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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活 着 ！ 我 真 实 ！

南阳是个盛产作家的宝地，孕育着一批

批文苑奇才。一千多年前，张衡的《两京赋》

造就了洛阳纸贵的奇观，庾信的《哀江南赋》

有千古第一赋的美誉。到了当代，南阳重量

级作家、作品，构成当代历史小说的奇观。

姚雪垠的《李自成》是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

说的开山之作。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中

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代表之作。秦俊的

《光武大帝》、寒川子的《鬼谷子的局》，书写

着南阳长篇历史小说新的荣光。

在优秀作家和作品的孕育中，南阳邓州

又是宝地中的宝地，是姚雪垠的出生地，二

月河的开蒙读书地。范仲淹没去看过岳阳

楼，却能在邓州任上写出千古绝唱《岳阳楼

记》，更是证明了邓州这块土地的神奇。邓

州著名作家周大新的《第二十一幕》《安魂》，

足以证明邓州的文气、文脉，不止孕育优秀

长篇历史小说这一品种。

邓州作家郑洁历经十数年寒窗笔耕，创

作了长篇历史小说《醉芙蓉》《烽火红颜》，都

市婚恋长篇小说《与谁共舞》《婚前诱惑》《给

我嫁衣》《你是我的娇莺》等，又以数年之功，

创作了近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清照》，

证明了邓州女作家的实力。

大国历史浩若繁星，被载入史册的女性

少之又少。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为婉约词派

宗主，受誉千古第一才女，广为世人关注，然

对她的故事知之甚少。如李清照出身于书

香门第，嫁给赵明诚，遭赵府遣离，后夫妻再

聚，致力于搜集整理书画金石；金兵入侵，赵

明诚殁，李清照孤身流寓江南，境遇凄苦，经

历了逃亡、再嫁、讼夫、坐牢等事件，卒年七

十三岁。

伟大的国度诞生伟大的人物。非凡的

经历造就非凡的人生。非凡的文学成就，为

李清照笼上一层神秘光环。她到底经历了

怎样的人生？为何不孕？为何再嫁？为何

讼夫？为何坐牢？史书所载有限，世人多有

关注。这一切问题，皆可在长篇小说《李清

照》中找到解答。

小说《李清照》时间跨度五十余年，故事

曲折叙事宏大，文笔婉丽感情细腻，以大宋王

朝为背景，以李清照的命运发展为主线，讲述

了她与赵明诚相识、结合到生离的爱恨情殇；

靖康之乱前后夫妻同心救助百姓、安置灾民、

募兵抗金、保卫汴京等爱国壮举；赵明诚殁

后，李清照为保护金石随驾逃亡，险象环生、

颠沛流离，后再嫁、讼夫、入狱等曲折经历。

暮年的她壮心不已，为大我舍小我，为联络四

方英雄营救岳飞不惜代价，为铲除国贼秦桧

建言献策、不惧威胁、不惜牺牲……

小说《李清照》既有家国情怀，又有闺中

乐趣；既有恢弘大气，又有纤纤柔情。作者

在对李清照的命运描写中，将北宋党争、后

宫纷繁、联金伐辽、靖康之乱、宋金对峙、二

圣被掠、建炎南渡、金祸江南、英雄抗金、岳

飞冤死、绍兴和议等历史细节，精彩纷呈地

展现于读者面前，且让南、北宋名流纷纷登

场，塑造了苏轼、秦观、黄庭坚、李格非、陆

游，宗泽、韩世忠、岳飞、李纲，蔡京、童贯、高

俅、秦桧等人物，个个形象饱满，呼之欲出。

也写了徽宗的王皇后、郑贵妃、乔贵妃、吴婕

妤，赵构的杜贵妃、吴皇后，以及帝姬赵嬛

嬛等个性突出的众生相。

小说既有南北宋风俗民情，也有江南吴

越文化，在人物的塑造上惟妙惟肖，每个人

物都有其灵魂支点。

小说自少年李清照写起，情节曲折生

动，感情细腻厚重，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有血

有肉、个性鲜明的爱国主义女词人形象，也

将恢弘王朝、政党之争、大宅乱象、人心反复

描写得淋漓尽致。其中人性的嬗变，命运的

沉浮，爱情的挣扎，才女命运与家国荣辱密

绵交缠，既引人入胜又扣人心弦，既动人心

魄又催人泪下，既令人感叹又令人唏嘘。

文学是门综合性艺术、形而上学，属意

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优秀作家必备崇高的

灵魂，必须德艺双馨。中国之大，作家济济，

