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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当代著名作家、一代文学大师姚雪垠同志，离开我们整整 20
年了。最近到姚老的故乡河南省南阳市参加姚雪垠研究会，又引

发了我对他的回忆和思念。

我与姚老，虽然一位是军人，一位是文人，而且他年长我 30
余岁，却经常来往，成了忘年之交。姚老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

他那里受到的教育和启迪是极为深刻、终生难忘的。

我之所以仰慕姚老，与他相识相知，是从阅读他的长篇历史

小说 《李自成》 开始的。姚老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长篇历史小说

的开山鼻祖，是一位著作等身、名闻遐迩的大作家，特别是他历

时 42年写成的长达 320万字的 《李自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

社会影响。

记得 《李自成》 第一、二卷出版时，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

价，广大读者争先购阅，可谓一书难求，盛况空前。

姚老创作 《李自成》，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困难重重。让姚

老备感欣喜和幸运的是，他在遭遇困难时，得到了毛泽东、邓小

平及时而有力的支持和保护。

1966年 7月，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把时任

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同志叫到一边，说：“姚雪垠的 《李自

成》 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

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1975 年 11 月，毛主席患病已久，身体虚弱，在这种情况

下，还在姚雪垠写给他的书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

同意他写 《李自成》 小说二、三卷至五卷。”

姚雪垠曾动情地说：“毛主席适时地指示保护我，是要我把

《李自成》 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

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1978年 8月，复出不久、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同志，听取文艺

界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做了重要指示。他在谈到姚雪垠和小说

《李自成》 时说：“许多老同志都不写了，姚雪垠还在写。我的书

架上摆满了书，只有 《李自成》 我看。《李自成》 第一卷写得很

精彩，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是也很精彩，有独到之处，也是难

得的。听说他正在写第三卷，不知第三卷怎样？应当让姚雪垠同

志多参加一些外事活动。”

由于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有关部门很快解决了姚老的进

京户口、住房和配备助手等问题。对此，姚老非常感动，常对人

说：“邓副主席对我的关怀和鼓励，真使我终生难忘。他在刚恢

复工作不久，就派张平化专程来看我，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工

作那样繁忙，还仔细看了 《李自成》 第一卷和第二卷，并做了中

肯的评价；他又为我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亲笔批示，很快解决。邓

副主席曾自告奋勇当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后勤部长’，我说，他

也是作家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最好的‘后勤部长’！”

马克思曾赞誉莎士比亚是“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认为

“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高于其他一切小说家”。列宁和高尔基是同

志加战友的关系，他称赞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毛

泽东和邓小平对姚雪垠的评价和关怀，也必将成为永远流传下去

的文坛佳话。

在与姚老的多次交谈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他先后有过三个

座右铭，并且向我讲述了每个座右铭的内容和含义，我当时都记

录了下来。我那时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请姚老把他的三个座右铭

书赠给我，以作永久纪念。姚老之子海天同志也心记此事，愿意

促成。但姚老晚年身体不佳，多次住院治疗，我不忍心劳驾他，

未能如愿，以至成为我的一大终身遗憾。

在深切怀念姚老之际，我把他的三个座右铭发表出来，奉献

给广大读者，愿与大家一起从中受到教益。

姚雪垠的第一个座右铭是：加强责任感，打破条件论，下苦

功，抓今天。这是姚雪垠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 之后

的第一个座右铭。

他解释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或是写出一部像样的作

品，就必须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珍惜时间，下苦功夫。这几句

普普通通的话，说起来容易，可要真正做到，还真不那么容易

呢！我是于 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开始创作 《李自成》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

