

一次，一次，又一次，我忍着内心的伤痛写

下悼念文章。今年1月份，张一弓先生去世，《文

艺报》约我写篇悼念文章，那时，正值我的母亲

去世，我在为母亲守灵时写下了那篇文章。然

后是和我搭班子的马新朝，我们一起参加着各

种活动，他忽然就英年早逝。接着又是南丁。三

位都是河南文学界旗帜性的人物。因此有人

说，2016年的河南文坛，一个个巨人相继离世。

1988年7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南

省文联工作，到一份纪实文学报《当代人报》

做编辑。那时，南丁是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同

时又是报社挂名的主编，会不时到编辑部走

一圈。当时的河南省文联，气氛融洽，同事之

间很少像现在这样以职务相称，有喊老师的，

更多是省略姓氏单称名字。印象中当时文联

的同事很少有喊南丁主席的，大都直呼其名，

我也没大没小地跟着叫，他也不以为意。这种

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经常惹得一些人觉

得我不知高低。我那时刚毕业，满身是20世

纪 80年代大学生的习气，说话写文章冲冲

的，总想与众不同。记得有次南丁到编辑部

说：“何弘是个思想家。”我那时刚毕业不久，

一个人在郑州，就说：“我思家、想家，可不就

是思想家吗？”南丁就看着我温和地笑笑。从

那时到现在，28年有余，和南丁因为是本家，

又都属羊，更因为脾气相投，我一直以父辈待

他，他也一直视我如亲人。

这么多年来，南丁以其出色的文学才华

为中国新文学留下了精彩的华章；以其对后

辈作家真诚无私的提携扶持使文学豫军不断

发展壮大，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以其正直而

宽容的伟大德行，显示出高尚的人格魅力；以

其幽默旷达的人生态度，虽历经坎坷依然积

极面对人生。南丁也因此成为我人生的楷模，

指引我不计个人得失积极为河南的文学事业

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教会我如何正确面对

社会与人生，包括如何正确面对生死。

南丁，原名何南丁，曾用名何铿然、何家

英，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河南文学界杰出的

领导人。祖籍安徽安庆，1931年9月20日出

生于安徽蚌埠。1949年7月结业于华东新闻

学院，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

《河南日报》编辑，河南省文联编辑、专业作

家、主席、党组书记。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作家

协会顾问，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委，河南省第七

届、八届人大常委。

南丁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

作家。1954年短篇小说《检验工叶英》发表于

《长江文艺》，《人民文学》给予转载，选入当年

《短篇小说选》《青年文学创作选》和英文版

《中国文学》。《科长》《良心》《被告》也都受到

广泛关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旗》开“反思

文学”的先河，《尾巴》《亮雨》《新绿》也广受好

评。南丁的小说语言简洁、沉稳、朴实而又闪

现着智慧的光芒。他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但寻

求以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达，以老到的叙事、扎

实的细节和鲜活的人物来表现作品的主题。

小说之外，他的创作涵盖几乎所有的文体，特

别是其散文和随笔，往往在不经意间显示出

深厚的文字功底、通达的人生智慧、开阔的个

人胸怀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有小说、杂文、散

文等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文

艺大系》《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及高中语

文课本。出版有小说集《检验工叶英》《在海

上》《被告》《尾巴》《南丁小说选》，散文随笔集

