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暖每一束光（外一首）

多么温暖啊

当每一束光抵达

当每一片祥云汇聚

一处曾经祈盼天官赐福的废旧厂区

众多的灵魂被聚集

众多的身体被打开

众多的嘴唇说出来

人类没有说出的那部分

以爱的名义

在宇宙中绽放的花蕾

以人类智者的面孔

让灵魂出窍，上升、上升、再上升
值得信赖的一切温暖而明亮，像光芒的入口
———周口市文学馆

以自然之力

带来生命该有的荣耀和曙光

韩冰

通往十二月的周口铁路公园是荣耀的

通往十二月的三川大地是荣耀的

通往十二月的每一条路径是荣耀的

十二月里相互搀扶的万物是荣耀的

它们各自开着花，各自结着果
曾经走过的荒洼草木芬芳

曾经遗弃的砖瓦熠熠生辉

曾经枯坐的园子纸墨飘香

白天在打开，黑夜在打开
我们平分着二十四节气的灵犀

挣脱岁月的羁绊

飞向心中自由的地方

请别停下来，每一位造访者
高于一切荣光②13

十二月的荣光

———写给周口市文学馆

带你走进文学馆

�������初升的暖阳， 驱散冬日的清寒，映
照一座掩映在铁路主题公园内的红墙高

屋。这是我们大周口，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新开馆的文学馆。

文学馆大门朝东开启 ， 徽式青砖
“人”字形屋檐，圆拱形门罩，蕴含“天人
合一”“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深紫色两扇对开的金属门上， 一对铜质
狮面辅首衔环，彰显着庄严。 门口两边，
两面木牌高大瞩目， 上刻：“周口市文学
馆”“周口市文学艺术馆”。

随着大门的徐徐打开， 迎面扑来的
浓郁文化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只见得，
正面一堵青砖垒起的横梁， 梁上一片片
青黑色的瓦片，构成两面鱼鳞状花窗。正
中间一面青灰色影壁，一幅“问礼于陈”
砖雕图，栩栩如生，韵味悠长。抬头看，三
道匾额悬于梁顶，黑底金字，左右各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间影壁上方，
匾额上的金字格外醒目：“文以载道”，体
现了中国古代鲜明的文论思想。

从左边匾额沿通道进入， 一面巨型
荧屏兀自呈现，一个个画面撼动心魂，磁
性的男中音深情解读：“这是一片古老的
土地，‘淮阳古陆’ 作为中华大地最早的
陆州，迎来中华大地第一缕曙光；这是一
片美丽的土地，古陈地，今周口，她用沧
桑书写辉煌，以文学彰显魅力……”

心潮激荡中，步入核心展区，分九个
部分，主要展现周口籍文人、旅居周口文
人相关作品。 以作者出生时间为时空轴
线，以作者、作品简介为呈现方式，以陈
地经典、陈地文人、陈地故事、文人咏陈、
文人足迹为图版设计， 像珍珠一样串起
两千多年周口文学的积淀与发展。

谢灵运、应玚、袁聿修、陈抟、谢炎、王
纯、李商隐、李白、白居易、苏轼、范仲淹和
刘庆邦、邵丽、柳岸等，古今 232位文学作

者，以及相关作品展陈，这些耳熟能详的
名家名篇， 给观者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
文化冲击，体味到文学的厚重分量。

灯光如银似月，倾泻出无限遐想。光
影下古人名家的画像惟妙惟肖， 那深邃
的目光，那高挽的发髻，那飘逸的美髯，
那飞扬的衣袂。 他们手捧溢满墨香的巨
作，怀揣恢宏的文学思想，穿越千百年悠
长的时空，在文学馆中相聚、相遇，相邻、
相居，相争、相论，相交、相谈，在此“活起
来”“汇起来”，如三川之水，汇聚和延续
周口浑厚的文脉。

出了展区， 是一条甬长通道。 白色廊
柱，将图书区和阅览区自然隔开。棕色木质
旋转书架，让读者选书更为便捷。雪白的南
墙边，摆放一排崭新的桌椅，皆由棕黑色实
木制成，看上去古朴而含蓄，与文学馆悠远
静谧的格调极其吻合。 书桌上的绿萝长蔓
垂挂，翠叶如玉。一青年女作家，端坐如兰，
她说：“坐在这里读书写作， 有一种身心通
透的感觉，会有无法预知的好运气。 ”