然对李清照的故事挖掘存在欠缺。郑洁勇

舍弃、耐寂寞、抗诱惑，倾心倾力倾爱倾智，

以丰沛的才情，以崇高的爱国情怀，以跌宕

起伏的故事情节，勾画了李清照的一生风

云，创作了一部爱国才女的命运史诗；为读

者奉献了一场神形兼备的文学盛宴，一道历

久弥香回味悠长的芳醇烈酒；填补了国史的

空白，树起了文学的丰碑。

国庆、中秋双节将至，举国同庆的好日

子，《李清照》将要与广大读者见面。我的家

乡南阳镇平与邓州毗邻，邓州作家创作出了

重量级作品，我自然有宣传推介的义务。李

清照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女作

家，既可吟“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戚戚”“绿肥红瘦”，又可叹“生当作人杰，死

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种

集豪放、婉约于一体的巨大才情，使她在女

性作家中独步千古。同时，李清照人生经历

的丰富，恐惟有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才堪比

拟。郑洁写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中国第一

才女，可喜可贺。

是为序。②5

绝 代 芳 华 为 谁 殒
——《李清照》序言

我活着，我真实。哪怕真实的代价如

此沉重！

好好地活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

伤天害理，也不奴颜媚骨，更不贪奢无度。

既然此生注定了我不能成为冲锋陷阵保家

卫国的男子汉，那么，我就做一个不骄不躁

干净利落的女子。

活着是需要付出的，真实更需要代

价。碌碌红尘，如果感受到流淌的温暖，

说明活着的真实；如果体悟到纠结的痛

苦，说明真实地活着。多年风霜雪雨的洗

礼，原以为早就百炼成钢，不承想依旧有

笑有泪有欢喜有痛苦有梦想有折磨，如此

清晰鲜明的感知，如此华丽真实的感触，

也许终将过去，也许黯然落幕，也许在沉

默的喧哗里，静悄悄地绚烂成一朵枝头的

昙花。

我活着，我真实。我的生活，割裂成两

只脚的较量。一只脚在现实中，按部就班

规规矩矩地生活；一只脚在梦乡中，天马行

空自由自在地写作。生命的数量与生存的

质量，在无数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或无数个

狂风暴雨的黎明，点点滴滴地纷至沓来，融

汇成一幅幅姿态各异的动人画面，自由交

替，诡异多彩。

梦中的生活是一首诗，生活的梦中是

一朵花。诗有筋骨，花有芬芳。我的人生，

也在贫乏与沉重里丰富，在浮躁与喧嚣中

纯粹。即便是浑浑噩噩里的碌碌，也经受

着彻骨的阵痛与真实的哀伤。因为，生活

里并非只有温暖的阳光与莹洁的鲜花，生

命里的伤痛，往往会令人难以自拔，只是因

为有了诗意与花香的浸润，才彰显了明亮

与生动。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起来很容易，做

起来却未必容易。海阔天空里的思维，常

常无边无际无影无形甚至无法自控。有时

潸然泪下，只为自然万物的生老病亡；有时

黯然神伤，只为花开花落的红尘沧桑；有时

杀伐跌宕，只为避无可避的风霜雪雨；有时

恬静安详，只为流连心田的茉莉清香。行

在人生旅途，总会有一些难言的刺痛无法

根除，也总会有一些难受的不适无法躲避，

不当逃兵，勇敢面对，是梦一贯的准则，或

许也是最明智的选择。而学会适应学会习

惯学会淡然处之，或许才是无往而不胜的

至尊法宝。

我活着，我真实。榕树下的情感境界，

并非人人都能理解，好比生活里只有阳光

空气而没有食物，生存就无法想象。真实

的世界里，没有物质的依附，精神就无从

归属。然而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精神境

界，又有几人去认真思索定位追求乃至实

现呢？轻歌曼舞飞车曲，魂牵梦萦作文

时。忙忙碌碌的间隙里，无法停下前进的

脚步。

我真实地活在我自己营造的梦境里，

榕树下的向往，成为一种柏拉图式的希

冀。愈来愈多的潜意识，凝结成一个又一

个清晰而又模糊的目标，要么渐浓渐烈，要

么渐淡渐远，一次又一次磨折，始终不曾消

亡。即便所有人的人生之路，都只有一个

既定的目的地。短暂的旅途，也期望感受

昙花般的绚丽。因为人生，有多少优雅的