《水印》《半凋零》《序跋集》等，作品结集有《南

丁文选》（上、下卷）、《南丁文集》（五卷）。

南丁是河南当代文学60多年发展历程

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之一。

1983年，作为专业作家的南丁52岁，创作势

头正好，不断有优秀作品问世，组织上一下子

就直接让他做了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在其位，谋其政，南丁从此坚定地把个人创作

放在了后面，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工作

上。他主持创办了《莽原》《散文选刊》《故事家》

《文艺百家报》等多种文学期刊，调入了李佩

甫、张宇、郑彦英、杨东明、田中禾等后来成为

中原作家群中坚力量的一大批作家，对新时期

“文学豫军”队伍的成长壮大发挥了关键性作

用，为河南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丁是一个正直而宽容的人。能将正直

和宽容集于一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大

凡正直的人往往眼里容不进沙子，对人容易

苛刻；而宽容的人往往姑息迁就，对人容易纵

容。南丁的正直在于他内心有坚定的操守，行

事有主见，不会见风使舵。这曾使他被错划为

“右派”，被下放到南阳西峡农村，但他并不因

这些挫折而妥协。南丁的宽容在于他尊重他

人的个性，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使每个人都能

发挥自己的优长。这对文艺界的领导来说非

常重要。不管是在担任领导期间，还是退休之

后，他总是利用自己的位置、影响，为河南作

家、艺术家遮风挡雨，使之能有一个良好的环

境安心创作，并因此成就了文学豫军，他也因

此赢得了河南作家的一致尊敬和拥戴。

南丁是一个幽默而旷达的人。南丁的笑

容总是挂在脸上，让人看了就觉得温暖。这么

多年来，不管是由衷地表扬人，还是善意地批

评人，他总是会用不紧不慢似乎平淡而又内

含深意的幽默语言来表达，让人听了就觉得

有暖意、愿意接受。南丁的旷达不仅表现在他

历经坎坷而初心不改上，表现在他自始至终

都对文学负责任的态度上，更表现在他重病

来临时对待生死的态度上。今年6月份，南丁

因身体出现黄疸到医院检查，发现患了胰腺

癌。那时马新朝也刚查出患胰腺癌一个来月，

我每次到医院都会楼上楼下看他们两个。但

不管是我陪他做CT时，还是在做手术前我去

看他时，他的脸上都挂着惯常的微笑，这使我

们乐观地认为他的病经过手术问题不大，他

可以平安地渡过此关。手术后，他不愿意多在

医院住，常常输完液就回到家里。我家就在他

家楼上，我时时会到他那里坐坐，即使在知道

他已经肝转移了之后，总觉得乐观的他应该

可以挺过更长的时间。而他其实心里明白一

切，但他表现了对待生死从容不迫的态度，他

让医生不要再做过度治疗，如果出现情况不

必进行抢救，更不要用仪器维持生命。

11月1日，南丁把李佩甫、张宇和我喊到

他家里，让我们在他写好的遗嘱上签上字，作

为他遗嘱的见证人和执行人，并郑重地把他

的后事托付给我们三个，说他不再接受探视、

慰问，去世后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让我们三个以朋友的身份和他的家人一起把

他送走就是。当天下午，我去单位上班，在楼

下碰到去医院的南丁，他坐在轮椅上连站起来

的力气都没有，我帮忙把他架到汽车后座上，

他已经无法抬起腿来。没想到，这一去，他就永

远离开了自己的家。11月3日，医院给他验血

发现电解质紊乱，下了病危通知。次日，他把家

人叫到床前，再次重申了他的遗嘱，告诉家人，

佩甫、张宇和我是他的朋友，他去世后不要惊

动别人，后事由我们三人办理。

11月11日凌晨，我接到电话匆匆赶到医

院，南丁老师刚刚于5时10分逝世，还躺在病

床上。我和他的妻儿简单收拾后，把他从病房

送到太平间。在和佩甫、张宇等商量了后事的

细节后，下午又亲手把他的遗体抬上灵车送

到郑州市殡仪馆。12日上午，我们三人和南丁

的儿女等，送他远行。参加告别的仅有十多

人，佩甫和张宇让我来主持。我说，站在南丁

老师遗体前的，是他自然血脉的传承者和文

学血脉、精神血脉的传承者，是他最亲、最信

任的人，也是对他最亲、最敬重的人，我们以能

有他的信任而荣幸，也以能最后为他送行而欣

慰。南丁的女儿何向阳和他做了最后的告别，

她说，父亲告诉她，写作也好，干别的什么也

好，到最后比的就是人格，父亲不仅用语言，更

用一生的行动，教会她如何作文、如何做人。

