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后语!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美丽的三川

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然而!在这

个洋溢着暖暖春光的季节里!有一个名

字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他的事迹让三

川儿女为之称道" 郑春光!这个充满温

暖和希望的名字!在这个春光无限的时

节!让人们无比怀念"

!

月
"#

日! 优秀退伍军人舍身救

火英雄郑春光被授予河南省#见义勇为

模范$称号% 愿我们的三川大地春光永

驻"

两部墨白研究专著出版
本报讯 日前!两部墨白研究专著"墨白

小说研究#$"墨白研究% 分别由河南大学出

版社$大象出版社出版& 墨白
$%#&

年出生在

河南淮阳县!

$%'(

年开始创作! 他对小说的

叙事语言进行探索!以崭新艺术形式创造文

学王国'颍河镇(而著称!成为新时期先锋小

说的重要作家& 从上世纪
')

年代至今已出

版长篇小说 )梦游症患者%$)映在镜子里的

时光%$)欲望%三部曲等六部!发表中篇小说

)告密者%$)讨债者%$)风车%$)局部麻醉%$

)光荣院%等四十余部!短篇小说)失踪%$)街

道%等一百余篇&

)墨白小说研究%是由郑州大学教授$评

论家刘宏志历时三年完成的一部理论专著&

论著分别从对历史的思考入手来考察墨白

小说对历史的批判精神!考察作家的责任和

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从生命哲学入手来发现

墨白小说对不确定的生活与神秘的寻找*从

对苦难生活的批判来提示权力压抑下的乡

村精神的麻木与痛苦!并呈现对城乡二元对

立的批判$ 对国民性批判与对自我的审判*

从先锋的形式来研究墨白小说的复式结构

与语言结构& 作者认为!墨白是一位需要被

不断深入认识的作家!他的小说是良知的声

音!他对精神世界的探寻$忏悔与救赎呈现

出了超越现实的力量&

由中州大学教授$评论家刘海燕编选的

)墨白研究#是一部由
(

篇访谈$

!)

篇评论$

'

篇墨白印象及墨白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墨白

著作目录索引汇集而成的墨白研究资料集!

集中了活跃在当今文坛的评论家和作家对

墨白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思想性$文学地

域及创作技巧的研究成果!从而展现了一种

多语化评论的景观!它借助不同的眼光对墨

白的文本或定义$或解构$或阐释$或提出问

题$或发现细微之处$或论证宏阔的社会背

景与文本的关系$或借助古典的哲学理论解

读现代文学作品或对自我发现之评论概念

进行论证!从而展现出方方面面的一己之发

现!复调之声音!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形态的

开启墨白文学故乡颍河镇的钥匙& &梁宁'

在云南的深山密林里
王天瑞

那时!偶然有了闲暇& 我在随意翻阅

一份内部材料时意外发现!云南有位叫梅

山的老人!

$)#

岁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

并且还能做一些较轻的体力活儿& 于是!

我兴致勃勃地跟随两位生命科学家赶赴

云南!采访梅山老人的长寿秘诀&

平寨 !梅山老人居住的小村 !位于云

南最南部的深山密林里! 既不临铁路!也

不靠公路& 我们下车后!沿着曲曲弯弯起

起伏伏似有似无的山间小道走了大半天!

才走到村里& 站在村中的高地上一看!四

周大山高耸!森林茂密!宽阔的盘龙江经

过村西静静地流向南方& 其实!平寨小村

并不小!全村
"))

多户人家!是方圆百里很

少有的大村庄&

当我们走进梅山老人的家!梅山老人

')

岁的儿子热情接待了我们& 他说!他妈

妈到后山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说话间!一

位老人走进院来!身上背一小捆晒干的竹

条子& 我们立马断定她就是梅山老人!急

忙跑过去!接过竹条子!放在柴堆上!搀扶

她走进屋里& 当我们说明来意!老人笑了!

说!没啥秘诀!是'收魂官(把我忘了&说罢!

老人仍是笑个不止&

我们三人住在了梅山老人家!对老人

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规律进行观

察$询问!在全村群众中进行调查$了解!

然后综合地进行分析$研究& 一个星期后!

我们终于发现了梅山老人的长寿秘诀&

梅山老人 !青少年时代叫梅颖 !原是

昆明城里一位巨富+现在叫企业家$当时

叫资本家,的女儿& 她自小就端庄$聪颖$

水灵 $漂亮 !五经四书一看就会 !唐诗宋

词一念就懂! 还不到
$'

岁那年! 官家富

商就人托人地前来说媒提亲 & 她根本不

为所动! 因为她心里早就看上了家中的

年轻仆人石山+苗族,& 在一个月黑风高

的夜晚!她带着石山逃出昆明!逃到了千

里之外的深山密林& 他们虽然生活艰难!

