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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李天岑做客本报文化会客厅，畅谈长篇小说《三山凹》——

用人物命运浮沉镜鉴大时代变革

南阳岩石文又有重大发现南阳岩石文又有重大发现，，为国内首次发现的刻有文字的远古祭坛为国内首次发现的刻有文字的远古祭坛——

日月坛上日月坛上 留下远古文明的印迹留下远古文明的印迹

本报记者 李 萍

1978、2020，两个普通的数字，却是两个打着难忘

烙印的特殊年份，串联起 42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沧海桑

田的巨变。面对这一震古烁今的历史进程，文学创作

者该如何紧跟时代，站在历史的高度讲好中国故事？

对此，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协顾问、南阳市作协名

誉主席李天岑用长篇小说《三山凹》交出了自己的答

卷。这部从酝酿到写作历时 5 年、从正式写作到出版

历时 3 年的作品，以名为三山凹的小山村为故事叙述

空间，以三山凹村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出生的三个发小

在改革大潮中不同的命运拼搏为主线，在 40 多年的时

间跨度中全景式勾勒出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恢

弘画卷。

10 月 13 日，李天岑做客南阳日报文化会客厅，分

享长篇小说《三山凹》创作历程和心得，畅谈创作与时

代的关系、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会客厅

新媒合作：“直播南阳”云播台

⑦⑦

以个体的命运，铺展
开宏大的历史叙事

毫无疑问，长篇力作《三山凹》描写

的是中国农村改革和脱贫致富的宏大主

题，只是李天岑并未直奔主题从宏观上

对其大书特书，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从

个体人物命运入手，将三个发小的人生

巧妙地嵌入这段时代变革的背景中，以

人物串联大时代，以人物见证大时代。

于是，普通的个体生命历程，因融进了

大时代变革的浪潮中而有了典型的标本

意义。

这部小说在李天岑心中酝酿构思许

久，也与文友多次探讨，最终决定通过不

同人物的人生奋斗经历来呈现社会和国

家的变迁。“我听说西峡企业家朱书成的

老家村里有三个虎年出生的人比着干，

看谁生意做得好做得成功，就萌生了写

三个发小故事的念头。”李天岑说，个人

与时代紧密相连，大时代的宏大叙事背

后，就是一个个个体命运的巨变，所以，

尽管他设计的三个主人公因不在一个平

台上而写作难度大，但经过深思熟虑后，

他还是于 2017年国庆节开始动笔创作。

一场白娃与美女黄花琴的私奔闹

剧，让三个发小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锐

意改革的柳大林、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

张宝山、投机取巧并走上犯罪道路的

白娃——小说从不同人物角度多层

次地呈现出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改

革开放初期既生机勃勃又泥沙俱

下，既有柳大林这样的改革者，

也难免出现白娃这样被人唾

弃的人物，这是不可回避

的。”李天岑说，文学作品最忌讳概念化，

必须塑造好血肉丰满的人物、丰富真实

的细节来吸引和打动读者。因此，这部

作品虽写改革开放，但并没有去写如何

开会研究政策、如何制定改革方案等程

式化东西，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勾勒，

通过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婚

姻家庭、伦理道德、乡情爱情亲情等多

方面的冲突，呈现出作品的艺术性、人

物的多样性。

不仅是主人公，《三山凹》对一些配

角甚至细枝末节人物的形象刻画也十分

鲜明生动。李天岑说，一部小说就像一

台戏，无论主角还是配角，只要“演”得好

就能为戏添彩。所以他比较注意处理好

不同角色的关系，力求使每个出场人物

都形象饱满各有特色，“好的作家要像乐

队指挥，各方面都把控好才能奏出和谐

的乐章。”正是小说中这群鲜活人物的人

生及情感的彼此交叉呼应，才铺展开了

一幅宏大生动的改革图景。

以山村的变迁，映照
改革开放的最美画卷

三山凹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但在

李天岑笔下，其叙述空间跳脱出一点一

地，从山村写到乡镇、县城，写到改革开

放的前沿深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

直写到新时代的当下，把一个小山村的

变迁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联系起来、与

脱贫致富奔小康联系起来，体现出了时

代特征，也映照出农村改革开放的最美

画卷。

李天岑认为，讲述改革开放，写小山

村更有代表性。“从小山村到乡镇、县城，

甚至把深圳和小山村的改革开放融为一

体来写，展现城乡一体的发展，展示北方

小山村在改革春风中与改革开放前沿城

市一样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会更有

说服力，也更能体现改革开放的巨大意

义和魅力。”在小说中，三山凹从一个落

后蒙昧的山村到打造了太公湖风景区、

玫瑰花产品生产线和五谷丰登合作社的

当代农村改革样本的现代乡村，从一个

小切口展现时代大变，成为当代中国农

村改革的缩影。

要创作这样一个时间跨度长的重大

现实题材作品，作家既要有深厚的生活

和艺术积累，也得对时代生活有深刻的

把握和洞悉力。显然，长期的从政经历、

丰富的人生阅历、扎实的写作经验，都使

得李天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站位更高、

视野更广阔、思想更深刻。李天岑说，福

楼拜曾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每个

作家一动笔，都会写自己熟悉的东西、熟

悉的人与事。虽然《三山凹》写的是一个

县域，但他尽可能地融入大量的南阳元

素、运用大量的南阳语言，既接地气又很

好地宣传了南阳，同时让大家通过阅读，

从一个小山村的变化、一个县城的变化

中，真切感觉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脱

贫致富奔小康中南阳人乃至河南人的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在南阳工作几十年，了解熟悉的东西

最多，有些事情亲手处理过，写起来也顺

手。比如小说中大林娘生病住院，家乡

修路、建学校、打机井这些事情我都经历

过。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避免或多或

少有作家的影子，作家只有把自己摆进

去、深入进去，才有可能把作品写得更生

动更真实。”

以作家的担当，为时
代留下独特的影像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史

诗性变化”，处于伟大变革与全面发展的

新时代，作家应坚定创作方向，用文学创

作深刻反映时代的历史巨变。文学博士、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刘宏志评论

说，《三山凹》是一部“用小说讲述中国独

特的改革故事”的重要作品，“《三山凹》以

作家的敏感，以及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基

础，全方位呈现出了在改革开放奔小康过

程中，中国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一步步的

变革与进步，以文学的方式，给这个伟大

的时代留下了独特的艺术形象。”

对此，李天岑说，文运同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相连。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亲