我们送走了南丁老师的遗体，但他高贵

而伟大的灵魂仍在世间。

我知道，在中原大地，南丁也一样关爱、

扶持过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也一样热爱、敬重

南丁，一样在传承南丁的文学和精神血脉。因

此，文学不朽，南丁不朽！

送一个灵魂高贵的人远行送一个灵魂高贵的人远行
——悼南丁老师 □□何何 弘弘

有时我觉得，人是有宿命的。

比如我就突然发现，在自己的生命

历程中，总有些地方避不开、逃不

掉，仿佛枝叶相依，又似形影相随，

只要一阵风来，便婆娑、缠绕于彼

此的生命里，南雄珠玑巷于我，就

是这样一种前世命定的缘分，逃不

掉、避不开。

还在我幼儿时，在县采茶剧团

工作的母亲曾携我到珠玑巷演出，

只是那时我太小，虽然在珠玑巷逗

留了几天，但并未留下任何印记。

及至稍长，隔壁住了一个南雄籍的

阿叔，操一口与我老家安远话很接

近的南雄话，天天在门口和人讲西

天，而且总是夸他的老家南雄珠玑

巷如何如何好，又说这姓人、那姓

人的先祖都是从珠玑巷迁出去的。

阿叔的口吻有时像是在开玩笑，有

时则认真地和邻舍争执，他家门口

因此常年热闹。久而久之，大家都

晓得古时候曾有100多姓人从珠玑

巷迁往广州一带开基立业，我们这

些孩子听了，立时便对珠玑巷生出

几分神往来，心想我们要是也能像

古时的珠玑巷人一样迁到广州去，

不就可以吃到海参了吗？那时海参

在我们看来可是天堂才有的珍馐

美味啊！

从此，南雄珠玑巷带着海参的

香气，种子似的在我心里慢慢地抽

出芽来，我用少女特有的细腻将珠

玑巷灌溉成一棵长满神秘果的大

树，又用想象和憧憬将其装饰成遥挂天边、闪闪

发光的美玉，那独有的光芒照耀着我也诱惑着

我，我渴盼一亲珠玑的芳泽。然而从少年到青

年，我和它的机缘一直未到，我只能倘徉在文字

的方阵中感受珠玑巷。

珠玑巷位于广东省南雄市城北9公里的粤

赣交通要道，是古时沟通大庾岭南北的必经之

路，创于唐而盛于宋。作为有着1100多年历史

的商业古镇，珠玑巷既是古代中原文明向岭南

传播、辐射的首站，也是南粤海洋与珠江经济文

化北上中原的通道。宋时的珠玑巷街道两旁列

肆如栉，往来客商摩肩接踵，宋以后韶州岺水开

采铜矿，然后北运铸币，皆在珠玑巷中转，每年

仅此两项就需要挑夫10万人次。再加上赣南的

食盐要由广东沿海北运到南雄，再由陆路运到

赣南，也需挑夫10万人次以上，至于其他南来

北往的客商、海外使者更是无法计数。大名鼎鼎

的利玛窦在其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记

载，1595年（明神宗二十三年）利玛窦一行越过

大庾岭时，看见“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

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不计其数，队伍每

天不绝于踪”。由此可以想见珠玑巷当年的繁

华，不枉人称“小开封”了。

如果珠玑巷仅仅是上述描绘的这样一个古

代商业市镇，它肯定跟其他那些被岁月涤尽了

繁华的古镇一样早已在光阴中颓败成了一道浅

浅的印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珠玑巷却在千年

之后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不竭的光华，乃至

南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特邀我为其创作一本小

说，这又是因着什么呢？

话说北宋末年，宋室南迁，中原人氏为避战

祸纷纷南迁，他们历尽艰险，越过大庾岭后来到

了珠玑巷。位于南雄中部的珠玑巷土地肥沃，宜

农宜牧，这些流民有的自此在珠玑巷落户开基，

有的稍事休整继续南迁珠江三角洲。分布在今

珠江三角洲广府人的211个姓氏中，有191个

氏族是宋代从南雄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占了总

数的98%。另外，自宋到民国初年，珠玑巷的打

铁行当一直兴隆不衰，盛时小小的珠玑巷曾有

上千家铁匠铺。“南来车马北来船，十部梨园歌

吹尽”，真正是繁荣一时。鸦片战争后，随着海运

的发展，特别是粤汉铁路、韶赣公路开通之后，

南雄至大庾的古道为公路、铁路、海运所代替，

珠玑巷由繁华的商业圩镇变成了农村，但作为

南迁民族的发祥地，珠玑巷在广府人和客家人

心目中并没有因此失去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我去珠玑巷时它已不复当年的繁华，但那

