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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铭记
———静言《平原深处》序

刘庆邦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 我国几乎没
有什么像样的工业， 无法积累起雄厚
的资本。 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财政
支出，主要靠农业的税赋承担。衣袖褴
褛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
种出来的粮食， 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
了， 他们祖祖辈辈过的都是忍饥挨饿
的日子。对于这种悲惨的景况，不仅史
料多有记载， 一些诗歌也有生动的描
述。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观刈麦》里所
写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李绅
的《悯农》里所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
犹饿死”，无疑就是广大种田人生存状
态的真实写照。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 农民在地球
表面种出的庄稼，养育了人类。从这个
根本意义上说， 农民才是全人类最原
始的、真正的衣食父母。 可是，他们虽
然为人类提供了衣食，做“父母”的却
往往是“种田的，吃米糠；晒盐的，喝淡
汤；纺织娘，没衣裳；编凉席的睡光床，
当爹娘的卖儿郎”。这样一个处在社会
底层的生态群体， 难道他们天生就是
被榨取的对象吗？ 难道他们天生就该

受穷吗？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他
们有没有摆脱贫困的希望呢？ 好了，曙
光初照，彩霞满天，到了 2006 年，开天
辟地第一回，国家宣布，中国农民不再
缴纳农业税，从此结束了“完银子，交
公粮”的历史。 紧接着，几年之后，国家
又出台了新的政策， 农民种田所收不
仅统统属于自己， 又开始给种田户发
放种田补贴，谁家种的田地越多，得到
的补贴就越多。也就是说，变化翻天覆
地，完全翻过来了，种田不但不再交粮
交钱，只要种田就得钱。这样的好事都
好到天上去了， 让人做一万个梦都想
不到。好事该好到头了吧？没有比这更
好的好事了吧？ 不，芝麻开花有尽头，
人世间的好事没有尽头， 更大的好事
还在后头呢！这个好事的目标，就是全
民摆脱贫困，一起奔上小康之路。 脱贫
攻坚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是前所未有
的史诗性工程， 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
必由之路， 非常值得铭记， 并载入史
册。

静言的这部关于脱贫攻坚的纪实

作品《平原深处》，就是作者作为奋战
在扶贫一线的工作队员， 参与脱贫攻
坚过程的真实记录、 心灵感受和重要
收获。

历史浩繁， 许多历史记载常常是
粗线条的，哪怕是重大历史事件，也常
常是一两句话点到为止。 而文学作品
的细节化内容， 正好可以为史书作一
些不算多余的、有效的补充。 静言的这
部作品， 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细节丰
富，时代细节、环境细节、人物形象细

节、对话细节、心理细节等等，可以说
俯拾皆是。 比如作者所负责帮扶的贫
困户老辛家，几年来的连续帮扶，作者
对老辛家的脱贫情况了如指掌， 积累
了大量细节性的素材。 比如有一年，大
蒜价格高， 卖得好， 有经销商找到老
辛，让老辛种大蒜，种出的大蒜全部由
商家包销。 第二年，老辛所种的大蒜成
熟后，价格却低得出奇。 经销商见无利
可图，跑掉了，再也联系不上。 阴雨连
绵， 眼看成熟的大蒜沤在地里没有出
路，马上又要收麦，可把老辛急坏了。
这时扶贫工作队知道了情况， 他们紧
急动员起来， 所有队员都冒雨去帮老
辛家收蒜。 蒜是收回来了，可销路仍是
问题。 工作队想出的办法是，帮助老辛
把新蒜分袋包装， 用三轮车拉到县城
相关机关单位门口，写块“爱心蒜”的
牌子作为招徕， 看看机关干部能不能
买一些。 事关脱贫攻坚，不但机关干部
纷纷伸出援手， 连过路的行人也积极
购买。一车大蒜一上午就卖完了。老辛
数了一下，一共卖了四千多块钱，大大
超出老辛的估算。 老辛数钱的手一直
在抖，眼含泪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这年秋天，老辛种的花生成熟时，又赶
上了连阴天，再次遇到收不及、卖不出
的难题。 还是包括静言在内的好几个
扶贫队员， 帮老辛把花生从泥地里扒
了出来， 清洗干净， 想方设法卖了出
去。