但也心情愉快!还先后生下二男一女& 后

来!石山参加了红军!跟随大部队南征北

战!不幸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她想念石

山$怀念石山!便改名梅颖为梅山 & 梅山

也是平寨第一个有文化的人 ! 新中国成

立后!政府特招她为人民教师& 她在平寨

教书育人几十年& 平寨的家家户户都有

走向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平寨闻名云南!

闻名全国&

一天 ! 梅山老人送给我们一首打油

诗!诗中公开了她健康长寿的秘诀-'家住

深山!空气新鲜*鸟语花香!树绿天蓝*泉

水叮咚!波涌浪翻*家庭和睦!儿孙孝贤*

一日三餐!家常便饭*经常劳动!坚持锻炼*

心宽体健!颐养天年&(老人说-'我这秘诀!

不是什么秘诀!很简单!很普通!人人懂!人

人会!不值仨核桃俩枣& (

一位科学家说! 根据我们的观察$调

查和了解! 认为您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您坚持每天吃仨核桃俩枣 !所以

您的这个长寿秘诀里 ! 还应该加上这重

要的一条-'仨核桃俩枣!天天不断& (变

成 '..一日三餐 !家常便饭 *仨核桃俩

枣!天天不断..(

梅山老人笑了& 虽然她院里院外的空

地上栽植很多核桃树$枣树!虽然她几十

年来坚持每天熬粥放上仨核桃俩枣或生

吃仨核桃俩枣!虽然她也知道吃核桃和枣

对身体有好处!但她并不知道!每天吃仨

核桃俩枣竟有这么大的好处&

另一位科学家解释说!核桃仁有益于

缓解脑疲劳!促进细胞活化!有助于增强

人体免疫力!延缓衰老!还能保护心脑血

管& 红枣具有健脾$开胃$强心$舒肝$补血

等功能&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大

枣..久服可轻身延年& (常言说!要想身

体好!经常吃红枣*一天吃俩枣!青春永不

老&

在我的建议下!平寨的党支部书记组

织召开了群众大会!两位生命科学家在会

上介绍了梅山老人的长寿秘诀& 于是!群

情激奋!笑语飞传!人们争先恐后地栽核

桃树$植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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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动态

春日寄游人
薛顺民

!!!!!!!!!

一

一夜花开满颍川!

香飘十里醉云烟%

玉兰最眩谁来赏(

可叹月圆人未圆%

二

窗前临雨诵新词!

怎忍别时折柳枝%

风起云来遮皓月!

谁人今夜不相思(

三

一夜孤灯星未沉!

窗前独影暗销魂%

春风难度远游客!

唱赋留别一片心%

四

久立小楼云似烟!

欲举杯盏意缠绵%

几回梦里期如影!

遥寄相思到海天%

清明时节忆双亲!

梨花松柏同此魂%

日星月移江河流!

永缅父母养育恩%

艰苦奋斗竭毕生!

鞠躬尽瘁为人民%

音容遗训今犹在!

高风亮节励后人%

清明忆父母
童新生

春天里的感动

曹新旺

春回大地!春光无限&

这是一个让我感动的春天&

在这个春天里!有一个叫郑春光的退

伍军人被人传颂!让人感动..

有人说!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被感动!

尤其是那种触动心灵的$ 眼泪不能自抑

的& 而郑春光走后的一幕幕!一直让我感

动!眼泪不止一次地悄然流淌&

出生在豫东古城淮阳的郑春光入伍

前就成为了一名党员&

")$)

年底!他成了

一名军人! 两年后退伍返乡做水果生意&

")$(

年
$

月
!)

日!除夕之夜& 为了人民

的生命财产倒在了火海中! 献出了年仅

"!

岁的生命&

英雄的事迹令人动容&

豫东平原!入冬以来滴雨未下!干渴

的土地等待着雨水的滋润& 大年初六!郑

春光的葬礼如期举行&一大早!雪从天降!

很大!鹅毛般的!温度也降到了入冬以来

最低点! 但冰天雪地没能阻挡人们悼念

郑春光的脚步&

不大的灵堂里挤满了前来送春光最

后一程的群众! 一时无法进入的就站在

大雪中等待! 等待着为他们心中的英雄

鞠上一躬& 不少人成了雪人!但没有人离

开&

郑春光走了& 走得奋不顾身!走得义

无反顾!走得其所&由于郑春光是独生子!

他的突然离去!给了父母很大的打击& 郑

春光的父亲郑庆兵$ 母亲李玉霞住进了

医院& 可郑春光生前所进的十几万块钱

的水果还静静地躺那里! 等待着主人的

归来..