些让外迁姓氏缅怀祖先的小祠堂倒

还显出几分昔年气势，仿佛时间形

成的一个个漩涡，既让人迷惑又叫

人感叹，透过时间的帷幕，我仿佛看

见了当年筚路蓝缕的先人正列队而

来，千余年的时光不曾蒙蔽他们眼

中的光彩，更无法消解他们身上的

力道，他们模糊的身影与面容凝结

成坚硬的骨骼，以一种严正的姿态

直面着我的凝视，让我心明眼亮，并

萌生出为珠玑巷而歌、为珠玑巷而

写的冲动。

于是，从2002年到2008年，我

利用节假日先后五次前往珠玑巷探

寻历史足迹，感受作为广府人姓氏

发源地和客家人中转站的珠玑巷

的脉动与呼吸。后来，我在长篇散

文《我的客家》中抒发了我对珠玑

巷的感受。珠玑巷知我心事，渐渐

地将自己修炼成一颗镶嵌在我的

记忆中熠熠发光的珍珠，让我无法

漠视和忘怀。

就像上帝让有缘的人相识再相

逢一样，我和珠玑巷也一样，兜兜转

转十几年后，我又因写作长篇小说

《珠玑巷》而再次与珠玑巷结缘。小

说的创作缘起于朋友傅菲的电话，

他问我愿不愿意写一部反映珠玑巷

历史的小说，我说我很熟悉啊，正巧

不久后又逢珠玑巷召开第二届姓氏

文化节，我受邀忝列嘉宾之席，目睹

了珠玑巷作为广府人姓氏文化发源

地而享有的威望，也看到八方游子

寻宗敬祖的崇敬与渴盼之心。在南雄市有关部

门的帮助下，我再次参观了古村、贵妃塔、姓氏

祠堂等地，其间听闻了胡贵妃南逃珠玑巷和罗

贵率众南迁的传说。现时的珠玑巷与十几年前、

800多年前的珠玑巷在我脑海中碰撞出铿然的

回音。我知道，那是创作灵感的召唤、是先祖灵

魂神秘的呼喊：我虽非广府人，可珠玑巷也是客

家人的中转地之一，况且，随罗贵南迁的33个

姓氏中也有温姓族人！难道自己不该为这样的

珠玑巷尽点儿绵薄之力吗？

我开始创作《珠玑巷》这本小说。说心里话，

因为我的贪心，《珠玑巷》写得有些艰难。我想将

阴谋、爱情、宫斗、历险、迁徙、逃亡等元素糅合

其中，让读者看得过瘾，又想让书中的人物承载

起珠玑巷人的大义与大爱，并在他们的选择和

奉献中凸现出珠玑巷作为广府居民姓氏发祥地

的重要地位与历史意义。于是，我借鉴了胡贵妃

和罗贵的故事传说，以珠玑巷为原点，以再生人

罗伟琳回忆自己的前前前世的贵妃生涯为切入

点，展开想象的翅膀，通过历史和现实两条线，

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发生于

800多年前南宋末年的那段生死攸关、惊心动

魄、波澜壮阔的珠玑巷人南迁的历史，以及主人

公们前世今生的种种，努力让读者能产生身临

其境之感。只是我担心自己的愿望很丰满，写出

来的文字却很骨感，这种力不能逮不能不说是

我的一种遗憾。

不过，身为作者，有一点我可以确保，那就

是我在写作时的那份虔诚与认真。为了珠玑巷

这本书，我贡献了数百个晨昏和夜晚。那段时

间，珠玑巷是我的精神原乡，是我的文字诗国，

它身姿挺拔地屹立在时光之河上，让我生出膜

拜之心。下笔时，我的文字便有了虔诚之态，那

些虚构的人物因此活跃起来，他们巧笑嫣然地

从那散发着书香诗味的南宋走出，挟带着一个

帝国即将消失前的奢靡与繁华，挟带着宋词的

豪放与婉约，也挟带着元兵的战鼓和蒙古马的

铁蹄声，更有崖山海战时的激越悲号在耳边回

响。我迷失在今时和古代的珠玑巷里，也迷失在

我用文字勾勒、催生出的人物群像中。偶尔的，

我会有时空交错之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曾经

活在南宋时期珠玑巷的“再生人”。不然，我为何

与珠玑巷如此缠绵不休？我相信这“不休”之后

是“不弃”——《珠玑巷》这本书就像我和南雄珠

玑巷共同孕育的一个孩子，作者、地方、作品三

位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何弃？珠玑巷就

这样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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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上，白描、张清华、刘琼、李云雷、刘

大先、杨庆祥等评论家从这套丛书出发，就少数

民族文学的价值、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的意义发

表了看法。大家谈到，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以往

学术界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神话、史诗以及那些

经典的作家作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下少数

民族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我们得以全面把握

中华民族文学蓬勃发展的面貌。很多少数民族

作家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有些

作品以其独特的气质俘获了更为广泛的读者

群。但是，评论家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

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会者还就文学作

品中的民族元素问题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进行

创作时，即使是用汉语创作，最好还是要具备一

种母语思维，以便在语言上呈现民族性。然而，

在写作的视野上要站得高一些，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很多标签式的“民族性”慢慢会变得没