静言所在的县是河南沈丘县，近几
年来，全县上上下下所有干部，几乎都
投入到了脱贫攻坚的实际行动中。 其

实，干部家庭虽说不是贫困户，但他们上
有老，下有小，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有的
干部家庭负担还相当重。 但是，他们为
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为了帮助一些贫困
户脱贫，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必须
克服困难，做出牺牲。 而且越是在下大
雨、下大雪的恶劣天气，为了保证贫困户
和一些留守老人、儿童的生命、财产安
全，他们必须及时出现在老百姓面前，为
弱者撑好“保护伞”。在节假日，他们本应
该和家人团聚，却要带上慰问金和慰问
品，走村串户，到帮扶对象家中坐下来，
拉家常、慰问。 按古人的说法，他们这样
做是“致用”，也叫“事功”。 是的，作为国
家的公务人员，他们的“致用”和“事功”
都是必要的，他们脚踏实地、尽心竭力地
把事情做好了，我国的脱贫攻坚大业才
会功成。相比“事功”，以文学作品的形式
把“事功”的过程记述下来，被说成是“用
情”。不错，任何文学作品的形成，必须有
情感的参与，没有一定的情感含量，就谈
不上是文学作品。 静心的这部作品在写
作过程中倾注了不少真挚的感情，不少
章节让人读来怦然心动。

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 ，“事功 ”者
总是多，而“用情”者总是少。 “事功”者
不管做了多少事，立了多少功，如果不
记录下来，写进书中，有可能很快就会
被流逝的时间消化掉，变得不可寻觅。
好在有心的静言既“事功”，又“用情”，
以“攻坚”的精神，写下了这么一部“脱
贫”的作品。 若干年后再读这部作品，
它不仅对作者和读者有意义， 对社会
和历史也有意义。 ①8

梦想与绝唱
鹿斌

“日朗风清天地开 ， 坡草如织柳
如裁 。 二月颍岸望颍水 ，颍水西从烟
树来……”十年前，我为颍水写了一首
六十句的长诗。 我以为，我的血液里早
已融入了它的波光与涛声。

位于颍水之畔的沈丘为项之旧地。
项，颈也。项之得名，正是因为其处在“梁
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这一特殊的
地理位置上。 而颍水，流泽所至，阡陌纵
横，人文荟萃。《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即
是项人。

周兴嗣约生于公元 469年。 往前二
百五十多年，正是三国乱世，天下支离，
社会动荡，却解开了文人身上的束缚。在
北方，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文
学创作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到晋太康
年间， 中国文学忽如一个乍解风情的女
子，飘然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语言繁复，
句式整齐，声律谐美，文学从来没有如此
地千娇百媚。

“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到了南朝，
文学又有了一个新的标杆。它讲究辞藻、
音韵、对仗，讲究句法曲折、辞义含蓄、语
言形象。 而《千字文》就诞生于这一推崇
声韵与节奏的时代。

四世纪之前， 北方一直是中国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301 年，“八王
之乱”爆发。 307 年，司马炽为皇帝，改
年号为“永嘉”，吊诡的是，这一年号带
来的却是长达数世纪的灾难。 311 年，
匈奴人攻陷洛阳。 从这一年起，在随后

的两个世纪里， 中原地区无数的钟鼎
之家 、簪缨世族 ，舟车辗转 ，踏上了一
去不返的逃亡之路，史称“永嘉南渡”。

“永嘉南渡” 没有统一的路线，但
上连河洛、 下抵江淮的颍水却是最佳
的选择。 周兴嗣的祖上就是在“永嘉南
渡”中迁往姑孰（今安徽当涂）的。

梁武帝萧衍，在千古帝王中，是一
奇。 他深通佛学，多才多艺，举凡书法、
绘画 、棋艺 、弓马 、卜筮 、纬候 ，莫不娴
熟。最重要的是他极富才华。他的七言
诗，抑扬婉转，对唐代李白、杜甫、高适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他的推动和
影响下，南梁文学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有人评之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
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萧统、沈约、刘
勰、钟嵘，以及江淹、谢览、谢■、丘迟、
吴均、庾信，当然还有《千字文》的作者
周兴嗣，莫不是光耀千秋的巨星。