沿着楼梯，拾阶而上，手心感知木质扶
手的坚实。眼前倏然一亮，橘黄色灯光里，南
北两排整齐的小屋， 似一队不施粉黛的村
姑，释放出自然的醇香，凸显出天然的美质。

这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也是作家
们的创作之家。方格木窗棂，寓含着方块
汉字的美观与美妙。

仔细看，小屋的墙体却为黄泥涂刷，
黄泥土墙中，金色光亮的细碎麦秸，标示
着我们一马平川的大周口， 盛产金粒子
般沉甸甸的小麦， 意味着作家笔下的文
字，如小麦般醇厚与饱满，包容与奉献。

站在二楼尽观文学馆， 一股文学的
朝气、锐气在馆内升腾。这座原本停歇过
老旧火车头的废弃仓库， 而今幻化成一
列满载周口文学的快车， 风驰电掣般地
驶向诗和远方。

公园里的文学馆

历尽沧桑的老铁轨静静卧在楼宇

间，或笔直，或曲折，或交错纵横，向着
望不到尽头的远方延伸。 铁轨两旁，有
小朋友喜欢的游乐场，有大朋友喜爱的
运动场，还有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各
种花草树木。

这始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漯阜铁
路，不再只是一段废弃的铁路线，早已
变成了周口的绿色走廊———铁路主题

公园。
天暖时，踩着忍辱负重的老枕木，

一步步向前，我喜欢看身旁一棵棵会开
花的树：樱花、桃花、海棠、紫叶李；喜欢
徜徉在一片片花海旁：玫瑰、月见草、波
斯菊、萱草花；喜欢寻觅铁轨基石缝隙
间一棵棵小草、一朵朵小花。

一路欣赏， 一路感受， 不知不觉
间，季节在转换。有一天，在中州大道与
黄河路交叉口西南角的铁路公园，猛一
抬头， 发现一座旧厂房突然变了模样，

大门变成了徽派建筑风格，这里变成了
端庄典雅的文学殿堂———周口市文学

馆。
这感觉，真的很奇妙：行走在铁路

主题公园，那蔓延向远方的铁轨，通向
缤纷的花朵，也通向百花齐放的文学花
园。

梵高说：“我喜欢在大自然和绘画
里迷失的感觉。 ”的确，无论什么地方，
能够让人喜欢到迷失，那儿自然就是属
于自己的最美好的世界。 我喜欢自然，
喜欢文学， 在自然花园里遇到文学花
园，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真是美好到极
致。

走进文学馆，浓郁的文化氛围扑面
而来， 正门墙壁上悬挂着三块匾额：正
中是“文以载道”，右侧是“百家争鸣”，
左侧是“百花齐放”。 馆外，每个季节都
有花开；馆内，丰厚的文学遗产和灿烂
的文学成就， 分明就是文学花园里的

“百花齐放”。
如果说， 花草树木带给我诸多美

好、丰盛的内心感受，让自己获得安静
和满足， 那文学花园里的精神盛宴，更
是可以丰富并安顿人的灵魂； 如果说，
看过很多小花春生夏去的“花”的一生，
看过许多小草一岁一枯的“草”的一生，
明白花开花落、 生生灭灭是如此自然，
那在文学的花园里，遇到那么多的人生
智慧，又怎会不是对人生的启迪？

更何况， 我们还有一位伟大的老
乡———被誉为 “道德文章天下第一”的
老子。 “老子”这两个字，不管是作为一
个人的人名、一本书的书名，还是作为
一种文化的名称，都早已名动天下。 进
得馆来，一眼可见对老子的尊崇：对着
文学馆大门“文以载道”的匾额下，就是
“孔子问礼于老子”的黑色浮雕。

当然，不只是老子，这里还展示着
周口文学从远古到当代的发展历史，承

载着周口文学丰厚的现在与璀璨的未

来，让人可以深深感受到周口的文脉流
长，像馆外绵延的铁轨，悠远绵长，望不
到尽头。

在一望无际、 锈迹斑斑的铁轨两
侧，长满花草树木，给人带来一种历史
与生态交融的氛围，生发出一种不可遏
止的生命力和别具一格的美感。有了阳
光雨露的滋养， 植物的根才能扎得牢，
叶才能长得密，花才能开得好。 同样，有
着文化的启迪和滋养，我们的精神根系
才能扎得更深，获得的精神力量才能更
加枝繁叶茂。

沿着铁轨行走，眼中不再只有两旁
的花草树木，还有“长”在铁轨之侧的文
学馆，感觉它就是“长”在公园里的一棵
常青树。 如果追问应该是什么树，我愿
意把它想象成一棵松，就是浮雕画中老
子坐在一棵树下的那棵 “不老松”。 真
巧，文学馆的正前方，就有几棵松树。