痕迹，就有多少醇美的回忆。

分分秒秒执着里，日日夜夜行走间，

要么活成一本诗书，在铿锵妖艳的夹缝

中流连清风明月；要么活成一道风景，在

喧嚣浮躁的红尘里曼妙绿水青山。虚伪

和欺骗，只是给无聊的人制造了借口；善

良 与 耿 直 ，又 何 尝 不 是 保 护 时 光 的 武

器？无论爱或者不爱，都无须有恨。毕

竟光阴易逝，人生苦短，不知不觉间岁月

就只能回味，幸好还有文字，令我们可以

重温梦境里的过去。

我活着，我真实。我把我的心事，浇灌

成一朵朵美丽的茉莉花。静悄悄地开放在

角落里，呵雾成霜，凝气成香，可徜徉，可翱

翔，可欣赏，可珍藏，可编织霓裳，可精制佳

酿，亦可魂梦飞扬。②5

丹淅石及其他
□ 吴浩雨

金纹石

从秦岭来，也从天堂来

石头和河流是孪生的姊妹

每一块是丹江不愿消化的心事

纹路缠上去

一辈子不离不弃

淅川人习惯把它们埋进地基

垒进墙里，作为身体的骨头

他们把寓意人间情愫的图案留下来

欣赏爱抚打蜡

像浮雕一般散着光芒

丹淅石的品质都蕴含在

砥砺岁月的黑色容颜里

书写的墨迹全化作

金黄的纹路，河流孕育的胎记

亚洲虎睛石

那个下午的心事与你有关

与动物有关的，百兽虎为王

与老虎有关的，物以稀为贵

一块块石头流露出老虎凶狠的目光

它是食肉动物，剑齿必须锋利无比

矿口的植被慢慢恢复

做了矿口的封条。矿口即虎口

人们都冲着老虎来，在虎口拔牙

修行，活下来，做一块石

骨头硬，黄色基因，声音亮

在丹江的领地游荡觅食

寻找另一双眼睛 ②5

我想知道，太极峡，在它禅境的果核

里究竟会有着什么样的蛰伏?
这恐怕不是单靠想象就能企及的，

也许只有走进太极峡，才能感受大自然

的神奇。

峡谷里无峰非峭壁，有水尽飞泉。山是

水的梦想，水是山的向往。山水相依，如胶

似漆。绿蕨和青苔在，斑鸠和翠鸟也在。也

不知是从何年何月起，它们就开始在这山水

间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也许过惯了衣食无

忧的日子，看惯了天高云淡的风景，一切都

显得那样心安理得、自然而然。

可能我有点故弄玄虚。抬头望见一

棵树，觉得它正透露荣与枯的玄机。低眉

遇上一株草，觉得它深藏刚与柔的哲理。

甚至指上拈了一朵花，也觉得它暗蕴得与

失的启迪。但分明，我又觉得这并非自己

心有所悟，否则怎会无法用言语表达？实

则，口不能言，是心无所感。

难道说，只有那些每天奔波在距离自

己出生地很远地方的人们，才会懂得更多

难以辨认的事物?譬如眼前的风景，譬如

内心的沧桑。

一时间，我不禁有些迷茫。

经人指点，我登临山巅，在一座造型

别致的亭子中俯视整个峡谷。意外发现

了两条巨大的阴阳鱼，它们首尾相接，纠

缠一处，竟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幅“天然太

极图”。原来是长年累月的侵蚀、风化才

形成了这人间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果然功力深厚。

有人说，这是一条青龙和一条黄龙演

绎而出的爱情故事。我感叹岁月的狂风

也没有吹散它们紧挽的手臂，感叹千年的

冰雪也不能封印它们炽烈的火焰。这是

生命的本能吗?这是人类的本性吗?这是

爱情的本色吗？

我痴痴地凝望着这千年不变的姿态，

久久不愿挪动脚步。

我开始喜欢这青龙与黄龙，喜欢这阳

鱼与阴鱼。因为正是它们让山不再是山，

让水不再是水。

想起刚才的峡谷迂回，栈道蜿蜒，仿

若清风也在轮回，乾坤也在旋转。

人生会有多少进退之际，又会有多少

俯仰之间。滚滚红尘，芸芸众生，会有几

个人能像太极那样从一个神秘的起点进

入，再从另一个神秘的起点走出，而且能

做到无始无终?
若做得到，那他无疑是这世间游刃有

余的高手！

蓦然，峡谷对面有山歌响了起来，是

一男一女在对唱，清丽而嘹亮、婉转而深

情。可惜只闻歌声，不见人影。而且，人

家是用外地话唱的。说实在的，我到底没

有听懂多少。但我晓得它最为关键的东

西，那就是爱情。这世上，唯有爱情，无需

翻译。也唯有爱情，才能做事业与生活的

强大推手，才能让一切像太极一样悠然旋

转，周而复始。那些宁要美人不要江山的

王者，内心肯定有更加深邃的触动。

其实，谁还没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只

是，伴随着太极的旋转和变化，还会有振

奋人心的鼓点不期而至吗?真心渴望梦想

与现实的再一次契合，哪怕只是灵魂与灵

魂的一场偶遇。

