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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月 17日，编者与本报高级
编辑卜金宝一起，到著名作家二月河先
生家乡——河南省南阳市采访“邓州编
外雷锋团”先进事迹，并到他居住的小
院采访了他。谈到南阳为什么会出现
“南阳好人多现象”，二月河先生从地域
历史文化的传承角度进行了分析。去
年，他又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字寄了过
来，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如今，二月
河先生已经去世，我们把他的这篇遗作
发表出来，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他厚重的
历史知识积累和深刻的思想认识。

——编者

有位记者来问：“南阳人因何这般

仁善？”我思虑了一下，说道：“你说的是

聪明吧？聪明人举事从来都是以仁善

为本，仁善为先的。”南阳人从少小开始

读书做事，先于一切的是“学习”二字，

家有升米，甚至连升米也不经支撑，仍

将学习放在首位是南阳人的特色。家

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求亲戚靠朋友

也还要读书，上好学校，读书成名，做好

事不求回报，这就是南阳人。他的聪明

是冠冕之词，而非“仁善”。

起初我也不大懂得，说仁善，说聪

明，有这么大的文化界定和区分？后来

读了一点书，逐渐地了解一些历史后才

多少明白了些个。

这要归功于南阳这地方的地理优

势，天使其然而不得不然。南阳这地方

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也称为“四

战之地”。当年刘邦从南阳西出武关，

想把驻军留下看守后路，谋臣张良说

道：“西出武关只能取胜挺进，您这个主

意当然是好，一旦失利，南阳守军叛变

断了我们后路，后果不堪设想！”汉高祖

听懂了他的意思，便把南阳守军全部更

换成自己的嫡系，才继而西进——张良

的这个话就是据此而言的。

昔日秦始皇统一中国，他看准了的

也是南阳这一条，下令：“遣天下不规之

民于南阳。”