后来比较顺利的时候，我总是鼓励自己，抓紧时间，克服困难，

写下去，写下去！我每天凌晨 3点左右起床开始写作，数十年如

一日，已经成为雷打不动的习惯，这似乎也成了我的使命和

责任。

姚雪垠第二个座右铭是：耐得寂寞，勤学苦练。

他解释说：这个座右铭还有点辩证法呢！耐得寂寞的目的，

是为了勤学苦练。耐得寂寞的人，就能勤学苦练，从而做出成绩

来。这样，人们就会承认他、记住他。相反，耐不得寂寞的人，

就会心存浮躁，哗众取宠，热衷于出风头、赶时髦。这样的人就

不可能坐下来刻苦学习，更谈不上埋头钻研，就不可能取得大的

成绩，当然也就不可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耐得寂

寞，才能不寂寞；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

姚雪垠的第三个座右铭是：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

他解释说：所谓“生前马拉松”，是说人们度过漫长的人生

道路，并对社会做出应有贡献，就好比参加马拉松赛跑一样，中

途一刻也不能懈怠，不能停顿。所谓“死后马拉松”，是说对于

一个人的评价，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才能“盖棺论定”。但对有些

人来说，即使“盖棺”了，也还不能完全“论定”。比如对于一

些人的人品和作品，在他们去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后世之人还

会展开争论，或取或舍，或褒或贬，众说纷纭，这是常有之事。

不过，历史人物的功过，文学作品的优劣，自有其客观的评价标

准。有些人的作品，刚一写出来，可能热闹一阵子，但很快就会

黯然失色，被人遗忘。而有些人的作品，当时可能还不被人们所

理解和重视，但时间越久远，就会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甚至成

为传世之作。讲到这里，姚老特别强调，一个人要想在“死后马

拉松”赛跑中获胜，关键在于他在“生前马拉松”中的勤奋和

功力。

姚老在 80 高龄的时候，还满怀信心地说：“我要像一匹老

马，驮着重负，趁着夕阳晚霞，不需鞭打，自愿在艰苦的创作旅

途上继续长征。”

实践证明，姚老在“生前马拉松”赛跑中是一位成功者；我

们也完全可以确信，他在“死后马拉松”赛跑中，也必定是一位

胜利者。⑮2

春夏的风雨，来得没有任何兆头。昨晚照常散步，

河边，林荫道上，公园里，风的吹拂，花的芬芳，一群群的

人享受着夜的美好。然而，不经意的一声春雷，雨就哗

哗下来了。春天的雨，怎么会这么大！霎时，尖叫声，惊

讶声，呼儿唤老声混杂雨中。暴走的热身体，跳舞的扭

腰肢，娱乐的各杂耍，一时间都成了雨中的狼狈鸡。

南阳的春天的确很美，但也很有个性，鲜花明媚中

也会偶有小脾气，正如市花月季，虽芬芳，却有刺。

天无常，人感慨。人无常呢？

古来圣贤用经验和智慧归纳出“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可人总是不长记性，好了伤疤就忘了痛。像音乐