有一个地方，你可以不去。你不去，

山水依旧苍苍。你去之后，山水愈加

茫茫。②5

“明天就离开家走远，今天你爸爸给你做

了一桌子菜，吃这个红烧肉，这个清蒸鲈鱼，还

有 这 个 青 椒 爆 炒 猪 肝 。 喏 ，都 是 你 爱 吃

的……”妈妈边说边给我夹菜，爸爸在一旁看

着我吃，又眯着眼笑。本来就不大的眼睛，一

笑竟然挤出很多皱纹，眼睛显得更小了。

多少年来，生活永远平静而单调地重复

着，但爸爸的菜却花样百出，温暖着每一个平

淡的日子，像泉水般温润流淌。慢慢品味，细

细咀嚼，才发现，最幸福的生活，不过是在如水

的平淡中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寻找最浪漫的

温柔。

记得早先年少时，空闲的清晨，脚踩晨

光，爸爸便去菜市场采购食材，而我也总喜欢

跟在爸爸身后感受人间一隅的烟火气。缓缓

入耳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匆忙的脚步声，

让宁静的清晨瞬间有了人情味儿。通红的辣

椒，细绿的小葱，碧绿带刺的黄瓜，冒着热气

的白豆腐……空气里充满了新鲜蔬菜刚被割

下来的青气。

回到家，爸爸便开始用各种香料煮肉，用

各色调味品腌肉，去腥，再改刀，切成薄片或细

丝，每一步都井井有条，得心应手。自然的馈

赠时常不遂人愿，但世间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

负。爸爸用不同的烹饪方法做出不同的美

食，或清蒸，或炖煮，或油炸，或爆炒，或生煎，

或红烧，让普通的食材保留原本味道的同时

又迸发最感人的滋味。我总是站在爸爸身

边，看着他庞大的身躯在小小的厨房快速移

动，左手倒着调味品右手翻着菜铲。爸爸胖，

忙活起来，身上的肉都在抖动；爸爸爱出汗，

脖子上总搭着一条湿漉漉的毛巾，或许是汗

浸湿的。我就负责打杂，拿调味品，递菜，爸

爸也会教我如何熬糖油，如何调火候，如何切

菜不伤手。看着火苗热烈着，欢腾着，爸爸总

是说：“不管食物还是人生，掌握火候很重

要。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多姿多彩。”

做好的菜被倒进白瓷盘，一家人围坐一

桌，忙碌疲惫的心在那一刻化为乌有。茶杯

一起碰撞的清脆声格外悦耳，还有电视机里

播放着咿咿呀呀的豫剧……生活的不如意，

被碾碎成美味的菜肴，留下美味的颗粒落入

盘中。麻辣酸菜鱼，鱼肉细嫩，汤酸香鲜美，

微麻而不辣；麻婆豆腐，肉末的鲜美与豆腐的

清香完美融合，再撒上半把葱花，把白色的水

豆腐衬得格外诱人；金黄色的生煎包，酥脆且

薄如蝉翼的外皮，韭菜、香菇和鸡蛋制成的菜

馅儿，咬一口，唇齿留香；肥瘦相间的红烧肉，

红扑扑，亮晶晶，第一口咬到肉皮，牙齿轻轻

往下纵切，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久而久之，

那些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与父爱、亲

情、故土等融合在一起，才下舌尖，又上心间，

让我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个是情怀。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生活原

本不断枯燥地重复，没有轰轰烈烈，唯有这

些美好的细节让生活越品越有滋味。”或传

奇，或感动，舌尖停留在唇齿间碰撞出别样

的火花。或温柔，或热烈，让亲情缠绕出千

千万万条丝。

把温情和爱意融进菜肴，牙齿慢慢嚼出滋

味，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在风味人

间，同尝百味人生，共赏星辰日月，便已足够幸

运，若还能长久同坐共餐，今生难得。无论今

后我身在何方，家是我永远眷恋的地方。在万

家灯火深处，有一团暖光长明。②5

秋
□ 雪人

秋惑

风，抚摸夕阳

明媚，帅气

背光里飘散着长发

是爱羽化的翅膀

蒲公英夜夜梦到飞翔

一条隐约可见的山道

是心里时时作痛的伤疤

再也没有勇气去走

秋来了，脚步忍不住想念旅程

你说，野菊开花就回家

归途不需理由

夜读

心里翻滚的巨浪

只有诗文懂得平息

轻触墨香

就如抚摸你的脸庞

眼睛里抽出我的灵魂

从尘埃里

一点点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