历者、参与者，也是时代的表现者、记录

者，所以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必须紧贴时

代、观照时代、书写好时代，为时代的前

进和发展鼓与呼。在创作中必须脚踏实

地，以人民为中心，写人们爱看的作品，

把文字写进群众心坎里，以作品的艺术

感染力去鼓舞人、教育人，给人以力量和

信心。“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

史》等，包括贺敬之、艾青等人的诗，无

不有着显著的时代烙印。”李天岑说，

创作《三山凹》时，他也力求体现时代

的特性，使人物奋斗的过程与改革

开放的过程相契合，以人物奋斗

的底色映照出改革开放的成就、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成色，为改

革开放树碑立传，为新时代

颂扬讴歌。②9

岩石上刻下先民对日
月星辰的理解

从外形来看，该坛为圆形祭天坛，采

用衬托手法雕刻，这种手法是把圆形祭坛

周边的岩石凿去，凸现出圆坛的高度，坛

雕刻在一块有坡度的岩石上，岩石南北

长 39米，东西宽 27.5米，坛直径 1.7米，以

坛为主体，坛下方凿有菱形图案，寓意生

殖崇拜，坛上方正中位置刻有通天石阶，

石阶两端，也就是坛顶的南北两角，分别

雕刻着“旦”和“月”两个岩石文字。

在坛北端，有三块弧形石头，边缘经

过修正，石头顶部刻有数个大凹穴。其

中一石头侧面被凿成凹圆面，直径一米，

下部被泥土覆盖。孙保瑞说，这种结构

在鸭河工区皇路店镇髙咀坡村、蒸馍石

岭，唐河县湖阳镇杨寨村及卧龙区龙王

沟风景区等岩石文化点均有发现，为祭

坑遗存。坛的南面有梅花图，一个大凹

穴，周围环绕着三组凹穴组合符号。该

岩石文化点内容丰富，特别是由“旦”和

“月”岩石文构成的日月词组，体现了远

古人对日月星辰的深入理解和在生活中

的应用。

孙保瑞说，《说文解字》载：旦，明

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凡旦之属

皆从旦。此岩石文的“旦”字，直径 20厘
米，像太阳从地面升起，意为天亮，也有

“日”之义。“月”字符则是一个挖凿的圆

凹槽，直径 20厘米，槽内南面较深，在光

线下呈现出月牙形状投影，一目了然。

“月”字尚不成熟，体现了萌芽状态文字

发展的阶段，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古人

“观物取象”的见证。正如《说文解字》中

说 :“象形者 , 画成其物 , 随体诘诎 , 日、

月是也。”他分析认为，这里发现的日

月岩石文与祭坛同框，展现了远古祭

祀活动的频繁和社会制度化的形成，

说明那时的华夏地区已开始步入高度

文明。

高规格的日月坛堪称
天下第一坛

自然现象对远古人类的生存来说非

常重要，受当时条件所限，人们几乎靠天

生存，因此把与自身生存有密切关系的

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作为崇拜对象、作为

有生命力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神灵加以

顶礼膜拜，祭坛，因此可成为研究原始宗

教及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个重要

依据之一。

在多年的考证中，孙保瑞认为，圆形

祭坛仅在南阳岩石文化中就有多处遗

存，它是氏族部落首领沟通天地、祈求风

调雨顺的祭天圣坛，也是世俗百姓在日

常生活中“与神灵对话”的精神活动平

台。从制作形制上来分析，谢庄镇发现

的这一祭坛，构图为一个圆形（“日”字）

和一个半月（“月”字）组合，由“日”、

“ 月”共同组合而成，古称之为“ 日月

坛”。而坛的上方两侧又各有“日、月”二

字，由此可以分析此坛是高规格的远古

祭天坛，亦可称为日月坛。“在目前发现

的远古祭坛中，它的规格之高实属罕见，

即使说它是天下第一坛也不为过。这种

刻有文字的祭坛在中原乃至全国的先秦

文化遗存中都是首次发现，从文字内涵

上丰富了祭天内容，是宝贵的文化遗

产。”孙保瑞说。②9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岩石文（岩画）是远古时

代人们在岩石上磨刻和涂画的各种图像，成为人类

没有文字之前文化的最大载体。在南阳多地，便分布着

数量众多的岩石文遗存，这些凝固在石上的远古“史诗”，

是南阳作为中华文明探源核心区的实物见证。

近日，南阳岩石文又现重大发现：在卧龙区谢庄镇，南阳

理工学院副教授孙保瑞发现了一处远古祭坛——日月坛。这是

目前发现的远古祭坛中较为罕见的高规格祭坛，也是中原乃至

全国首次发现的刻有文字的远古祭坛，是远古岩石文中的精华和

宝贵的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李 萍

李天岑（右）做客南阳日报文化会客厅 全媒体记者 刘 影 摄

为切实履行财政部门会计监督职责，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河南省财政厅关

于组织市县财政部门开展 2020 年度会计信息

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豫财监〔2020〕77 号）要

求，南阳市财政局决定对 53 家单位会计信息质

量进行检查，现将受检查单位名单予以公示。

南阳市财政局

2020年 10月 15日

南阳市 2020年会计信息质量拟检查单位名单

1.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南阳市办公室

2.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南阳市民政局

4.南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5.南阳市农业农村局

6.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7.中共南阳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8.南阳市宛东中等专业学校