周兴嗣 25 岁那年， 受谢■举荐 ，
当了郡丞。502 年，萧衍建立梁帝国。周
兴嗣的一篇 《休平赋 》，让萧衍非常赞
赏。 从此，他进入了萧衍的视野并被委
以重任。 但真正使周兴嗣流芳百代的
则是一篇绝妙文章：《次韵王羲之书千
字》，即流传至今的《千字文》。

“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当武帝把
互不联属、 绝无重复的一千个字交给
周兴嗣时，朝野含潘度陆、超终迈贾者
不可胜数：《宋书》的作者沈约，诗文兼
备，是古代声韵学的创建者。 此外，《文

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
嵘，《与陈伯之书》的作者丘迟，莫不是
才思轶荡的人物， 但得萧衍青睐的唯
有周兴嗣。

我们无法透过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烟云， 近观周兴嗣魔法一样的组合过
程。 史书上一夜头白的传说，多了一些
神奇的色彩。 但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
的， 否则无法理解他怎样将钦定的而
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一千个字， 别出
机杼，结成一篇天衣无缝的文章。 节奏
和谐 ，声韵铿锵 ，纳须弥于芥子 ，布星
宿于浩宇 ， 像林语堂评价苏轼所说 ，
“人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

有人将《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
文》相比。 除它们都被世人用作蒙学教
材这一点相同外，毋庸置辩的是，无论
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三字经》《百
家姓 》是识字课本 ，而 《千字文 》，璀璨
九霄，缤纷百代，是诗章，是哲文。

早于周兴嗣 16年谢世的江淹，相传
梦中被神仙馈赠了的一只毫端蕴秀、纸
上焕彩的妙笔， 从此文思如潮， 飘然不
群。但江淹晚年，语淡句平，人谓之“江郎
才尽”。 原来，他的五彩神笔又被神仙讨
还去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已转到了周
兴嗣手中。

历史上，自秦始皇到宋太祖，自朱洪
武至清乾隆， 莫不在探求将一姓之天下
续传万世的途径。 逼迫齐和帝“禅位”于
自己的萧衍也不例外。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即
肇始于萧衍。 从西晋“八王之乱”一直到
上一朝的齐帝国， 皇族之间为争权夺利
的骨肉相残，让萧衍多了思考与探索。但
是， 他不知道以独裁与专制为本质的皇
权是这些痼疾沉疴的病因， 梦想以三教
的经典治理他的帝国， 消弭觊觎皇权的
野心，雄图英算也就变成了妄想。而事实
也正如此———守戒修行的他被叛乱的

大臣侯景率军围困，活活饿死于宫中。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儒学
家张载的座右铭。自古迄今，广大的仁人
志士也像张载一样为家国和谐、 社会进
步不断地做着探索。

而《千字文》最大的价值在于所蕴含
的宏博的思想。

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闰
馀成岁，律吕调阳”，这是自然的法则；从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
汤”到“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爱育黎首，
臣伏戎羌”，这是仁政的大道；从“女慕贞
洁，男效才良。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到
“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复，器欲难
量”，这是修身的根本……

《千字文》凝结了远哲前贤对世界的
认知和思考， 也包容了仁人志士对社会
的梦想与追求。历史选择了周兴嗣，让他
高歌豪唱， 以黄钟大吕的声音， 传扬千
秋。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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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春节，是因新冠疫情首次居
家隔离的日子，每天在手机上刷新着冰冷
的“确诊数字”，体味着无端失去自由的压
抑和惊惧。立春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上午
九点多，我心血来潮，找了本《曹全碑》字
帖准备习字，忽一闪念：张云生先生康复
得怎么样了？他慈爱的声音似在我耳边响
起：“素芝，不用挂念，我好多了，过几天就
出院了。 ”