把“不老实的民众”集中在南阳，秦

始皇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但这话是《南

阳志》里的，不会有假。

所谓的“不规之民”，据我看，一种

是六国被灭的贵族子弟，一种是各色儒

生和读书说文的穷书生，再一种是那些

测字、算卦、奇门的三教九流人士、手工

艺者……集中到南阳，有事你与列国不

便于呼应造反，这地方一攻便垮，造什

么反？关在一起还好管理，是个天造地

设的人间特居之地。不管我们后人怎

么想，秦始皇他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南阳郡”就是这么设的。

但这群人其实是六国灭亡前最后

的一批天下人才和英才，都集中到南

阳，加上南阳原本就具有的较好的工业

基础、农业水平和冶铁能力，诸此种种

和人才都集中融汇一处，这就是“文化

融合”的优势。

一次还不够，南阳还有第二次文化

融合，这就是东汉。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

刘秀，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心地比较善良

仁厚的君主，他的家原本在湖北枣阳，刘

秀随哥哥刘縯在南阳做米行生意，这就是

刘家集团的最早雏形，在外人心目中，人

们都把刘縯奉为“老天”，看刘秀也只是因

为他是大哥的亲弟弟而另加青目。

昆阳之战就发生在南阳叶县，刘秀

指挥九千人打败了四十万围军——刘

縯被害，一下子人们的目光变了，原来

堂堂的命世之主是这么个文弱内秀的

小伙子呀，“怯小敌不怯大敌”呀，“内敛

而外强”呀，“天降英才”呀，诸如此类的

话渐渐都加在刘秀的头上。

刘秀就是这样走上登龙之路的，这

中间过程很复杂，但总体原因大约便是

“这”。

中国历史上，历来开国君主喜爱用

战争体制介入行政管理。比如军长，打下

天下之后，一般就是省长；师长呢，就去当

地区的末员之类，以此类推。这样做的好

处是不会屈才，用人时上头对干部熟知。

刘秀则不取此法，他的做法在历史上叫

“职以授能，爵以赏功”。你是军长、师长，

能打仗不见得会行政管理、民政财务等

等，你有功我把爵位赏给你享福去，民事

职务在民间读书人中间另行选拔，这叫

“职以授能”，刘秀的用人招数大抵如此

罢。跟着他有功的人叫“功臣”，胜利之后

要赏爵位，封到南阳去享受俸禄工资。这

样就把南阳变成了他的“老干部集中地”，

南阳“一个郡”的公侯将相宅第连云。李

白《南都行》称“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

山”，说的就是这档子事。

这些人在南阳位高势重供俸待遇

高，又闲来无事干什么？那就拼命享

受，造坟修墓，花天酒地逍遥人生。南

阳拥有众多汉墓群，汉画馆里的汉画像

石大致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样就

会拥有新的人才市场，各地的能工巧

匠、雕刻师、小手工艺者等再次集中过

来，形成南阳历史上的第二次人为的人

才交流，南阳的经济再次暴涨，成为全

国的工艺、科技中心，成为旅游中心，就

是因为刘秀的这个想法！南阳的社会

知名度甚至超越首都洛阳，“驱车策驽

马，游戏宛与洛”，宛还在洛阳前头！

从唐宋之后这种盛况就不再了，因

为从古到今刘秀只有一个，他这样思维

的皇帝也甚寥寥。

南阳从隋唐之后不但辉煌不再，随着

云梦的开通，内陆规模的增大，南阳的生产

力日渐衰落，板结下来，就成了现今这样含

着苍蝇、蜘蛛、蝎子的琥珀——贵重是贵

重，但从重要现实意义上说，大致是没有。

南阳古称“宛”，这里谈的都是“宛”

地的事。

什么叫“宛”？你把吃饭的碗翻过来，

那样的形态就叫“宛”，一个开阔地里的凸

出地儿，上面还有一块平凹地，这地方就

叫“宛”，地方并不显赫；当年刘秀时在天

下，雄踞虎视，出现了辉耀于世的时势英

雄——张仲景、张衡，后来的诸葛亮都是

这么一回事，是世界文化盛地才能涌现的

世界名人——出现在南阳这么个地方。

向北为伏牛山，向东向南是云梦大沼泽，

只有一条路向西向南，扼守在南阳。

虽然说时代一去不复返，南阳人毕

竟是聪明过人。人一旦聪明，再变糊涂

便不是件容易事。当年毛主席向全党推

荐了一部书叫《不怕鬼的故事》，头一篇

便是《宋定伯卖鬼》。说的是南阳人宋定

伯进城遇鬼，人鬼纠缠，鬼欲搏宋定伯，

宋定伯从容应对，鬼后来变成一只羊，被

宋定伯出售得钱三百文——南阳人聪

明，聪明得连鬼都卖掉了，了得是罢？

地域历史的文化传承
■二月河

报告文学丛书《中国刑警》（群众出
版社），是中国 16万刑警精英的一次大
集结和大阅兵，展示的是刑警这一精英
方阵的英雄群像，也是第一次采用集中
组织近百名作家深入刑警队伍的采访创
作。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大视野地以报
告文学的形式推出中国刑警故事，讴歌
时代英雄，是公安文化建设的一次创
举。从书中可以看到，中国刑警对党忠
诚、信仰坚定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一
心为民的高尚情怀，英勇无畏、顽强拼搏
的优良作风，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
精神，是一部讴歌时代英雄、弘扬社会正
气、传递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

（夏董财）

《中国刑警》
忠诚卫士显风采

一本旨在审视现实、指陈时弊、激
浊扬清的评论杂文集，在经历了二十多
年的岁月磨洗之后，仍能值得我们去品
读、回味和谈论，并带来诸多教益和启
示，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探究的写作现
象。我以为，任全良的这本《畅言集》
（黄河出版社）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之
河，保持着鲜活的生命质感，原因当然
是多方面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是
该书充分反映的鲜明而坚定的人民立
场和真挚而深切的平民情怀。

通览《畅言集》，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任全良作为一个少年从军、曾经在军区
机关工作多年的“老兵”，作为一个在中
国改革开放、社会大转型大发展这一特

定历史时段涌现出来的，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评论、杂文作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他自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时
代发声，为人民立言，为百姓说话。他的
作品中深深内嵌着、蕴涵着人民性的精
神内核，亲民、爱民、忧民、为民，是任全
良评论、杂文写作的鲜明特色。

转业回到春来风吹麦浪、金秋稻谷
飘香的沭河之畔，根植于生于斯、长于斯
的苏北大地，任全良与父老乡亲有着天
然的血浓于水的深情。他时刻把老百姓
的喜忧苦乐装在心里。民之所需，我之
所言；民之所赞，我之所颂；民之所怨，我
之所诉；民之所恨，我之所斥。透过一篇
篇文字，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人民群
众的大义真情。这一切，不仅体现在《管
管农民“家务事”》《“老实人”的自我防
护》《“人情攻势”的透视与思考》等直接
为群众说话的篇什之中，那些针砭批评
社会不正之风、警策教化某些官员的大

量文章，比如《为官务正》《为官务醒》
《“含金量”与“含水量”》《“官难当”现象
透视》等等，也都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
上，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和归宿，以党的理论和传统文化中的人
民观、群众观为思想理论资源予以评说
剖析，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向社会喊话。