9.河南桐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桐柏县宏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1.镇平县聚能新能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2.镇平鸿鹄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3.镇平县城管执法局

14.镇平县高丘镇财政所

15.河南冠宝云统药业有限公司

16.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17.南阳市鸿德财税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18.南阳赊旗新能源有限公司

19.社旗县扶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社旗县鑫泰砂石有限公司

21.社旗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2.社旗县城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3.内乡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4.内乡县民政局

25.西峡县农业农村局

26.西峡县交通运输局

27.淅川县农商银行

28.淅川县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9.南阳市尚合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30.淅川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1.淅川县房产管理中心

32.宛城区残联

33.宛城区医疗保障局

34.南阳市鸿泰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35.南阳市卧龙区移民局

36.南阳恒信达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7.河南通赢天下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8.新野县移民局

39.新野慧算账会计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40.方城县新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1.方城县泰合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42.方城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43.唐河县正大会计代理有限公司

44.南阳市华税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45.唐河县唐洲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46.唐河县华昌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47.唐河县就业管理局

48.唐河县兴唐投资有限公司

49.唐河远途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0.唐河县鸿禹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51.唐河县龙祥城乡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2.南召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3.南召县劳动就业办公室

南阳市 2020年会计
信息质量检查公示

本报讯 （记者李 萍）以艺战“疫”，温暖同

行。记者昨日获悉，“打赢 2020年疫情防控阻

击战”河南民间艺术优秀作品展中，南阳 20件
作品入展，涵盖了布艺、烙画、根雕、石雕等多个

门类。

为配合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展

现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河南省文联唱响

文艺界抗疫战歌。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响应

号召，积极开展了“打赢 2020年疫情防控阻击

战”民间文艺作品创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共

收到全省 360余位非遗传承人创作的 2000多件

抗疫主题的民间艺术作品，本次展览从这 2000
多件作品中精心挑选出 100多件民间艺术优秀

作品进行展示，内容主要表现战斗在一线的科

研工作者、医护人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及广

大人民群众投身抗疫的英雄模范、先进事迹和

感人画面。在此次创作活动中，南阳市文联、市

民协积极组织，全市民间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

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抗疫主题作品。本次展览

的 100多件作品中，南阳就有 20件作品入展，展

现了南阳民间艺术家的战“疫”担当，也展示了

南阳民间艺术的魅力。

据了解，本次作品展国庆期间在郑州绿博

园展出，节后在中原非遗研究院专室陈列。②9

河南民间艺术战“疫”作品展

南阳20件作品入选

上疫线 侯显珍（布艺）钟南山 武 磊（烙画）

日月坛 本报记者 李 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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