和戏剧，总想高潮和冲突，结果，不是弦断了就是人残

了。有几人能做到一如春风，永远和畅。就在这场猛来

的大雨前，我的一个曾经是富豪的朋友被法院拘留：因

违约无力偿还债务，被另一个曾经的好友申请强制了。

生命的落差瀑布一样，一落千丈。

想当年，他一夜暴富，腰缠万贯，身价不菲。出行云

端上，吃住别墅中，豪车、美女、鲜花、掌声，构成了生活

的奢华乐章，一切光环叠加于身，富在深山有远亲。失

联多年的同学，几十年不来往的亲戚，十里八乡的故友

旧眷，都通过各种线索和关系，蜂拥而至，抱拳发誓说：

想念有多苦，寻找有多难，感情有多近。滚滚热泪如夏

天扑面而来的雨，连石头也能融化。恭维吹捧中，年轻

富豪像快速膨胀的气球，被抬在云端成了“神”。“有钱了

就任性”，有时甚至触动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面子、排场

和热度足够了，头脑就发热，发热了就要变混。全世界

旅游购物、赌博炫富、打架斗殴，铲除异己。动辄几十

万、几百万，胡乱挥霍摆阔。

正如西方谚语：上帝想让你灭亡，必先叫你疯狂。

国学所说“德不配位，必遭祸殃”，物极必反是也。

想普度众生，做救世主，那也要缘来缘去，看对方有

没有善缘慧根、仁义德性。一味甩几个钱，摆几次阔，

逞一时之能，只会让人更浮躁势利，甚至拔苗助长，犯罪

自毁。

过度的挥霍放纵，富豪的事业衰落了，如今一无所

有，负债累累。富豪的今天，朋友像落叶四处飘散，亲人

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何也，朋友不解。我说，酒肉

金钱朋友，欲望利益关系，遇利则趋，遇难则散。这是生

命的落差，做人的质地。

高晓松酒驾入狱后自省地感叹：我们不但要有苟且

生活，更要有诗和远方。这正切中生活的真谛，人是动

物，但不能仅仅像动物一样活着。财富光鲜，但并不修

炼德性，缺德难立，厚德才能载物。

就像昨晚的雨，如果相信经验惯性，带上雨具，备上

衣服，就不会淋得如落汤鸡般冻得瑟瑟发抖了。要知

道，一分钟，外面就是另一个世界。如果有钱了还注重

修为，仁义厚德，普施众善，岂有众叛亲离，牢狱之苦。

似水流年，谁不羡慕那些把日子过成诗的人。况

且，尘世上总有一些美好的事物，让人怦然心动，比如：

晨起鸟鸣，夜半钟声

陌上花开，杨柳依依

晓风残月，紫陌听雪

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月上柳梢，人约黄昏

……

如今，这些美好的趣味离我们越来越远，焦虑、浮

躁、快节奏的工作，高压力的生活，让人变得麻木。物是

人非，我们丢失了情趣，变得乏味。想望诗意成了一种

奢侈，被人嘲笑是傻瓜，疯子。看看我们的先祖，虽然物

质生活不丰富，有时甚至有饥饿之苦，可他们简单的生

活却处处充满诗意。《诗经》中，举手投足，劳动娱乐，他

们多么年轻快活啊。

其实，古人是认认真真在过日子，不经意把平凡过

成了诗。其实，最是本色平常心。理解了生活，诗意并

不遥远，诗心也就在眼前。

人，往往在贪欲中失去幸福，在忙碌中失去健康，在

怀疑中失去信任，在计较中失去友情。有的人表面风

光，暗地里却不知多么肮脏；有的人看似生活窘迫，实际

却如清流干净，像最近的流浪汉沈巍，读书破万卷，虽捡

拾垃圾却也过得宁静悠然。

生活不是“生下来，活下去”，而是需要我们花一生

去研读品味。如何缩小生命的落差，高贵而又诗意地生

活，如昨晚那场没有预约的雨，只有准备着，才能不被雨

淋，不被冻得瑟瑟发抖如落汤鸡。⑮2

麦稍黄，杏儿熟。因而，故乡人把杏称作“麦黄杏

儿”。

“梅子黄时日日晴”，梅子黄时，杏也差不多成熟了，

挂在枝头，格外馋人。

我家屋后的池塘边，长着一棵高大的杏树，伸展的

枝条笼罩着坑边的水井。树荫浓密，井口难见天日，总

让人觉得井口一年四季都在冒着寒气。

杏树是我家的，水井则是公用的，整个村西的人都

靠这口井取水。取水的人多，大家又习惯早上来，难免

就要等待。等待时，不由自主地打量着井边的杏树，说

这树多少年了，都要成精了。

这树多少年了，几乎没人说得清，连我家年纪最长