与郑春光同是做水果生意的王进才

大哥知道后!主动放下自己的买卖!把郑

春光的水果拉到了集市上& 而令王进才

想不到是!大家一听说是春光的水果!呼

啦一下围了上来& 人们放下三五十元钱

拿上一两个水果就走! 有人放下一百元

钱拿上一个苹果& 没有人等着去秤多少

斤两!没有人计较水果多少钱一斤& 因为

人民群众心中有一杆秤! 他们秤出的是

良心/

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 人们自发地

聚集在郑春光牺牲的那间不大的商铺

前!摆上春光的遗像!再一次为他们心中

的英雄设置了简易的灵堂&

在那间已经被熏黑的墙壁上挂满了

洁白的小花 -'郑春光你是人民的好儿

子($'春光你是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 ($

'春光我们永远怀念你/ ($'春光一路走

好/ (字字真情$句句感动!表达着人们对

这位好男儿的无限哀思&

正午时分!在郑春光牺牲的门前摆满

了人们端来的热腾腾的汤圆& 一位满头

银发的老人在郑春光牺牲的门前作揖 -

'春光!大娘给你送元宵来了/ 乖孩子!大

娘不知道咋样感谢你!没有你!俺也活不

到现在啊/ 孩子! 我给你下了碗元宵!你

趁热吃点吧!吃点吧..(

起初!老人还能说出话来!话到后面

老人哭出了声& 看着这位满头银发$哭成

泪人的老人! 现场的我与其他人一样已

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人民群众用这种传统的$ 饱蘸真情

的方式纪念他们心中的英雄 & 碗碗汤

圆$缕缕青烟是群众对郑春光的无限思

念&

是啊 / 爱国 $仁爱 $诚信 $尚勇 $正

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继承和弘扬的 & 郑春

光 !这位
"!

岁的共产党员 $优秀的退

伍军人继承了 $弘扬了 & 所以 !他被人

们尊重着 $拥护着 $传颂着..

在当地群众的眼里 ! 郑春光的故

事很多 -尊老爱幼的 $诚实守信的 $文

明礼让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

举 !但就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 !铸就

了郑春光除夕之夜的奋不顾身 ! 奏出

了他
"!

岁人生的不朽华章 / 郑春光被

中共周口市委 $周口市人民政府 $周口

军分区授予 '优秀退伍军人舍身救火

英雄 (荣誉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

有人说! 敢于为人民群众挺身而出!

英勇献身的人! 人民群众永远铭记在心!

永远怀念他$ 纪念他& 郑春光牺牲后!他

所在的民兵排被上级军事机关命名为

'郑春光排(!从他家到大街上的一条路被

命名为'春光路(&

这让我想起了孟子的一句话-'爱人

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那白发

苍苍老人的泪水! 那孤寡老人的诉说!那

放下一百元拿一个水果就走的人们..

无不在印证这句话&

臧克家在 "有的人 %中写道 - '有的

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

活着(& 郑春光还活着!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

郑春光赞
郑超

腊尽阳回除旧年!豫东小镇正歌欢%

一声霹雳炎魔降!满目烟焦商铺燃%

百姓长号呼火盛!英雄无惧破门坚%

可堪战士身先死!不愧春光是党员%

咏郑春光

郭凤

除夕团圆夜!灾降郑集乡%

火海无情谊!陈地有春光%

道义双肩担!英名十里扬%

莫伤魂已远!处处是春光%

春光赞

丁一

郑氏有儿郎!春来火海殇%

光扬正义事!好誉播八方)

题春光

王东

年来风啸急!长夜火如敌%

万户出门望!一夫拔剑疾%

抛生人尽畏!赴义自当期%

青史丹心铸!春光去未离%

春光赞

张永海

男儿拔剑为不平!虽解戎装也起征%

自古英雄悲壮死!从来火凤涅?生%

莫悲秋桂枝头谢!可幸春光碑上名%

舍己献身成大义!陈州从此有雷锋%

咏春光

张强

军营锻造身似铁!学校砺品心如雪%

情怜乡邻赴火海!谁人不念君高节)