正因为任全良生活在人民群众中
间，题目来自田间地头，灵感来自街巷市
井，认知来自生活实践，使他的文章很接
地气——没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宏
大叙事”，也没有故作高深、装腔作势的
所谓“高大上”的洋腔洋调、大话空话，行
文朴素平实，话语通俗浅近却意蕴深厚，
有滋味，很劲道。品之赏之，似乎能感受
到一股在别的评论杂文中难以读到的
“土气”，体味到其中散发的苏北乡间“烟
火味”。这种很有特色的“土气”和“烟火
味”，说到底就是长期不离不弃地生活在
老百姓中间才能被“熏”出来的“百姓味”

和“大众味”。我们可以把任全良的作品
比作在沭河两岸的苏北大地上生长出的
“土特产”。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土特
产”是有大市场的。

为民立言代言，为人民鼓与呼，不
仅乐此不疲，而且不计私利，富有胆
识。在任全良作品中，人民性和批判性
是共生相融的，他在倾心倾力歌颂美
好、赞扬先进的同时，也把对人民群众
的情感倾注到对不良现象、不正之风的
建设性批判之中。对违背人民利益的
行为现象，他深恶痛绝，直言不讳，仗义
执言，犀利尖锐，不留情面。《破除歪经
学“真经”》《允许问个“为什么”》《话说
“装功”种种》《提高赞成票的质量》……
这些篇章即使在时隔多年后的今天读
来，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锋芒和棱角，
感受到其中的浩然之气。这种批评时
弊的带“刺”文章，自然会受到老百姓的
欢迎。任全良效法前贤，学习鲁迅，胸
怀正义，秉笔为民。他不唯上、不唯权，
只唯实，“但为百姓说真话，子规声声唤
清风。”这种可贵的风骨和节操，正是当
下知识分子所需要和具备的品质。
“文以载道，民之为大。”从某种意义

上说，任全良的《畅言集》是不是也可以称
为“为民畅言集”呢？它的时空穿透力、长
久生命力，难道不是来自于真心诚意地为
民“畅言”吗？我以为应当是这样的。

为民“畅言”声自远
■蔡惠福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是苏
联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这里的黎明静
悄悄》。

前苏联文坛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
相继出现了“白银时代”的文化高潮、“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概念、卫国战争文
学以及“解冻文学”等文化思潮之后，整
体思潮趋向平稳。至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前苏联文坛对人道主义问题的
讨论使前苏联军事题材文学出现了新的
气象。此时的军事文学歌颂英雄主义，
但作家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赋予英雄主义
更丰富多元的特征，《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瓦西里耶夫

的成名作，创作于 1969年。瓦西里耶夫
将视角对准战争中的女兵，通过五位年
轻美丽的普通女兵在战场的表现与遭
遇，衬托出战争的残酷，通过五位女兵的
牺牲表达了对战争的思索。

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171 铁路会
让站”的小车站上。准尉华斯科夫因为
手下的男兵们爱喝酒、不遵守命令，便
向上级申请调来“不爱喝酒”的兵。新
来的两个班确实没人爱喝酒，因为这两
个班的兵都是穿着短裙的女兵。华斯
科夫面对这群女战士，不好意思拿军规
军纪呵斥她们，而女兵们也似乎不把战
争和纪律当一回事。她们将军服修改
得合身妥帖，要求搭建浴室，还爱躺在
草堆上晒太阳。

一个黎明，女兵丽达偷偷赶到城里
看望儿子，在经过驻地附近的一片松树
林时，发现了两名全副武装的德国兵。
她迅速赶回车站报告给华斯科夫。华斯
科夫判定德军的目标为炸毁铁路，马上
带领五名女兵丽达、任妮亚、加莉娅、莉
扎和索尼娅进入松树林前去阻击。六人
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将德军阻拦在通往
铁路的必经之道上。但他们惊慌地发
现，德军的人数不是两名，而是十六名。
华斯科夫立刻派莉扎回车站报信，但莉
扎不幸陷入泥沼，再也没能站起来。剩
下的五人相继杀死了一些德国兵，但索
尼娅因不注意观察周边环境，被德国兵
用匕首杀死。加莉娅被索尼娅的死吓坏
了，在德军面前冲出了灌木丛，中弹而
亡。丽达在战事中受伤，任妮亚把丽达
交给华斯科夫，用冲锋枪引开德军的围
捕，不幸壮烈牺牲。华斯科夫因为牺牲
了四位女兵而极为自责，他将手枪留给
丽达自保，准备去找剩下的几名德国兵
报仇。但丽达怕自己因伤拖累华斯科
夫，自杀了。最终，华斯科夫凭着毅力，
俘虏了剩下的德国兵，回到车站。