的大爷爷都不知道。他说，我们家从北山搬来时就这么

粗了。那时，大爷爷还是个小孩，我的爷爷还没有出生。

杏树虽然年纪大了，对于开花结果这事却从不含

糊。惊蛰，一场春雨过后，杏花便按捺不住，一个个淡红

色的花骨朵涌上皴裂的枝头，再一场春雨，便在枝头含

苞欲放了。杏花有变色的特点，含苞待放时，朵朵艳红，

随着花瓣的伸展，色彩由浓转淡，到谢落时就成雪白一

片。“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

工。”宋代诗人杨万里对杏花的观察十分细致。

故乡人对杏花的兴致不高，惦记的是杏几时成熟。

取水时，伸手从枝头摘上几个，在水桶里扑棱几下，拿起

来就吃；走时还不忘再摘几个，塞进兜里，回家丢给孩

子。杏树的产量高，伸进我家院里的果子都吃不完。至

于院外的，谁愿意摘，就随便了。杏好吃，奶奶却不让我

们多吃，说“桃养人，杏伤人，梅子树下躺僵人”。杏是火

性，吃多了容易在肠胃内淤积，加重口干舌燥，引起便秘

等上火症状。

奶奶说，村里人老几辈子都吃过这棵树结的杏，灾

荒时，还救过村里人的命。即便这样，还有人打杏树的

主意。这个人是村里的能人，要承包池塘养鱼，嫌池塘

边的杏树遮挡了大半个水面的阳光，影响鱼的生长，要

把这棵一人多粗的杏树砍掉。我家是小户人家，无力抵

挡他的无理要求，只好同意。奶奶说，要砍树也行，但要

等到冬天，枝叶落尽，对着大树上三炷香。还没到冬天，

那个养鱼的能人就得了一场大病，几乎要了命。村里人

说，是杏树显灵，他终究没敢砍树。

可这棵杏树，最终也没有保留住。那一年，村里

的干部要在水井旁建一座冷饮厂，利用井水生产冰

棍。他们嫌大树碍事，就组织人把杏树砍了。终究，

冷饮厂也没有发挥效益，第一年技术不过关，冰棍总

不成型；第二年下了场大雨，井壁坍塌，重新修复

后，井水变得发涩，再也没有以前的甘甜滋味，渐渐

地，就废弃了。

这些事已过去将近 30年了。就在这个春天，我突

然梦见了那棵杏树，梦见奶奶端坐在杏树下，杏花粘

在发梢，井口里，淡红的花瓣漂浮在水面……

于是，这个春天，我在老家的旧宅旁，在老杏树

曾经生长的地方，栽种了一棵新的杏树。⑮2

寨茨岗怀寨茨岗怀想想
□樊德林

所有的事物，终会呈现出本来的面目

形象、土地、庄稼、家园、炊烟……

几千年前的转身和几千年后的惊叹

一瞬间，全部都打开了

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

他们的肉身，将在后洼村的田野上

以一粒粒尘埃的方式获得重生

他们的骨头

就是寨茨岗上生生不息的麦苗啊

他们还像原来那样站着

有父亲，有母亲，有孩子

背倚故乡，面向远方

脚下，是大面积葱郁的幸福

历史深处的风还那样吹着

岁月深处的雨还那样下着

他们的心，和今天

同样站着的我们

一样的跳动，一样的滚烫

不不为所为所动动
□彭三县

我胸口上的疤痕

被春风一吻，就解冻了

河水荡漾，曾经的缘

渔船，和钓雪的人

不为所动

痛过的往昔

是最美的图案

山山竹竹
□李 钧

细竿柔枝窄叶

不嫌土壤贫瘠

在山间土石间

甚至在巨岩缝隙间

举一竿竿绿色

擎一抹抹生机

山竹迎接风雨

山竹招引鸟雀

别过于苛责这些竹子

它们的确难成栋梁之材

生为山竹

就应该紧紧偎依着

这一座座青山

努力展露自己的风采

山竹虽细小

也有自己独特的追求

扎一把结实的扫帚

可以扫尽天下污垢

行行香子香子
南阳月南阳月季季

□何华民

春夏之交。白水迢迢。大观园

月季夭夭。株株姿艳，朵朵香飘。

又草如茵，花如海，景如潮。

万苞绽放，千枝招展。满世间，

芳馥萦缭。步移景异，处处妖娆。

醉好风光，好风水，好风标。⑮2

回忆总是苦涩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小

学生活总伴着忙不完的农活。

春天来了，似乎有薅不完的田间草，什么沙拉秧、

绿蒿子，偏来地里捣乱。麦收时节，天蒙蒙亮就上地，

拿着镰头“哧啦哧啦”地弯腰割起来，哈欠一个接一

个。割割，拉拉，垛垛，摊摊，碾碾，挑挑，再碾，再挑，再