郑春光赞

晨之风

义士郑春光!陈州好儿郎%

出生羲皇地!勤勉传家乡%

自幼尊孝先!恭敬事爹娘%

爱心献同窗!服侍问暖凉%

学习潜发愤!名耀光荣榜%

高尚乐助人!美名学堂扬%

平生有大志!痴情为武装%

投笔从军营!建功演兵场%

笑傲奇寒域!军姿倍飒爽%

高风源本质!责任勇担当%

危难显身手!争先成栋梁%

捐躯赴绝境!抢险铸悲壮%

烈士感天地!州府敬塔堂%

大德传人间!宛丘添辉光%

陈风有新韵!英名存淮阳%

后人奉楷模!万世永流芳%

浪淘沙!咏郑春光

徐卿峰

堪恨卷帘窗%烈焰谁当(舍身忘我竟

成殇) 大火无情人有爱!义恸城乡%

铁骨透寒霜% 英魄何方( 缤纷一树

绽梅妆% 十里幽香风暗送!遥唤春光%

蝶恋花!悼郑春光

王婷美

普庆春光临正午!谁降火龙!烈焰纵

身舞% 壮志无声危难处!凛然大义深情顾%

敢是天公夸铁骨!琼雪叠鸥!赞颂军

魂铸% 敬叹英年乘鹤路!却将浩气人间驻%

喝火令!郑春光赞

张瑞德

万丈英雄胆!时危战士魂!火中一跃

令人钦% 军旅数年追梦!其间苦千寻%

看我九零后!铮铮赤子心!为民情

重志更真% 好个儿郎!好个龙传人!好

个凤凰涅?!浴火奏新音%

蝶恋花!悼郑春光
次韵诗友

宋继平

乍暖人间如正午!应是春光!九阙

徘徊舞% 未竟壮心争置处!至今仍向人

间顾%

想是青天怜傲骨!琼雪纷纷!砌玉

将碑铸!莫惧英魂天界路!已将正气红

尘驻%

采桑子!赞郑春光

张蕴

儿郎正是时光好!欲吐芬芳% 正吐

芬芳!危难临身慨又慷%

英魂起舞飘重九!远去成殇% 占尽

春光!扬我中原谱乐章%

西江月!英雄赞

阎汝山

除夕突降灾难!猎魔肆虐疯狂% 惊

魂商铺火冲光!店面顿成惨状%

抢救人民财产!英雄赤胆顽强!凛

然大义著金刚% 铭记春光无尚%

采桑子!春光赞

杜秀丽

一如火海翩翩舞!了却红尘% 惊动

红尘!不愧英雄铸傲魂%

都说沦丧谁还信!如雨倾盆% 大雨

倾盆!泽润中国带路人%

浪淘沙!壮哉春光

赵红丽

辞岁剪花窗!祸起萧墙!无情大火

肆张狂% 烈焰凶残燃店铺!民众惊慌%

铁骨好儿郎!震动城乡!舍生取义

竟成殇% 浩气军魂存史册!永驻春光%

鹧鸪天!赞救火
英雄郑春光

李俊颖

恰是风华正当年!军魂造就戎装还%

人生伴侣初携手!热血一腔写素篇%

心未竟!志方残% 肉躯火海铸青山%

长歌浩荡撒甘露!纵是天公赤动颜%

春光里赞春光

!!!!!!

陈州城西!一高校园东南隅!有

'紫藤园(& 园内小桥流水! 古藤老

树!鸟语花香!颇有山林之趣& 芳草

遮径!书声绕耳!文风所聚!儒韵愈

浓& 遂趁闲房数间! 结为 '紫藤书

社(!其间书画盈壁!茶墨飘香!乃成

陈州文人雅聚之所&

甲午仲春! 二月初九! 云散霾

消!天朗气清!陈州诗词学会借'紫

藤园( 举办春光诗会! 又逢诗会换

届!诗友云集!群贤毕至!喜气盈门!

盛况空前&

春光者!救火英雄郑春光也&癸

巳除夕!春光入火海!成大义!感苍

天!动陈楚!遂成道德楷模!仁义典

范& 春光母校!淮阳一高也& 锦绣之

园!象牙之塔!鲤鱼化龙之地!赤子

成才之所& 逢二月春光明媚! 春光

里赞春光!于春光母校之'紫藤园(

觅春光之源!最所宜也&

是日也!碧野风柔!玉宇云舒!

紫藤园千枝吐瑞! 万蕊飘香& 乳燕

鸣春!游鱼戏水&群贤初聚于紫藤书

社!品茶赏画!谈诗论道!其言甚恰/

其情甚乐也/又聚于会议大厅!启换

届仪式!挹前烈余光!论英雄义举!

谱诗界华章& 其志甚远/ 其语甚挚

也/ 陈州诗坛!自牛公掌舵!携同道

访古迹!探民生!续陈风!写新词!于

诗林辟径!独树一帜& 惜壮年英逝!

大业未竟!每令人扼腕叹息/今吾辈

继衣钵!承大志!聚诗社诸贤!欲扬

国粹!振诗坛!虽任重而道远!亦尽

瘁而不惜矣/ 所喜诸贤于席间激情

涌动!妙句频出&更喜诗友于群内次

韵唱和!佳作纷呈& 汇而成篇!得诗

词大作三十余首& 足见我陈州古城

儒风淳厚!文脉悠远矣&

一年之计!唯在于春&此番春光

诗会! 占阳春之天时! 借校园之地

利!聚诗界之人和& 以吾辈之初愿!

写英雄!显大爱!弘道德!导舆论!禀

浩然正气于胸!铸巍峨丰碑于世&当

为甲午文坛盛事也/ 是以记之&

春光诗会记
徐卿峰

木子 摄