这是春节前看望云生先生时他宽慰

我们的话。那天是腊月二十七，听到云生
先生生病的消息， 我和淮阳几位文化学
者高金堂、范景恩、钱良营等去看望 。 到
了医院， 才听说云生先生进了重症监护
室。 我们都很紧张，进了病房，云生先生
看上去却宛如平常， 人瘦削了不少但很
精神。 见到我们，他依旧谦和地笑着 ，左
手挂着针，伸出右手与我们握手，说劳我
们挂念了，这两天他好多了，很快就能出
院。他一如往日的谦和与从容，让我们相
信他一定能度过这一劫。

“一定好了 ，没事了 。 ”我自言自语 ，
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没想到 ，像梦是反的一样 ，就在立春
那一天 ，2 月 4 日下午 6 点多 ，微信群里
突然传出一代书家、 书界泰斗张云生先
生驾鹤仙逝的讣告 ， 惊闻噩耗 ， 不敢相
信 ，也不愿相信 ，在这病毒肆虐的立春 ，
云生先生与亲友长辞了！

朋友圈的讣告引发文艺圈此起彼伏

的悼念潮。 在《记住乡愁》微信群里，云生
先生远在深圳的胞弟———著名的装帧家、
文艺鉴赏家及文化学者张进贤先生发了

他去世前三天的视频。 云生先生在女儿、
儿媳的扶持下坐在床上， 面前放一小案，
瘦削憔悴的他仍手握毛笔在写着，他不时
蘸蘸墨，努力要把一个字写完。 有声音在
他身边响起：“歇歇再写，别累着了。”进贤
先生解释说，病中的云生先生时而清醒时
而迷糊，只要一清醒他就要写字，他的手
抖得都写不成了，多笔少画，不大好辨认，
细看应是“福寿”两个字。

一代书家以这样的姿态与世界告别，
让我再一次肃然起敬，为他生命不息、笔墨
不止的信念，更为融入他血脉的翰墨精神。

与云生先生相识在 1998 年 ，那时的
我在淮阳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从事新闻报

道， 而云生先生正受聘深圳书画艺术学
院做书法教授。听说他从深圳回来，县新
闻科组织名家专访， 慕名已久的我因此
有缘结识了云生先生。

云生先生的家在淮阳中学家属院 ，
是上世纪 70 年代建的 ，红砖瓦房 ，他住
的是三间出厦房子，有一个小院，小院西
边种植着竹子和凌霄花 ，还有很多盆栽花 。 那年的云生先生已 76 岁 ，思维敏
捷、身板硬朗，完全没有迟暮之感。 他张罗着倒茶水，彬彬有礼，没有一点艺术
名家的倨傲。 在聊天中，他很认真地回答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从第一次见面
起，他的谦和与长者风范就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观云生先生的书法 ，既有阳刚之美 ，又有书卷之气 ，似见到一个 “六艺 ”兼
达的儒家贤人 ，一个胸怀大志 、锲而不舍的求索之士 ，一个睿智 、豁达的智者 ，
既有儒雅贤士之风，又有仙逸之气。 这与他刚毅的性格及早年苦读四书五经 、
研读六艺 、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 。 刚正是他做人的基本基调和内核 ，敏感 、睿
智成就了他的柔美，正因此，近百岁的他仍有生命不息、笔墨不止的意志力。

纵观古今 ，有文坛双璧苏轼 、苏辙二人既是兄弟又是知己 、患难始终休戚
与共的故事 ，又有 “谢家兄弟有如双璧 ，交契宁非有宿因 ”的诗句 ，赞谢灵运和
谢惠连相知相识的兄弟文学才华互相成就。 让淮阳人骄傲的是这两对兄弟都
与淮阳有缘，苏辙曾任陈州教授三年，苏轼也曾几次来陈，谢家兄弟也不陌生，
祖籍皆为陈郡阳夏人。而今，用“双璧”形容云生、进贤兄弟也不为过。 兄长儒