推堆，再扬场……似乎永远也干不完。如果麦场碾出

来之后风上不来，就要堆在那里，人护着过夜，半夜来

风了，照着手电筒继续扬场。

那些年月，大风大雨来得急骤。多少次夜里被惊

醒，父母打着手电筒，拿着大胶带，飞奔到麦场盖麦垛；

多少次白天正晒着麦子，大风席卷，乌云翻滚，雷声隆

隆，大人小孩齐动员，忙跑去装麦子。秋天的夜晚，是

一堆堆剥不完的棉花，我们打着呵欠去睡了，大人们还

在昏黄的灯光下继续。如今回望过去，觉得当年的生

产生活条件简直不可想象。

那时，没有机械，只有老牛拉石磙，一圈圈地转来

转去，少不了还要接老牛急着拉的粪。邻居潘伯伯家

原本四口人的地就已经够种了，结果又包了三亩地，这

下，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也跟着成了大人。正在挑场，

挑着挑着，两个孩子站在原地，手中的木杈顶着胸口不

动了，潘伯伯气急败坏，走到跟前，却发现两个孩子都

睡着了，鼾声阵阵。瞬间，潘伯伯泪水“刷”地流下来，

挥舞着要打的手，放下了。现在想起这事，感觉格外

心酸。

然而，时代在发展，勤劳智慧的人民正创造着一个

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不知从何时起，古老的农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种、机收设备的投入，低毒

高效灭草剂的使用，各类种地补贴的发放，就近或外出

打工的潮流，土地的集中承包，美丽乡村战略的推进，

等等，让身在农村的每一位劳动者切实享到了“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惠，看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新面

貌，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农村劳动者的自豪和幸

福。⑮2

五月，我和她有一场盛大的约会。

南阳城就是她的家，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是

她的身姿，她的气息，她的海洋。她以排山倒海

的宏大气魄和波澜壮阔的态势向我奔来。我张

开双臂应接不暇。她簇拥着我，环抱着我，清幽

的香味氤氲成一缕暧昧的水雾，沐浴着我，让我

无法呼吸，无法迈步。

她就是月季。

她千姿百态。有小巧玲珑的花朵、精巧别致

的花束、华丽绽放的花树、柔媚回环的圈门、芳香

四溢的花径、随风舞动的花篱、耸立挺拔的花墙、

缓缓流动的花瀑、高踞头顶的花架、幽深曲折的

花廊、眼波脉脉的花巷、整齐列队的花田，以及一

望无际的花海，令人叹为观止！

她风情万种。有的端立，有的沉思，有的招

摇，有的搔首弄姿，有的互相调笑，有的争吵不

休。那粉红的笑脸是天真的女童，深红色坦然得

宛如大家闺秀，淡黄色矜持的是小家碧玉，暗红

中仿佛有金丝绒质地沉吟着的是贵妇，金黄色袅

娜着的是女王，黄花红边挤眉弄眼的则是热辣的

少妇。

月季园中，暖阳下，上万株形色各异的月季

争奇斗艳，丰腴而妖娆。我看了这朵看那朵，所

有的好词好句都派不上用场，只能不停地说：“好

美呀，好美呀。”凑过鼻子闻上一闻，满衣袖都沾

着她的香。

流连辗转于花丛中，不觉已黄昏，瓣瓣艳丽，

如绫如绸，在风里兀自妖娆。她们的容颜是美的，

她们的姿态是美的，她们安静的微笑也是美的。

我以为，人类一切的美，都源于花朵。她们

是诗和画，是音乐和舞蹈，是阳光和雨露雕刻的

绝美艺术。⑮2

姚雪垠的

三个座右铭

五月五月到到南阳来看花南阳来看花

作家走笔
水 兵生命生命的的落差落差

往事如烟
冯梦龙麦黄麦黄

杏儿杏儿

心灵感悟
朱立新劳动劳动者者

的的幸福幸福

守望芬芳守望芬芳 曾碧娟曾碧娟 摄摄

仰望蓝天仰望蓝天 周周 聪聪 摄摄

五月之魅五月之魅 周周 聪聪 摄摄

心事如兰心事如兰 曾碧娟曾碧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