董雪丹

周口通向世界的门开了

������周口文学馆要开馆了， 一件周口文
学史上的盛事就要梦想成真， 作为一个
从年轻时就有着文学梦的书生， 一个从
读者到作者的业余作家， 我一直是心怀
期待的。开馆当天，和淮阳的几个文友一
大早匆匆而行，那颗朝圣的心，竟让我的
心情变得急迫。

进入文学馆所在的铁路公园，周口文
学馆像一本大书庄严地安卧在红尘中，徽
派的色调，典雅庄严，让我朝圣的心顿时
加速。 步入核心展区，米黄色的影壁墙扑
面而来，“周口文学馆———文脉绵长”几个
字熠熠生辉。 整个展厅以木色为基调，从
先秦的灿烂曙光开始，沿着秦汉、魏晋南
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当代、新时
期文学大事记等历史脉络依次展开，中间
是书架或展板，收有周口籍文人、旅居周
口文人、周口作家的相关作品。

我静默地诵读着这些图文并茂的文

字，不敢有半点声响，生怕惊扰了安卧其
间的先贤。陈地是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和
神农氏之都， 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几千年来，听着伏羲都宛丘画八卦、神农
都陈的神话，既有商高宗武丁和其相傅说
之作《尚书·说命》，又有出自《尚书·夏书》
的《五子之歌》，更有《洪范·九畴》揭示了
自然与社会的“天地之大法”，《老子》上承
易道之幽光，下开道统之无穷，成为中国
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就读书人而言，《诗经》中的《陈风》
更耳熟能详。“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
有情兮，而无望兮……”在欢腾热闹的鼓
声、缶声中，一个巫女从宛丘山坡顶舞到
山腰中，又舞到山坡下，旋舞中，她从寒
冬到炎夏，时间变了，空间变了，舞姿没
变，仍是那么神彩飞扬、热烈奔放……

巫风炽盛 ， 巫舞四季不断 ， 穿越
2500 年，《宛丘》让我们见证了当时陈国

原始宗教的狂热。
陈地文明滥觞的曙光像一块磁铁吸

引着数不清的文学大家在此驻足。 孔子
来陈讲学四年， 开启陈地学风。 唐宋以
降，数不清的文学大家李商隐、张九龄、
李白、白居易、苏轼、苏辙、晏殊、范仲淹、
沈括等，或寓居或做官在此，诗词歌赋不
绝于耳。

“宛丘先生长如丘 ，宛丘学舍小如
舟 。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
头……” 苏轼对在陈州教授的弟弟苏
辙的调侃让我们看到一个“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洁形象。

苏轼笔下的宛丘先生是其弟苏辙，宛
丘却是我生活的乐土和精神家园。这些动
人的故事长存在周口人的记忆里，其后的
“包公下陈州”更是妇孺皆知，对后世文学
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几百年后的今
天， 60 多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活跃于当
代文坛，成就了“周口作家群”之誉。

伴着鹅黄的灯光和书香， 穿梭在这
个充满书卷气和历史感的展馆里， 似行
走在涓涓流淌的文学溪流中， 又似一个
人与文学的私密约会， 我多少有被惊到
的感觉，感觉多年前一个痴痴的梦，一个
虚无缥缈的梦，今天真真切切地实现了。

文学是什么？相信一百个人心中有一
百个答案，对于我，文学是光，是热，是圣
洁，是温暖。而对一个城市来说，透过一个
凝聚时代文学精华的展陈，可深切地感受
到地域文化的力量及先哲睿智的光芒，并
成为一个地域永不迷失的时代坐标。

我想，文学并不虚幻，也不遥远，她
就长存于每个人的心中， 在冥冥中期许
心灵的呼唤。 从文学馆走出来回望的一
刹那间， 忽然觉得周口通往世界的门开
了，周口人从此有了仰望星空的能力，并
能时时感应来自星空的呼唤。

董素芝

周口市文学馆非遗展示和文创体验区的创新与实践

������周口，三川交汇，文化滥觞之地。 地
缘文化决定了孕育在此的艺术特性，也
将使得以艺术为媒介所呈现出的情感

更为充沛。 周口的文明、历史离不开非
遗传承，非遗同样也能编织出一卷周口
的文明史。

走进周口市文学馆， 围绕文学轴
线，把原来的老厂房改造升级，打造了
一个包括非遗展示、阅读空间、文创体
验、文艺欣赏四部分的新型文学馆。 这
里用融合中式极简主义和■寂风，为整
个馆区渲染出了浓厚的艺术氛围，让来
到这里的人们情不自禁地爱上这里。