雅 、睿智 、弘毅 ，“做字先做人 ”，他谦和的背后是刚毅 、正大和包容 ，对文化的
热爱融到了骨子里。 其弟进贤性情外放坦诚，有一颗赤子之心，从 1952 年离开
淮阳就投身艺术，矢志不移，成为我国文艺鉴赏家、著名装帧家。最可贵的是他
博识而不失真恳，始终把哥哥作为他的引路人。退休后，他用 10 年时间去梳理
淮阳历史文化， 整理出版了 《陈国史》《淮阳人文探究》《淮阳成语故事 》《长空
星辉》等一系列淮阳史料，还为云生先生的书法作品出版了数个书法版本及纪
念册，为淮阳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2019 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在淮阳拍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由我负
责统筹。该片以淮阳古城文化为依托，以“羲皇古都 弦歌不辍”为主题，展示淮
阳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 河南电视台摄制组先后两次赴淮阳踩点并召开相关
人员座谈会。 调研中，云生先生青年时期痴情办教育的事迹被挖掘出来 ，那是
1946 年 ，处在国共 “拉锯 ”之时 ，淮阳县的中小学全部停办 ，云生先生白手起家
创办淮阳第一所私立学校，名“惜阴小学”。 9 月 23 日，河南电视台摄制组的导
演和记者去云先先生家踩点 ，97 岁高龄的云生先生拿出刚出版的 《张云生书
法续编》相赠。 当时，张老师要签字题名，考虑到他身体不太好，导演说不让他
老人家题字了，老人不同意，热情地找出一只下水笔给我们一一签名。

回忆 50 年前创办学校这件事，云生先生明显很吃力了。 他说，他平生最高
兴的是为县里输送了一批教育人才。 2019 年 12 月 10 日，摄制组正式录播，设计
了云生先生与两位高足弟子高金堂、范景恩三人围堂而坐畅然交流的画面。 三
位八旬以上的文化老人定格于纪录片中，给淮阳留下了一组弥足珍贵的镜头。

遗憾的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 版本在审稿修改补录过程中产生了
极大的不便 ，因一些镜头无法补录 ，未能在指定的时间播放 ，纪录片播出之时
已是 2020 年 3 月下旬，云生先生已辞世一月有余。 为弥补遗憾，摄制组在片中
作了专门处理，对文化老人云生先生去世的消息破例作了报道。

摄制组还因迟播向关注纪录片的所有淮阳人及诸位参与者写了一封满怀深情

的信《写在古城淮阳播出之际》：“《记住乡愁》第六季之古城淮阳‘羲皇古都 弦歌不
辍’亦然。 从我们调研阶段开始，无数位心系淮阳文化、铭记古城记忆的智者、长者、
仁者为我们节目的拍摄倾注了心力、智力、物力。 我们都是满怀感恩之心……”

今年是云生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先生的《根土乡情 》即将结集出版 ，敬爱
先生的我借此写上一点粗浅的文字，为先生也为自己留下些许的纪念，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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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抒怀

立 秋
未得金风且浅愁，凉飙去暑劝鸣留。
声苍力竭蝉何老， 饮罢神安曲更遒。
远踞疏桐穿朗玉，来听社鼓伴吟讴。
思如渺莽云天阔，醉与青蓝了忘忧。

七 夕
暮暮朝朝岁岁圆，银河鹊子又无眠。
灵蛛懒对空蟾影，海客将浮碧落天。
但重其心难托寄，唯存所应待霞烟。
金风玉露微云畔，一曲清光素手牵。

建军节
星火燎原传有志，海田变化布流芳。
持心达旦绥风雪，纵目经春乐奋翔。
莫忘前行真烈士，多思求是厚珍藏。
甘为子弟歌淳朴，苦炼精神卫界疆。

张云生书写“励志”激励自己

王学岭诗词书法作品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