多年以后，战争早已结束，白发苍苍
的华斯科夫带着丽达的儿子回到松树
林，为五位战士竖起了一块墓碑。此时
的黎明仍然静悄悄的，就像女兵们牺牲
的那个黎明一样。可就是在那样一个静
悄悄的黎明，战争夺走了五位如花朵般
绚烂的女兵宝贵的生命。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过人之处不

仅在于紧扣人心的精彩战斗情节，还在于
小说通过插叙的手法交代了五位女兵过

去的经历。比如，女兵班班长丽达的经历
就令人动容。她在战前同一位中尉认识，
两人很快结婚生子，但战争开始的第二
天，她的丈夫就壮烈牺牲。丽达忍住悲
痛，要求上前线，并用高炮打下德军的飞
机。她成为班长后，勇敢地阻击敌人，并
为了不连累战友，义无反顾地开枪自杀。

五位女兵的经历虽不相同，但都因
为战争而被迫改变。小说不直接描写
战争的惨烈，而是从侧面描写战争，通
过描写这五位普通女兵和准尉华斯科
夫在战争中的遭遇和心理活动，以一个
小车站的小型战斗为切口，通过六位勇
敢战士的遭遇，展现了生命之珍贵和战
争之残酷。小说通过对比手法，将女兵
们惬意、松散的生活状态和她们坚韧、
勇敢的战斗状态进行对照，更加突出了
法西斯战争对生命的摧残和对人性的
折磨——美丽善良的年轻女战士们本
来可以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生活，但是
法西斯战争残忍地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她们被迫失去亲人、流离失所，最终也
举起武器抗击敌人的侵略，并相继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一部描写战

争的优秀作品，它用独特的视角，抓住战
争中的女性形象，以一个小切口描写了
这群同男性一样勇敢和坚强的女兵，使
作品既具崇高的英雄主义，又因女兵们
的生活遭遇而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内
涵，还因为描写这群美丽的女兵爱情遭
遇而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

（1924-2013）：苏联当代著名作家，苏

联国家奖与俄罗斯总统奖得主。出生在

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受到部队生活的熏

陶，卫国战争爆发后志愿奔赴战场。

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了大量的剧

本、脚本和小说，尤以卫国战争题材的作

品成就最为显著。1969年，《这里的黎

明静悄悄》发表后产生极大的轰动，被多

次改编为电影、戏剧，并取得了世界性的

成功。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被介

绍到国内的苏联当代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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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书与人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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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冯华的长篇小说《捉影》（百
花文艺出版社）以崭新奇异的构思，讲
述了“天才少女”江小流有一个超强大
脑，能记住经历过的一切；“刑侦老炮”
普克虽然经验老到，却患有失忆怪病，
今天发生的事情，第二天醒来会统统忘
掉；“热血片警”马一路，除了热血，别的
好像总是那么一言难尽。个性完全不
同的三个人竟然一起搭档破案。此书
一经推出，迅速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

冯华是一名小说家和编剧，曾经是
军人。她从 28岁开始创作，已推出《花
非花》《如影随形》《当局者迷》等 9部推
理悬疑系列，另有《中年计划》《桃花灿
烂》《完美结局》《爱就爱到底》《美丽谎
言》《边关烽火情》《警察有约》《英雄之
战》等，都反响不凡，有的作品还被翻译
成法语、韩语；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

（雷 卓）

冯华最新小说《捉影》
打造刑侦界超强组合

周承强诗集《比云灿烂》（光明日报
出版社）描摹边关哨所、军营的风物，更多
的是写工作和生活中的普通军人。他以
常人眼光审视军人的朴素情感，以平实的
语调和冷静的复述，写出战士平凡中的不
平凡。诗人善于在平静的生活中，将平凡
的日常提升到诗的境界。做到这一点，除
了需要热爱生活的心，还需要敏锐的感受
力和高度的表现力，需要诗人不一般的目
光、激情、视野和襟怀。他借用边关的天
空、大地以及日月山川、花草树木、鸟兽鱼
虫、风雨阴晴，通过精巧构思，让意象有了

独特的灵魂,其诗歌也有了边关特有的诗
意美的底蕴。他的诗歌看似平白简单，实
则诗意浓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丰
富的内涵，诗意处处丰盈绽放。此外，诗
人在诗歌中注入了他对生活独有的感悟、
哲思和理想。诗人说，“诗歌是我以艺术
方式展示的一种生命形式，是对战争、死
亡和生存环境的深切逼视和哲学思考，凝
聚了关于生命价值的追索和对社会责任
的拷问”。他的许多诗歌富有这样的思想
和精神追求，深受读者特别是边防军人的
喜爱。 （王永盛）

周承强诗集《比云灿烂》
戍边战士的真实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