在非遗展示区，无论是“活化石、真
图腾”的张氏泥泥狗，还是表达了人们
驱邪、祈福愿望的河南素庐文创的“布
老虎”、素庐古方香包；无论是巧夺天工
的金穗子“芦苇画”、红高粱秸秆画，还
是“镂金剪彩”的秀华剪纸，以及栩栩如
生的华英面塑；无论是原汁原味的“张
振福泥人”，还是传承千年的汝阳刘“御
笔坊”；无论是古色古香的“汉砖画砚”，
还是古朴厚重的和远长木版年画，非遗
展示区都试图在纷繁的城市现象与纷

纭的城市研究中，探寻历史、文学与城
市内在的关联。

在这里，非遗传承源于生活、用于生
活。 古代的劳动人民师法自然，从自然中
源源不断地获得灵感去创造出他们的手

工艺品。上善若水，泽被万物，是周口的自
然环境与先民的智慧相结合，才有了延绵
不断、绚烂丰富的非遗作品。

在这里，文学与非遗的相遇，就像
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追溯。

在非遗区，一幅精美的芦苇画首先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幅用黄花梨木实
木装裱起来的作品，美轮美奂，巧夺天
工。取材采用淮阳万亩龙湖里自然生长
的芦苇，三位芦苇画传承人用比头发丝
还精细的芦苇丝，耗时半年创作出一幅
《百鸟朝凤、一心向党》的主题芦苇画，
精心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 鸟语花香、
百鸟朝凤、和谐吉祥、美丽辽阔、生机盎
然的美好画卷。 寓意太平盛世、海晏河
清，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百年辉煌的无
限赞美，是中华民族一心向党，向往和
平与祈福的心态写照。

一组从南到北的展架上，摆放着十
几种不同风格的非遗作品， 不断吸引着
文学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不管是萌萌哒的布老虎以及充满童

年回忆的虎头帽， 还是表现农耕文化的

“泥人”以及五色的泥泥狗、多姿多彩的
面塑，那一组组的非遗作品，勾起了当下
人们情感的共鸣和乡愁。

如果用非遗表达当下的情感、讲述
当代的故事，能否和更多人的生活产生
联系？泥泥狗、布老虎、虎头帽、小肚兜，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并不陌生，那时的
小孩子，谁过年不戴一顶虎头帽，穿一
双虎头鞋呢？

还有素庐文创的古方香包，更是将
中国传统的手工刺绣和中药文化发扬

得淋漓尽致。 一针一线纯手工的香包，
精致优雅，是中华文化中独有的农耕文
化产物，是穿越千年而余绪未泯的中国
传统文化遗存。

还有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汝阳
刘”御笔坊的毛笔 ，和史兴峰 “汉砖雕
砚”，这些难得一见的非遗传承，是周口
市文学馆历数那些怀旧的时光，呈现曾
经的峥嵘岁月。

你看，不管是“古典四大美女”还是
“唐宫夜宴小姐姐”，华英面塑的艺术作
品总是那么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不仅
人物表情生动活泼，就连衣带都随风飘
舞，充满了艺术的美感。

你看，文创体验区，木版年画传承

人张瑞旭的体验台前挤满了人。一个个
文学爱好者，踊跃参与周口非遗传承木
版年画的制作，禁不住为自己亲手制作
的作品而欢呼。 一张张木版年画拓片，
色彩饱满而浓郁， 人物构图清晰而生
动，充满了艺术的张力。

同样人群拥挤的还有剪纸体验区，
年轻的剪纸艺术家刘秀华拿着手里的

小剪子，在一张张红纸上剪出一幅幅寓
意吉祥美好的窗花，尚未完成就被大家
“预定”了。 这位 90 后的女孩，身为非遗
传承人，不仅仅专注古老剪纸技艺的传
承，还不断尝试创作现代题材，在其中
融入自己的思考，表达自己的情感。

还有郸城张振福老师的泥塑作品，
不仅突破了“黄泥巴”的桎梏，把钧瓷和
泥塑完美融合到一体的 “钧瓷泥人”也
让人大开眼界、直呼传神，那细腻入微
的釉色和逼真的人物造型，充满乡土气
息，神形毕肖。

在这里，高深的非遗和文学爱好者
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最传统的
工艺与最高雅的文学殿堂之间的距离

也没有那么遥远。 一份笃定的热爱、一
种大胆的创意、一次跨界的合作，都可
以拉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 ①5