有意义。因此，少数民族作家要做的就是，掌握

好“写出民族性”和“超越民族性”之间的辩证

法，让民族性元素连通到普遍的人性。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王璇、作家出版社副总

编辑张亚丽，以及禾素、向迅、马绍玺、巴兰华、

杭福柱等丛书入选作家也参加了论坛。

（黄尚恩）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贵阳学院教授王蔚桦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6年10月19日在贵阳逝世，享年79岁。

王蔚桦，笔名蔚桦、王桅。中共党员。1953年开始发表作

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鹰的故乡》等，散

文集《销魂集》等，诗歌集《邓小平之歌》等，理论集《电视的美学

特征》等，剧本集《茅台魂》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贵

州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王蔚桦同志逝世

本报讯 由杭州市文联、杭州市纪委宣传部等单位组织创作，陈

博君撰写的以纪检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为题材的纪实报告文学

《平凡的坚守》日前由杭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余延安同志生前为杭州市淳安县纪委审理室原副主任，他对党

忠诚，信念坚定；坚持原则，执纪如铁；心系群众，真心为民；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长期饱受病痛折磨仍坚持战斗在基层监督执纪一线，

2016年1月16日因病去世时年仅49岁。《平凡的坚守》以详实的故

事、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鲜活地勾画出了新时代大

背景下，基层普通纪检干部真实而感人的形象，弘扬了一种积极向上

的精神。 （杭 文）

长篇报告文学《平凡的坚守》出版
本报讯 11月 5日，由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和门头沟区文

联、作协联合主办的“新诗百年·张志民代表作暨诗意门头沟”诗歌朗诵会在

京举行。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和北京

作协的支持。

在朗诵会的上半场，朗诵艺术家们深情朗诵了诗人张志民的《王九诉

苦》《死不着》《每当我从这儿走过》《祖国，我对你说》等代表性作品，以纪念

这位从门头沟走出来的革命诗人。在朗诵会的下半场，朗诵了程步涛、峭

岩、寇宗鄂、崔墨卿、马淑琴等诗人创作的展现门头沟诗意风采的诗歌作

品。这次朗诵会拉开了门头沟区纪念新诗百年系列活动的序幕，为该地区

的文学建设书写了新篇章。 （黄尚恩）

北京门头沟唱响诗意新篇章

本报讯 近日，山东青年女作家黛安散文集《月光下的萝卜灯》作品研

讨会在泰山脚下举办。此次研讨会由泰安市文联主办，李掖平、郝庆军、赵

瑜、刘强、傅勇等与会研讨。大家谈到，黛安的散文多以童年视角叙写乡村，

语言朴素、简洁、准确，诗意充沛，散发着泥土和岁月的芳香。在对乡村风物

的描述中，天真无邪的童年目光，恰能洞穿饱经沧桑的世故人情，将人性中

的优美和高贵原生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月光下的萝卜灯》中的散文就是

如此，干净、纯洁、优美。

（欣 闻）

山东研讨黛安散文集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新浪

读书、微博读书联合主办的“2016亚洲

好书榜年度盛典”在京举行。此次活动

汇集了大冰、辛夷坞、苏芩、独木舟、苑子

文、苑子豪、卢思浩等微博作者，揭晓了

微博年度影响力作家、微博年度影响力

作品、微博粉丝影响力作者等十余个奖

项。其中，青年畅销书作家沈煜伦凭《四

世生花》获得亚洲好书榜总榜、话题榜、

分享榜三料冠军，刘同凭借《向着光亮

那方》登上好书榜前三甲，歌手、演员

张艺兴以新书 《而立·24》获得年度

总榜第五名。

作为一份面向畅销出版新书和原创

文学的跨平台联合榜单，亚洲好书榜自

2015年 9月成立以来，促进了优质图

书和 IP的推广和传播。据悉，该榜单

通过网络读者的影响力聚集了众多超人

气作家。本届好书榜共有264万人次参

与打榜，榜单阅读总数达76亿。微博

数据显示，温暖治愈系及心理励志类的

图书十分受热捧，影视剧的同名原著作

品也是读者的关注点之一，而碎片化阅

读习惯导致短篇合集成为大量“90

后”读者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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