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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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文学馆：开创周口文学新纪元
亲历和见证周口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作为周口市文学馆建设的亲历者
和见证者，我感同身受周口文学的光荣
与梦想，为源远流长、辉煌璀璨的周口
文学骄傲和自豪！周口市文学馆是周口
市 2020 年度第一批市重点建设项目 ，
从最初的蓝图设想到如今的屹然矗立，
我亲身参与了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不仅
亲自操刀， 而且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
作，个中滋味和甘苦，我是如鱼饮水，冷
暖自知。

周口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家灿若群星，作品汗牛充栋。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周口文学分为先
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
唐五代文学、宋元文学、明清文学、现代
文学和当代文学等 8 个阶段，文学馆的
布展也以此呈现。在作家作品的编选过
程中，我组织协调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
的博士教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洒下
了辛勤的汗水，焦华丽和唐旭东编选整
理周口先秦、秦汉文学，刘坤编选整理
周口魏晋南北朝文学，张冬冬编选整理
周口隋唐五代、宋元文学，李飞编选整
理周口明清文学，而周口现代和当代文
学，则由我直接担纲完成。

我把现代时期的周口文学命名为

“和合共生”。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
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用现
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
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现代文学
创立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现代小说、
新诗、杂文、散文诗、话剧、报告文学等
新的文学体式。 现代时期的周口文学，
应和“启蒙”“救亡”与“革命”的主题变
奏， 在创作方法上呈现出现实主义、浪
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水分流的态势。中
国现代文学求新求变又承续传统，和而
不同，和合共生，旧体诗词也是现代文
学宝库中光辉夺目的瑰宝之一。 吉鸿
昌、 张伯驹等周口名人雅士的旧体诗
词，璀璨夺目，各有千秋。

当代时期的周口文学， 以崛起的
“周口作家群”为标志，可谓是“群星璀
璨”。 1949 年 7 月 2 日，全国第一次文代
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宏伟
大幕，隆重开启。 周口悠久的历史传统
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
的文学人才。 当代时期的周口文学，百
花齐放，美美与共。进入新时期，特别是
新世纪以来，“周口作家群” 异军突起，
已经成为一个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 。
“周口作家群”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道

奇异的人文风景，为周口的文化发展做
了最好的注脚。 老作家笔耕不辍、宝刀
不老，中年作家春秋鼎盛、佳作迭现，青
年作家雏凤清声、笔力不俗，呈现出创
作大繁荣、队伍大团结、事业大发展的
喜人局面。

地方高校研究区域作家群， 将地
域文学融入地方高校课程体系， 十分
有意义。 周口师范学院已经形成稳定
的高素质 “周口作家群研究” 学术团
队 ，在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 、社会服务
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也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一是自 2011 年开始， 文学
院开设了 “周口作家群研究 ”课程 ，标
志着周口作家走进了大学校园。 二是
“周口作家群研究”全部课程资源已经
为国家图书馆拍摄了 “周口作家群研
究” 专题片， 并上传到国家图书馆网
站，全球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观看，扩大
了“周口作家群”的影响。 三是周口师
范学院成立了周口作家群研究所 ，有
了专门的“周口作家群研究”平台。 四
是取得了系列关于“周口作家群研究”
成果， 著作 《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
群》，荣获周口市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和周口市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教学成果《周口作家
群研究： 校本课程开发和实践研究》，
荣获周口师范学院教学成果奖特等

奖。 五是从 2014 年第 1 期开始，《周口
师范学院学报》开辟了《周口作家群研
究》专栏。 六是策划了系列周口作家作
品研讨会 ，如柳岸长篇小说 《浮生 》研
讨会等。 七是从 2017 年开始， 持续开
展 “周口作家大讲堂 ”活动 ，邀请周口
作家来校讲座，与师生面对面交流，激
发教师们的研究和同学们的写作激

情。 八是举办周口作家培训班，2017 年
成功举办“周口作家学习党的十九大报
告暨文学创作培训班”，对 80 余名周口
本土作家进行了培训。九是在各类学术
会议上发出响亮声音， 出席 “追问·积
蓄·突破” 邵丽文学创作研讨会暨新世
纪以来的河南文学研究论坛等学术会

议并作主题发言。
周口市文学馆展区，系统梳理了周

口文学从远古到当代的发展历史，全面
展示了周口籍文人、 旅居周口文人等
232 位作者的作品，我有幸忝列其中，深
感荣幸，更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唯
有今后更加努力，才能不负众望。 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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